简要信息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AND ASKING QUESTIONS
审辩式和创造性思维，以及提出问题
审辩式和创造性思维
当需要学生进行具有思考广度和思考深度的活动时，审辩式和创造性思维是其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必须运用推理和逻辑外，想象力、创造力
和创新精神必不可少。
什么是审辩式思维
虽然对于审辩式思维有很多定义，但具有广泛共识的是审辩式的思考包含以下各方
面：
•
•
•
•
•
•
•

能够辨识和开展辩论
运用论据去支持辩论
能够推断出合理的结论
运用信息去识别复杂问题，并且提出解决方案
理论联系实践
反应到自身的信念和价值观的正确性
对照他人的工作和观点，能够自主反思和评判自己的工作

审辩式思维涉及到的一些专门技能包括：
•
•
•
•
•
•
•

分析
评判
解释
推理
提问
比较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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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推断
假设
评估

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独立思考是审辩式思维的重要组成。
(摘自 http://www.australiancurriculum.edu.au/GeneralCapabilities/Pdf/Critical-andcreative-thinking)
什么是创造性思维
对于学生来说，创造性思维涉及以下方面：
•
•
•
•
•
•

在特定环境下产生及运用新想法
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信息
以新的方式来看待已有事物
确认不同的解读方式
合成信息以求产生不同的结果
提炼已有观念以求发现新的可能性。这些有时被称为‘打破思维定式’。

(摘自 http://www.australiancurriculum.edu.au/GeneralCapabilities/Pdf/Critical-andcreative-thinking)
审辩式和创造性思维在媒体和交流当中的运用
更具体一些，在相关的学科领域当中对于审辩式和创造性思维的说明可以借用澳大
利亚资历架构（AQF）和英国品质保证机构（QAA）的学科基准来表述。在这些框
架当中，对于审辩式和创造性思维的主要期望是：
•
•
•
•
•
•

与本领域内主要思想家深入交流，参与辩论和成果展示，并将之加以有效利
用（审辩式思维）
在理解并在（适当的时候）评估，能仔细分析，阐释并做出批判性的判断
（审辩式思维）
参考在学术和专业上的问题，讨论以及常规工作，进行自主反思和评判（审
辩式思维）
收集，组织并运用观点和信息，以便论证更有说服力。并用书面，口头以及
其它形式将之有效地表达出来（审辩式思维）
证明创新思维和概念的发展是基于稳妥的研究策略（创造性思维）
在灵活的有创造性的和独立的工作方式中，表现出自我约束，自我指导及自
我反省的态度（审辩式和创造性思维）

为什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审辩式和创造性思维看起来有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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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中国本科生（通过高考录取的）可能很善于写一些基于记
忆的有历史性的事实或证据的短文，但他或许很难完成以研究为基础
的学术文章。一个典型的大学中文系学生会接受训练写很多种实用的
‘八股’文章，但作为绝大多数的非中文系学生，一旦他们考上了大
学，他们将很难得到任何关于写作的指导。
(Kirkpatrick & Xu, 2012, p.202)
我们鼓励中国学生在大学里多做以下事情：
•
•
•
•

多思考
努力学习
积累知识
学会判断事情的对与错

然而以上的任何一项都并非会必然转化为（或者需要运用）审辩式和创造性思维。
实际上以上的实践活动还可能与审辩式和创造性思维背道而驰。以下一些方面都是
中国大学学习当中常见的现象：
•
•
•
•
•

背诵大量指定课本当中的信息
背诵讲座、讲义和 PPT 所提供的信息
进行事先排练好的演讲
对问题给出‘对’或‘错’的答案
写作符合官方要求的短文

在西方对于学习的观念当中，以上这些做法反映出一种被动消极的态度。这往往在
一种独立性不如西方所鼓励的学习方式中得到实施，但是这种依赖性的学习方法却
恰恰符合中国政府和学术官僚的要求。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涉及到‘脸面’的问题（见简要说明‘理解脸面
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影响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大学环境下的交流’）。‘审辩/批判’
这个词有可能被错误的解读为对于某人有批评的意味或者负面的影响，继而影响到
某人的脸面，因而应该避免提到。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从学术上还是从社交上来说，正确解读并适时运用审辩式和创
造性思维对于在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学生都是很重要的。中国学生可能需要额外的
帮助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学者们则要帮助他们来澄清这些概念。在某些科目要求的
作业上，学者需要提供某些专门的帮助。（请看与本项目相关的各种材料及学习活
动）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进行审辩式和创造性的思考可能是一种挑战。第一步要理解审
辩式的思考不是被动地思考并接受任何呈现在面前的事物。积极地思考包括提出问
题并且评估遇到的各种形式的信息。这将有助于拓宽眼界并利于发展智力的独立性。
(摘自 http://www.canberra.edu.au/studyskills/learning/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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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的大学环境中提问和回答问题
综上所述，进行审辩式和创造性的思考涉及到提出问题–不管是自己的，他人的，
还是在一个课程当中遇到的。然而要注意的是所提问题不要是那种简单就能回答的
问题（比方说：那不就在你面前嘛）。所提问题一定要涉及高层次思维。这就意味
着不管是提问还是回答问题都应该朝着促进分析、合成以及评估这些层次的思维而
努力，而不是只记住老师和课堂讨论上提供的信息。
在中国的大学课堂里，课堂提问经常都是简单的问题（通常只要描述性的回答），
这样可以保护老师和学生的脸面（ZhiTan,2007）。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不管是
从概念上还是从语言上都是有难度的。
下表所列可能对中国学生有所帮助，涉及到关键的概念和对审辩式和创造性思考提
问所需用的动词。
分析
将材料或概念和其他组成部分分开，这样易
于理解文字或数据的组织结构。区分事实和
推断。

分析，拆解，比较，对比，分解，
区分，区别

合成
使用多种元素组建一个结构或模型。将各部
分放在一起以便形成一个具有全新含义或构
造的整体。

分类，结合，编纂，阐明，生成，
重构

评估
对观点或材料的价值作出判断。

评估，结论，批评，评价，解释，
解读，证实

（摘自 Bloom’s Taxonomy http://www.nwlink.com/~donclark/hrd/bloom.html)

备注
Kirkpatrick & Xu (2012) 写了大量关于中文有深厚的修辞传统的文章。然而，
他们也指出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写作没有被当做一个学术学科而加
以重视。他们惋惜道；“当代中国人，不管其代表官方还是评论家，都没有
能够发展出一种适于二十一世纪公众的和政治的对话的新的修辞方式。”
（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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