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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而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是相辅相成。本文

针对传统学生课堂的学习行为，在课堂教学，通过开展“思考交流共享”与基于

批判性思维元素的“写作”，探索在课堂教学中改变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和学

习行为，把学科知识与培养批判性思维倾向结合在一起。实践表明，学生对课堂

教学知识点全盘接受的方式有了一定的改变，对解决实际问题采用方法的判断有

了更全面和客观的衡量；对大学生传统的“标准答案”思维定势进行了挑战，培

养学生在专业学习中应用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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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多年的课堂教学工作发现，高校学生普遍存在如下 2 个主要问题，1）重视

分数，轻视思维能力的培养。上课过程中，特别关注考试内容，以获取高分作为

学习的终极目标，而对于如何掌握和理解专业知识中的知识点，建立它们之间的

关联，学会正确的思考，则无所适从。2）重视对知识的获取，一味追求对知识

的死记硬背，缺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提出质疑的能力。夏欢欢等【1】通过选

取国内 4 所大学 1000 多名学生为样本，一是对大学生的认识论信念进行问卷调

查，二是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进行标准化测试，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批判性思

维发展整体水平一般，很多学生认为知识是以单一正确答案的方式简单存在，热

衷寻找标准答案；同时认为知识通过权威获取，唯书、唯上、从众的思维定势较

强，而质疑，反思和批判精神则较弱。张梅等研究【2】发现，大学生批判性思维

倾向整体较弱的根本原因是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评估和教学方法较

少体现批判性思维培养，教师很少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应用批判性思维在学科知识

领域进行独立思考以及学习如何从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角度进行思考，如何学

习不同方法，结合不同方法的优缺点进行独立思考并应用于实际的问题中。 

美国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 莱文（Richard C.Levin）曾指出，中国大学

本科教育缺乏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此相反，美国高校则把培养大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作为高校教学的首要目标，采取多种策略和多种形式。如何处理批判性思

维培养与具体学科教育的关系，美国高校提出了“独立型”，“融合型”与“综合

型”三种不同的课程设计体系，其中，“融合型”课程就是在传统高校课程中增

加批判性思维的目标，内容和训练，让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培养批判性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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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和思维技能【3】。 

缺乏批判性思维的人在专业学习上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意识，难以成为国家

的栋梁。陈波【4】认为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批判性思

维和创新是相辅相成，新问题的提出需要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新解决方案的提

出需要批判性思维，包括技能和精神气质两方面。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学生，能够

在专业学习中找出关键的问题和困难所在，能够准确地表达出这些问题，并根据

相关的信息，使用专业的术语，清晰地解释这些信息，得出有效的结论和解决方

法。要培养具有上述特征的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就需要对他的上课学习行为从传

统的“全盘接受”到“质疑判断”，从“唯一标准答案获取”到“独立思考，收

集信息和多种方案的结合”。 因此，如何在课堂上传授知识的同时，通过改变学

生的学习行为来培养批判性思维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二 实践方法 

 

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定义以及其真正的内涵由于研究视角和学科背景不同还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界定。众多研究者从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对批

判性思维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研究。在哲学领域，批评性思维的研究被看作是一

个概念，在理论上探讨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在心理学领域，

批判性思维被看作是经验问题，受个性倾向性影响；而在教育学领域，批判性思

维更多被看作是一个基于多年课堂经验和观察学生学习行为而形成的实践活动。

下面首先分析传统的学生课堂学习行为，然后描述本文提出的课堂实践，最后通

过问卷方式了解学生课堂学习行为的改变。 

 

1. 传统的课堂学习行为： 

课堂教学通常老师阐述知识点，向学生提问，布置作业。学生传统的学习行

为是课堂认真听讲，努力记笔记，关注可能会在考试中出现的知识点，没有独立

思考，发展联系性思维，即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或拓展，知识点全盘接受，缺乏对

一门学科系统化学习的探索；完成作业只是参考上课笔记，懒得翻书，追求作业

的对错和标准答案思维模式；在考试前一周突击几个晚上，顺利通过考试，一门

课程就算学完。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记住学习内容就能获取高

分数。缺乏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缺乏对知识点的关联和深入探索精神。 

 

2. 结合批判性思维的课堂实践：  

在课堂教学中，老师阐述知识点后，学生课堂实践包括两部分：应用“思考

-交流-共享”模式【5】进行讨论学习，并把讨论内容进行“写作”。具体步骤如下: 

1) 思考：学生对知识点进行主动学习，独立思考。 

2) 交流：通过和别人组队，进行交流和讨论，对知识点进行质疑和接受。 

3) 共享：全班讨论，各个小组汇报，让学生能够从多角度，全方位来了解知

识点的学习。 

讨论结束，各个小组开展写作，撰写内容包括知识点提出的目的，存在的问

题，收集的信息，采用的方法以及推理和假设。目的帮助学生针对某知识点在讨

论和思考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问题是让学生能找到应用场景亟需解决的问题；

信息是让学生学会如何为解决问题而去收集信息，从哪些信息源去获取解决问题

的信息；方法是培养学生如何基于信息根据所学的知识点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整



体方案，选用的方法是基于一定的推理和假设。正确的推理和假设是帮助学生理

解问题的方式，决定了思维的潜在意义。目的，问题，信息，方法，推理和假设

都是批判性思维重要的组成元素【6】。通过思考-交流-共享与写作，帮助学生形成

系统化学习知识点思维，掌握思维的组成部分，清楚地表达所理解的问题和方法，

以及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描述才能发现对知识点是否清晰的理解或表述，

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分析，找到问题的关键并提出解决

问题的方案，形成学科领域的逻辑思维。 

 

3. 案例课程说明 

实践课程《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抽取技术》是一门面向计算机专业大三学生的

专业选修课，涵盖了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具有实际应用场景,是一

门特定研究方向的课程【7】。课堂教学 32 课时，实践 16 课时。按照该研究方向，

设计了三部分教学内容，第一部分基础知识介绍，第二部分信息抽取技术介绍，

第三部分实际应用系统介绍。抽取技术与方法共分五章教学内容，每章内容针对

一个知识点和问题展开，前后章内容相对独立，又紧密相关。每章知识点内容由

三部分组成：1）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2）知识点介绍 3）应用案例。 

在该项实践中，每次课针对一个知识点，共 90 分钟。时间安排如下：5 分

钟提出问题和挑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40 分钟左右介绍知识点，系统化地提

出一系列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45 分钟进行本文提出的教学行为模式。教学内

容以知识点-应用案例进行设计，问题-方法-优缺点为导向，学生通过“思考-

交流-分享”对知识点进行学习，通过写作，对知识点进行系统化的理解。通过

这样的实践，以批判性思维方式去思考和了解学科知识，为打破固有的知识框架，

形成创新思维打下基础。 

 

三．问卷设计与调查  

 

1. 问卷设计 

    《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8】是其中较著名的问卷，包括求真性、

开放性、分析性、系统化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和认知成熟度 7

个维度组成，广泛被应用在各种衡量批判性思维倾向是否提高的实践活动中。 

本次实践的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 1）改变传统学习行为：教师传道授业解惑，

学生认真听讲和全盘接受。培养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2）改变学生对“标准答

案”的思维定势：接受知识的缺失和问题的多解。因此，参照《加利福尼亚批判

性思维倾向问卷》，我们设计了针对四个维度来衡量课堂学习行为是否改变的问

卷题目，满分 65分，表一例举了四个维度的问卷样例，四个维度分别为： 

 认知成熟度：通过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讲解的内容以何种方式去接受，理解

和质疑来反映学生的认知成熟度。 

 求知欲：通过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和未知知识点如何反应来衡量

学生的求知欲。 

 开放性：通过和同学讨论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如何处置来体现学生在学习上的

开放性。 

 系统性思维：通过写作以及了解学生回家作业的完成过程来体现学生的系统

化思维。 

 



表一：问卷样例 

维度 样例 

认 知 成 熟

度 

每一种新技术，例如深度学习技术，我认为：（ ） 

A：它可以应用在所有研究领域。 

B：它可以应用在特定的研究领域，远胜传统方法。 

C：它可以应用在特定的研究领域，但总有缺点。  

D：它可以应用在特定的研究领域，有它的适用场景以及优缺点。 

求知欲 求解问题时，需要用到老师还未讲到的知识点，你的做法是：（ ） 

A：换另外一种已知的知识点去解决问题。  

B：不着急，等着老师到时候讲完以后再去做。  

C：请教老师，然后应用它来解决问题。 

D：自己想办法去学习和了解新知识点，然后解决问题。 

开放性 课堂上和同学一起讨论问题时，我经常会：（ ） 

A：听别人讲，不发言， 

B：会提出一个方案，别人是否采纳，我不在意。 

C：会提出一个方案，并坚持让别人听我的方案。 

D：会提出一个方案，根据其他同学意见，进一步修改方案。 

系 统 性 思

维 

有一道比较难的作业题，在大部分情况下，你会：（ ） 

A：根据课上的听解，不看书，直接解答作业。 

B：和学习好的同学讨论，不看书，完成作业。  

C：阅读教科书上相关内容，独立解答作业。 

D：阅读教科书内容以及相关参考文献，独立思考完成。 

 

2. 问卷评测与分析 

实践活动是基于对课堂学习行为的调查，因此，学期开始和结束各做一次问

卷调查，前后对比来判断学生通过课堂的实践活动是否改变了其在课堂上的学习

行为。对比每个学生做的问卷，发现 55.5%的学生问卷分数上升，22.2%的学生

分数有所下降，22.3%的同学没有变化。 

两次测试结果发现学生课堂上的学习行为的转变：原先习惯老师上课提出的

问题有唯一解，且有答案可查的学生比例从 33%下降到 16%，认为问题有解，但

老师不给出答案，通过讨论和思考得出的学生比例从 50%增加到 66%。；原先认为

每一种新技术都可以应用在所有问题场景中的学生从最初的 11%降到 1%，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认为每一种新技术或方法都有它适用的场景，学生比例从原先的

1%升高到 11%;课堂上对知识点的全盘接受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相反，

质疑的学生比例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详情见表 2。 

表 2 基于学生学习行为改变的问卷调查 

问卷题 第 1周测试 

选题比例 

第 16周测试 

选题比例 

对于老师上课提出的问题，我希望：（ ） 

A：问题有唯一解，解的方法老师会给出   

B：问题有解，但解的方法有多个，老师不给出，   

C：问题有解，但解的方法有多个，老师不给出，

通过讨论思考得出多个解， 

D：问题没有解，可以自己去探索 

 

A:33% 

B:1% 

C:50% 

D:16% 

 

A:16% 

B:2% 

C:66% 

D:16% 



每一种新技术，例如深度学习，我认为：（ ） 

A：它可以应用在所有研究领域， 

B：它可以应用在特定的研究领域，远胜传统方法 

C：它可以应用在特定的研究领域，但总有缺点，  

D：它可以应用在特定的研究领域，有它的适用场

景以及优缺点 

 

A:11% 

B:1% 

C:16% 

D:72% 

 

A:1% 

B:11% 

C:16% 

D:72% 

老师课上讲解的知识点，你会（ ） 

A：全盘接受， 

B：理解的全部接受，不理解的试图去理解并接受， 

C：理解的全部接受，不理解的质疑，去询问老师， 

D：理解的全部接受，不理解的质疑，自己查找信

息，反驳老师。 

 

A:11% 

B:66% 

C:12% 

D:11% 

 

A:1% 

B:50% 

C:27% 

D:22%   

 

根据问卷分析结果，学生上课对于知识点的接受方式以及标准答案思维模式

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最重要的是通过该门课程的实践，学生们发现，知识点

和问题答案都是开放的，没有唯一和确定的标准答案，不同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以

及对于知识点的学习模式。 

 

五 结论和启示 

 

针对学生在课堂上传统的学习行为，本文提出了“思考-交流-共享”和基于

批判性思维元素的“写作”实践活动，并参照《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

设计了学生课堂学习行为的问卷调查。分析问卷调查，该课程的教学实践活动： 

1. 改变了学生对知识点获取的方法，从单一的听课途径到学会自己通过搜索和

收集信息，通过课堂小组讨论和全班分享来获取； 

2. 改变了部分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方式：从全盘接受的惯势，改变为认识到各

种方法有其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的应用场景； 

3. 改变了部分学生对问题标准答案的认知：从单一的方案到多种方案的结合；

从唯一标准答案到多元化解决方案；  

   课堂上开展“思考-交流-共享”模式，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在

交流和共享中，对知识点进行质疑和理解，对知识点和应用场景要解决问题的独

立思考，小组交流和共享中，学会对问题解决方案的获取不是以“标准答案”的

思维模式来得到，而是采用对各种技术的权衡利弊，综合的方案。通过交流和共

享，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对知识点进行思考，对各种解决方案的依据，假设和结

论进行判断。通过“写作”，对各种技术或知识点，应用批判性思维元素（它的

目的，问题，信息，假设和推理）进行描述，进一步深化和培养学生应用批判性

思维在课堂学习，在专业领域进行系统化，关联化和探索性学习，激发其在专业

领域的创新意识。 

课堂上的学习行为仅仅是学生所有行为中的一部分，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行为

的改变势必会影响其在学科领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这也是本文提出实践方法的

目的。但是，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艰难的任务，不是简单通过

一门或多门课程可以改变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还受到其个性倾向性和个体

心理特征的影响。批判性思维是大学生的核心素养之一，在课程教学上通过改变

学生的学习行为，引入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培养有助于在高校为培养合格人才和创



新人才做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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