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思维型课堂教学即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学思结合，突出积极思维，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

创造力。我国古代教育家有许多关于思维型课堂教学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思维的重要性、知识与思维的关系、启发

诱导的教学原则、鼓励学生质疑、训练学生思维方法以及对于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激发等方面。这些思想对于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中提出的注重学思结合、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构建思维型

课堂教学、培养创造型人才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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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知识灌输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中指

出，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和

因材施教。其中，学思结合的本质是，在课堂教学中，注

重学生的积极思维，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我们将其称为思维型课堂教学〔1〕。构建思维型课堂教

学体系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我

国古代教育家有许多关于思维型课堂教学的思想，这

些思想对于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构建思维型课堂教学、

培养创造性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重视思维的作用，把握课堂教学

的核心

思维始终贯穿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从教学的目的、

过程到教学的总结、反思，其核心活动都是思维。教师

要明确，教学目的、进行课堂教学组织和教学反思等一

系列教学活动都需要思维的积极参与。学生的学习也

是和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生要明确学习目标，积

极参与课堂活动，对于知识的学习、迁移等都离不开思

维活动。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非常重视思考在教

学活动中的作用，他认为没有思考的学习会使人迷茫,

不是真正的学习，即“学而不思则罔”。孔子认为君子有

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凡事都要不断

地思考。荀子也认为真正的学习应做到“志安公，行安

修，知通统类”《荀子·儒效》，即学习了知识并且能够通

过思考把握知识的要领，从而能够灵活地运用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正如董仲舒所言“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

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春秋繁露·竹林》。

思维是智力和能力的核心〔2〕，课堂教学应促进学

生和教师积极主动地思维，我国古代教育家对于这一

点已经有了丰富的思想积淀，给我们当今课堂教学改

革以深刻的启示：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树立

发展学生思维的意识，从课堂目标的制定到课堂教学

过程，直到课堂教学的评价、反思，都应该始终坚持发

展学生思维的原则；另一方面，教师自身也应该具备思

考的能力，做一名会思考、能思考的思维型教师。

二、注重知识积累，奠定学生思维发展

的基础

思维是以知识经验为基础的对客观事物进行的

间接的反应〔3〕。知识经验是进行思维的基础，缺少知识



经验这一基础，思维就无法进行，课堂教学活动中要保

证学生知识的积累。孔子的名言“思而不学则殆”（论

语·为政）精辟地阐述了知识对于思考的奠基作用。如

果一个人只是凭空思考，而不学习实际的知识，那么就

会心生疑惑，神思疲怠〔4〕。他认为知识的学习不仅仅是

间接知识的获得，实践得出的直接经验同样重要。他提

倡“博学于文”（《雍也》）、“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

而》）的间接知识的学习，也提倡“多闻择其善者而从

之，多见而识之”的直接经验的获得。汉朝思想家王充

生活的时代“ 纬神学”盛行，大家都认为“圣人”是“不

学自知，不问自晓”（《论衡·实知》）。王充强烈地批判这

种思想，他认为“圣人”之所以能够正确地预料事情，

“皆缘前因古，有所据状”，“有因缘以准的之”，他认为

“闻知”是圣人积累经验的一个基本手段，“如无闻见，

则无所状”（《论衡·实知》）。间接知识的获得和直接经

验的积累是个体思考的第一要义。唐朝柳宗元也认为

“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其书”〔5〕，君子要通过

学习提出自己的见解，必须先大量地阅读，进行知识的

积累。我国 17 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

“由博致精”的学习方法〔6〕。所谓“博”，就是要大量读

书，拥有渊博的知识，他认为这是提出独立见解的前提。

古代教育家的思想清楚地阐述了知识积累和思维

培养的关系，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时可以借鉴：一

方面，鼓励学生积极地学习文化知识，奠定扎实的知识

基础。知识的积累不仅仅是书本上间接知识的学习，教

师还应鼓励学生多参加实践活动，使学生获得直接经

验的积累；另一方面，在掌握了知识的基础上，教师还

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对所学知识，不仅要知其然，还

要知其所以然。

三、注重启发诱导，形成学生主动思维

的习惯

启发诱导是重要的教学原则，要发展学生的思维，

形成学生主动思维的习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注

重启发式教学，让学生形成遇到问题主动思考、独立解

决问题的习惯。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

教育家〔6〕。孔子认为，知识的学习要建立在学生需要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只有学生对

知识进行思考，领会其真谛，学习才是有效的。因此，他

主张要帮助学生形成主动思考的习惯，提倡启发式教

学。他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这句

话作注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

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为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

一可知其三，返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即教师

教导学生的时候，当学生心中渴望通达而自己不能实

现的时候就去开导他；当学生想表达却无法恰当地表

达的时候，就去启发他；告诉学生一个方面，他不能推

知其他三个方面的时候，就不再教导〔7〕。孟子也主张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启发思维培养学生自觉钻研的能

力。他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人人

从之。”（《孟子·尽心上》）教学要像射箭一样，做出跃跃

欲试的样子，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教学不能只是一味

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而不顾学生的兴趣、能力，应做到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教师引导学生但是

不能牵着学生的鼻子走，鼓励学生但不能强制、压迫学

生，开拓学生思路但不能直接提供现成的答案。

从上述古代教育家的思想中，我们可以从中借鉴

以下几点：第一，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这

就需要教师变革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去探索未知领域，

开拓学生思维。第二，教师的启发应以学生的主动思考

为前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自己主动思

考，而不是直接给学生提供现成答案。第三，教师的启

发不是盲目性、强制性的启发，而应与学生的兴趣、能

力相一致。只有在学生对问题产生兴趣时，教师对学生

的启发才会有效，而且教师提出的启发性问题也不能

超越学生的能力，否则，教师的启发只能是徒劳。

四、鼓励大胆质疑，发展学生的创新思

维能力

质疑是创新的前提，只有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挑战

权威，才会产生创新思维。所以，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

师必须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孟子有一句名言：“尽信书，

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学生在读前人著作的

时候，不能迷信，应该经过自己的思考，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敢于质疑权威，得出自己的见解，即“深造自得”。

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时，一定要经过思考，敢于质疑，

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是王充思想

的一个明显特征〔6〕。他倡导学习一定要有“问难”和“距

师”的精神，“学问之法，不唯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

义，证定是非也”（《论衡·问孔》）学习要打破崇拜古人、

崇拜权威的心理，即便是孔子、孟子这样的大圣人，如

果他们的言论与事实不符，也要敢于质疑，对于明显的

错误，要敢于否定〔6〕。“迢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

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学生要有所创新，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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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有质疑精神。韩愈也提出向古人学习要“师其意不师

其辞”（《答刘正夫书》）学习古文不是模仿文章的言辞，

而是要领会其中的思想和写作方法。他特别强调学习

和独创的结合。他要求学生“诵其文则思其意”，做到

“手披目视，口诵其言，心维其义”（《上襄阳于相公

书》），不仅能够“沉浸 郁，含英咀华”（《进学解》）更应

“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自树立”就是要标

新立异，自成一家，在思考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唐朝的

柳宗元秉承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思想，提

倡学生在读经书时应持怀疑态度，并写出了《非国语》、

《论语辨》、《辩文子》等文章，对诸子百家之言进行驳

难〔6〕。柳宗元认为只有持有怀疑的态度，才能更好地

去探索、理解知识，才能有所创新。朱熹的“朱子读书六

法”中有一条是“熟读精思”，对于如何“精思”，朱熹提

出了“无疑—有疑—解疑”的过程〔6〕。他说：“读书始读，

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悬疑。过了一番

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宋元学案·晦翁学宗》）这个过程就是经过不断思考、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所创新的过程。我国 17 世纪的

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提出了“学贵独创”的教学思想，

他把怀疑视为是“觉悟之机”，认为“小疑则小悟，大疑

则大悟，不疑则不悟”〔6〕。

我国古代教育家认识到了质疑精神的重要性，这

些宝贵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做

到以下几点：第一，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学生在接受

书本知识时，教师应创设问题情境，引起学生的认知

冲突，使学生能够大胆地质疑课本。第二，学生对问题

产生怀疑后，教师要鼓励学生主动探索，从而解决问

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所创新。第三，质疑不是毫无

根据的“乱疑”，思维型课堂中要注重学生思维深刻性

的培养。质疑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通

过对知识的深入学习、思考，才可能对问题提出质疑，

由思而疑，由疑而创，学习中才能不断显现创造思维的

火花。

五、加强思维方法的训练，确保学生

思维的有效性

正确的思维方法是实现思维目的、保证思维有效

性的前提条件。古代教育家提出了多种思维方法。孔子

提出“由博返约”的学习方法。他认为学习首先要广泛

地获取知识，然后对这些知识进行分析、综合，形成概

括性的原则、观点。也就是说，学生应该学会分析、综合

的思维方法，能够把知识系统化。同时，孔子还提出了

“扣其两端”的思维方法，就是要全面地看问题，辨明是

非，从而解决问题。孔子常用这种方法训练学生的思维能

力，他说：“有鄙夫问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

《论语·子罕》，引导学生从事物正反两面进行分析、解

决问题。墨子在我国古代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类”、

“故”的概念，提出了“察类明故”的命题〔6〕。“察类”即运

用推理进行归类，“明故”即探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荀子所言：“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学习要

善于运用逻辑推理能力，找出事物之间的相关，能够对

事物进行分类，这样才是真正有效的学习。董仲舒的

“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春秋繁露·精

华》）也体现了这一思维方法。同时，荀子提出了“解蔽”

和“虚壹而静”的思维方法。“解蔽”就是学习时要防止

认识和理解上的片面性，“虚壹而静”就是指思维既能

兼知众物，又能潜心一物，能静能动，强调思维的灵活

性。孟子也强调要注重思维的灵活性，提出了“时”与

“权”的思维方法。他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

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而废百

也。”（《孟子·尽心上》）告诫人们不可固执偏见，应全面

思考问题，偏见无知更偏离真理，有百害而无一利〔8〕。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的“讨论辩

难”的思维方法〔6〕。他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个人自己的

思考固然重要，师生群体互动对于思维的发展也具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倡导教师在课堂上应为学生提供

一种较为自由的气氛，引导学生切磋讨论，互相质疑问

难，让学生学会从了解别人的思维方式出发来发展自

己的思维。

我国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思维方法的运用，给我

们以深刻的启示：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注重学生

思维方法的训练，使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能够学会

主动地应用分析、综合、全面、分类、推理等正确的方

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才能保证

思维的有效性，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六、激发非智力因素，实现学生思维

的最优化

思维中的非智力因素是指与智力、能力活动有关

的一切非认知的心理因素，包括情感因素、个性倾向

性、意志因素、气质、性格等〔1〕。思维是智力因素与非智

力因素的统一，非智力因素对于思维的发展起着激发、

监控作用，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对于学生思维能

力的培养必须注重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激发，实现其思

维能力的最优化。兴趣是激发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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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nking-type classroom teaching emphasizes the combination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highligh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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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inking, crea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modes, construction of thinking-typ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talents.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educators; thinking-type classroom teaching; students’thinking

如“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雍也》）。

另外，意志对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学习

不能半途而废，即便是有好的想法，如果不能坚持到

底，遇到一点困难就放弃，那也是做不成事情的，正如

孟子所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就是要求学

生要在困难中不断思考，完善自己的想法。同时，在思

考的时候还必须专心致志，“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

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春秋繁

露·天道无二》）。此外，课堂教学活动是学生的学和教

师的教的统一体，师生情感类型也将影响学生的思维，

平等的师生关系将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韩愈在《师

说》中所描述的师生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

有专攻，如是而已。”在课堂教学中，有的教师过多地从

智力因素去分析学生的学习困难，忽视了对学生非智

力因素的激发和培养。

我国古代教育家已经认识到了非智力因素在学习

中的重要作用，给我们以启示：第一，在课堂教学中，教

师应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锻炼学生的意志，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促进学生思维的最优化。第二，在课堂教学

中，应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为学生创设一个安

全的心理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思维的

发展。

总之，我国古代关于思维培养的思想，不仅丰富了

古代教育的内容，而且对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课堂

教学改革，构建思维型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启

发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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