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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一些研究生尤其是两年制的硕士研究生,相对缺乏怀疑精神。互动式教学有

助于培养研究生的怀疑精神,因为这种教学方式具有学生本位、开放平等、面临挑战、学习关怀、疑问显化等

特点。传授非编码知识是互动式教学的灵魂,以非编码知识作为互动基础的课堂往往是“干货满满”的课堂,

更能促进创新思维的培养,而且这样的教师往往是达到了一定境界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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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5月19日,在吉林大学访问的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麦克德尔米德(A.G.Macdiarmid)对中

国学生作了一个评价:“中国学生勤奋,但缺乏怀疑

精神。”他还提出了一个建议:“教师与学生要‘互教

互交’,学生要‘向一切发问’,老师一定要给学生这

样的机会。”[1]无独有偶,俄罗斯喀山国立师范大学

的系主任说,他教了几十年中国留学生,发现中国学

生什么都好,就是最缺质疑精神。[2]研究生教育是培

养高级人才的阶段,可是最近几年,随着研究生招生

规模的扩大,一些硕士研究生尤其是两年制的硕士

研究生,较缺乏怀疑精神。当研究生离怀疑精神渐

行渐远的时候,教育工作者就要反思。本文试图从

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角度,就增进研究生的怀疑

精神进行探讨。

一、研究生缺乏怀疑精神的表征及原因

(一)怀疑精神的概念

所谓怀疑精神(SkepticalSpirit)是指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对理论观点、实际现象产生困惑并有意探

究的心理状态。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反对既定的结

论和立场。当然,怀疑不是无端的猜测,而是以科学

的推理论证为基础的认识。因此,确切地说,学生所

应该具备的是怀疑精神。[3]

怀疑精神是培育创新人才所必备的素质之一。
通过怀疑,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不被纷繁复杂的表象

所迷惑;通过怀疑,弄清研究对象的特性,找到其背

后的逻辑,避免落入陷阱;通过怀疑,让思考分析保

持客观,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量,审视认知

的缺陷,颠覆传统的观念。怀疑是创新的开端,正是

对偏执的宗教派所持的“上帝造人”论的怀疑,才有

了达尔文“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正是对

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人“地心说”的怀疑,才会有

哥白尼的“日心说”。李四光说:“不怀疑不能见真

理”,理性的怀疑是获得真知的先导,是创造新知识

的钥匙。[4]

(二)研究生怀疑精神缺失的表现及成因

研究生怀疑精神缺失主要表现在课堂讨论和论

文(毕设)撰写两个环节。在课堂教学中,部分研究

生不愿意提问题,或者不会提问题。问其原因,有的



说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没有养成提问的习惯;有些

则抱着拿到学分和绩点就完事的心态,不愿意参与

课堂讨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问题的学生是

有问题的学生。在论文撰写环节,相当多的研究生

不知道怎样选题,经常去问导师:我应该写什么? 导

师让他草拟几个备选的题,以便一起比较、甄别和选

择,隔了十天半个月,学生说罗列不出,因为脑袋里

一片空白,茫然不知所措。[5]

研究生怀疑精神的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

个人主体意识受压抑的文化传统、“师道尊严”不容

质疑的思想根基、以分数高低论学业好坏的考试制

度,等等。但是,重“教”轻“学”的课堂教学方式肯定

是其中的原因之一。[6]

重“教”轻“学”的传统教学方式,大多是教师从

“教”的角度去设计,而不是从学生“学”的角度去思

考,教学过程总是要求学生适应教师的“教”,而不是

要求教师去适应学生的“学”。一方面,课程体系以

知识的传授为本位,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正
确性,由于知识点纷繁复杂,教师忙于完成任务,不
给学生反思的机会和时间;另一方面,这种课程体系

下的知识是比较成熟的,客观上学生无须去怀疑,问
题意识和标新立异的想法在课堂上几乎是多余的。

教师的教学任务不是求“异”,即发展学生个性,
而是求“同”,就是认同教师,而且在考试环节,命题

基本上都是比较公认的基础知识,即便涉及到争议

的内容,学生也会自觉地认可教师所持的观点。在

一些课堂上,教师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想法,遗憾的

是这些思想“火花”很快就被熄灭了,并没有成为创

新亮点而被鼓励,学生也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究甚至

尝试写成小论文。

二、互动式教学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的怀疑精神

(一)互动式教学的基本架构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和家长任何时候都要记

住,不要强迫孩子不停的读书,而是要培养孩子的智

慧,发展他的智力和能力,教他学会思维。”在哈佛大

学师生中,流传着一句名言:“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

让人不断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美国教育家肯尼思

·H·胡佛(K.H.Hoover)说,“整个教学的最终目

标是培养学生正确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能力,任
何时候都应鼓励学生提问。”这就意味着,问题意识

是人才培养的关键。

然而,问题意识从何而来? 来源于怀疑。明代

学者陈献章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亚里士多德

也说:“思维从疑问开始。”在希腊文里,“怀疑”的意

思是“探究者”,对各种说教首先持怀疑态度,然后探

究其依据何在,能否实证。
研究生,顾名思义,要以研究为己任,具有理性

的怀疑精神是一名研究生必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为将来在工作岗位上或者

在博士研究生阶段进行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奠定坚

实的基础。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教师不仅要给研究

生传授较为高深的知识,更要培养他们的好奇心,而
且要使他们自觉地内化为一种素质和能力。因此,
硕士研究生教学所面临的问题是:研究生的怀疑意

识和习惯从何而来? 怎样才能形成理性的怀疑? 教

师在怀疑精神的培养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事? 开展互

动式教学是一个出路。
以“师讲生听”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教学方法,对

于硕士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是不利的。讲听式教

学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上,虽说

这种知识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本科阶段的知识

点,但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往往很不够。以社科

类研究生为例,在讲听式教学中,“动”的是教师,脑
动、嘴动、手动;“静”的是研究生,神静、嘴静、行静。
教师看不出研究生是否已经领会了讲解的内容,看
不出研究生在课后是否延伸阅读文献并思考问题,
看不出研究生有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因此,教学不能停留于教师对专业知识的讲解,
一定要开展充分的讨论,引导研究生发现学术问题,
并且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样才能培养怀疑精神。当

然,终极的目标是研究学术问题,提高创新能力。如

图1所示。

图1 互动式教学的架构

自2012年起,浙江大学开始招收两年制的“税
务硕士专业学位”(MT)研究生。笔者之一朱柏铭

老师开设了一门“税收案例分析”课程。该课程就采

取完全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即教学双方在彼此倾听、
接纳的基础上,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说服甚至辩

论,激发研究生参与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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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完全”,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整个学期都在

互动,而不是每节课留出一点时间进行互动;二是这

种互动不仅局限于师与生之间,生与生之间也有互

动,甚至更为激烈。无论研究生还是教师,都是有意

识的、能动的交换者或传递者,都以积极、主动的姿

态参与活动,因而互动不是单向反馈的过程,而是一

种双向或多向的对话和沟通。各方都介入、沉浸于

其中,从而使教学成为一个平等、开放、自由的过程,
而非僵死、沉闷、强制的过程。

(二)互动式教学的理论基础

互动式教学的理论基础,一是教学结构理论,二
是预设—生成理论。
1.奥苏贝尔“教—学”理论与建构主义“学—教”

理论的结合

美国 认 知 教 育 心 理 学 家 奥 苏 贝 尔 (D.P.
Ausubel)认为,课堂讲授是最经济、最便捷、最有效

的教学方式,强调学生在课堂接受学习,强调教师在

课堂讲授知识。当然,讲授教学不等同于灌输式教

学,任何一种形式的讲授教学,只要它能满足学生有

意义学习的三个条件(有意义的知识内容、已有的知

识经验、有意义学习的心向),那就不是灌输式教学。
奥苏贝尔的教学结构理论注重教师的讲授,却相对

忽视学生的自主性学习。[7]

建构主义的“学—教”理论强调学生是信息加工

的主体,主要通过自主发现的方式进行学习。知识

不是由教师灌输的,而是由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通

过讨论、交流、互相帮助,并借助必要的信息资源主

动建构的。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建构的帮助者、促
进者,而不是课堂的“主宰”和知识灌输者。这种教

学结构注重学生的“学”,相对忽视教师主导作用的

发挥。[8]

显然,这两种教学结构都有其优点与不足。互

动式教学,通过营造多边互动的教学环境,在教学双

方平等、开放、自由的交流探讨过程中,达到不同观

点的碰撞交融,进而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探索性。

2.预设—生成相结合的理论

预设(Presupposition)是指教学预测与设计,是
课前 进 行 有 目 的、有 计 划 的 设 想 与 安 排。生 成

(Generation)是指课堂教学的生长和建构,是指在

师生和生生之间交流、碰撞中,临场发挥的超出教师

预设方案的新情况。教学既要有预设又要有生成,
没有生成的教学是封闭僵死的;没有预设的教学是

盲动无序的。[9-10]

讲听式教学注重教学的预设,教师把预定的教

学设计方案单向传递给学生,相对排斥非预期的因

素。互动式教学承认教学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比较

注重灵活性,使教学成为师生、生生之间互相探讨的

过程。互动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载体,利
用学生强烈的好奇心,结合互助合作的方式,通过发

现与提出问题,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是一个预

设与生成相结合的过程。
案例讨论的过程,既有教师的预设,又有研究生

的生成。师生就共同关注的案例及论题进行探讨,
这些案例与论题往往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精心安排

的“预设”;但是,研究生经常会离开教师预设的路

径,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这又成为临场发挥中的

“生成”。
(三)互动式教学能催化怀疑精神

互动式教学方式对于研究生的理性怀疑起着催

化剂的作用。这是因为互动式教学具有以下几个

特点:
第一,学生本位。讲听式教学“以教为主”,互动

式教学则是“以学为主”,把一个个“应试机器”还原

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充分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让研究生对既有的理论和观点产生

“不满意”“有疑问”“想质疑”。
第二,开放平等。无论是案例课,还是讨论课,

都是一个开放的教学空间,师生关系是平等的。研

究生提出疑问时的心态是自由的、不受压抑的;教学

内容不是单一和封闭的,既不拘泥于教材,也不局限

于教师的认知,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第三,面临挑战。在互动式教学中,教师鼓励研

究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方法,以自己的眼光,对
理论、制度、政策和实践去挑刺。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教材、理论权威都面临研究生的挑战;反过来,挑
战的研究生也面临被挑战者的反驳和辩解。

第四,学习关怀。开展互动是教师对学生进行

学习关怀的良好手段,很容易拉近师生之间的心理

距离,形成心灵与心灵的撞击。在讲听式教学中,教
师讲完课就了事,全然不顾学生的反应,成为“甩手

掌柜”;在互动式教学中,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思维,
发现他们的潜质,因势利导,或鼓励、或肯定、或纠

正,只要是有理有据的意见,教师也得接受。
第五,疑问显化。在互动式教学中,研究生最终

的课程成绩来自于平时课堂的提问和质疑,也来自

于对别人的释疑和答疑。“税收案例分析”课程就是

这样,没有安排期末考试,根据平时每次讨论时教师

给的小分,汇聚成总分,由此确定每位研究生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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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这就是说,在传统的考核机制中,“怀疑”只是

一个“外生变量”,而在互动式教学的考核机制中,
“怀疑”成了“内生变量”。这种机制诱导学生注重探

究和交流。

三、非编码知识是研究生

互动式教学的核心内容

(一)编码知识与非编码知识

如今的时代是现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
为什么人们仍要沿袭几千年的传统,让学生端坐在

教室里聆听教师的讲解? 学生在寝室里甚至在家里

上网查查资料、阅读文献,不是也可以学习吗? 尤其

对于硕士研究生而言,其自学能力和自律能力比较

强,难道就离不开老师的讲解? 问题的答案应当是,
教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不仅是编码的知识,更是非

编码的知识。硕士研究生的课堂,教师更应当传授、
生成非编码的知识。

编码知识是指人类对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探

索的结果,那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传承,不断地积

淀和筛选,相对成熟而且已经得到公认的东西,如名

词、概念、术语、定理、定律等,它们都进入了字典或

词典,或者在“百度”“知乎”等平台上都能查阅得到;
非编码知识则是在实践中或者研究中刚形成的新知

识,往往还没有被编入工具书或归集到搜索系统,如
心得、感悟、体会、见解、经验等。[11-12]

正因为编码知识的相对成熟和非编码知识的相

对不成熟,才会有讲听式教学与互动式教学的区别。
在讲听式教学中,教师比学生更早、更多地掌握了编

码知识,所以才有资格“以师自居”,讲者是师,听着

是生,无论是师还是生都没有必要去质疑、去辩论。
而在互动式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面对的都是不太成

熟的非编码知识,无论是师还是生,都有权利去质疑

和辩论,教师未必是权威,学生也未必就是新手。可

是,互动式教学又不能没有教师,尽管教师不一定比

学生更高明,但他毕竟是一个引导者和点评者,毕竟

有宽阔的视野、犀利的眼光、丰富的阅历等,许多非

编码知识往往也是教师通过科研活动生成并在课堂

中最先抛出来的,有了教师这样一个角色,学生可以

节省很多的学习成本。
在大数据背景下,许多岗位已经消失,不少职业

正在被淘汰。英国广播公司(BBC)基于剑桥大学研

究者的数据体系,分析了365种职业未来的“被淘汰

概率”。其中,电话推销员、打字员、银行职员等职

业,分别以99.0%、98.5%和96.8%的概率,被列为

可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而艺术家、心理医生、教
师等职业,分别以3.8%、0.7%和0.4%的概率,被
列为最不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作为一个职

业,教师不会被机器人取代,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

教师都不会被淘汰。可以断定,更多地传授非编码

知识的教师不太可能被机器人所替代,只要教师积

累的非编码知识足够多,或者产生非编码知识的速

度足够快。如果一个教师,只积累一些编码知识,也
只会传授编码知识,那么,被淘汰是迟早的事。

碰巧的情形是,因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
2019—2020学年春夏学期的开学时间被推迟了,与
其他学校一样,浙江大学无论是本科生教学还是研

究生教学,都在开展以直播为主、录播为辅的线上教

学。笔者之一朱柏铭老师恰好又承担了税务硕士专

业学位的“税收案例分析”课程。已经直播了几次,
虽说图像、声音都清晰,也通过钉钉群、视频会议等

方式与研究生之间进行互动交流,但是,与以往同课

程的线下教学相比较,在编码知识的传授上差异不

大,而在非编码知识方面,效果打了一定的折扣。除

了互动时容易卡顿、掉线、有杂音等之外,师生们都

有一定的“戒备心”,因为系统会自动生成直播回放

或视频回放,所有的言论都是留痕的。所以,教师在

直播过程中,不敢发表那些虽有启发性但是可能不

太成熟的观点;学生在提问和质疑时同样谨小慎微、
顾虑重重。这是近期线上教学中师生们共同的

感受。
(二)传授非编码知识更能培养怀疑精神

1.以非编码知识作为互动基础的课堂往往是

“干货满满”的课堂

在研究生课堂上,如果教师只传授编码的知识,
人云亦云,不去揭示问题、解剖问题,也不去探究事

实的真相,研究生就会觉得坐在教室里听课没有“获
得感”,接触不到新思想、新见解,于是容易走神,容
易“刷”手机。这样的课堂,可能是凄惨的、灰色的。
这样的课,就是所谓的“水”课。

教师怀着满腔的热情、运用专业的理论去解剖

现象、分析问题,充分表达自己的新观点、新见解,展
示自己的个性和激情,不断地迸发思想火花,研究生

才会感到受益匪浅。久而久之,研究生也学会去想

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语,思辨

力和洞察力的提高就成为必然,甚至不排除研究生

对教师传授的非编码知识表示不认同、不赞成,为了

反驳教师,课外再去查阅相关的编码知识,生成自己

·05· 朱柏铭,等:以互动式教学培养研究生的怀疑精神



的非编码知识。
强调传授非编码知识,并非否定编码知识的重

要。笔者只不过认为,二者的组合点发生了变化。
在信息技术落后的年代,学生无法上网查询、连工具

书都买不起,教师传授编码知识的份量必须重一些,
因为不这样做,学生基础不扎实;如今不同了,许多

名词、概念、术语,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定理和定律都

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教师只需点到为止。如果说,现
在研究生对教师有依赖,更多地体现在对非编码知

识的依赖上,希望教师提供更多的非编码知识。说

白了,编码知识的获得可以靠自己,非编码知识的获

得主要靠教师的讲解及师生的互动。要是教师讲解

的课程属于技能课、方法课,是否也应该传授非编码

知识? 答案是肯定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让研究

生很快掌握要领,这就是一种非编码知识。
2.以非编码知识作为互动基础的课堂更能促进

创新思维的培养

本专科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编码知识,而且

是传授非常基础的编码知识,因为学生的层次不高,
接受成熟的知识是学习的目的。研究生教学当然离

不开传授编码知识,因为每一个专业都有一些基础

的概念、术语等,这些知识的掌握是他们后续学习和

深造的铺垫。但是,研究生的课堂教学更应当传授

非编码知识。这是与研究生教育的使命和功能定位

分不开的。
培养创新思维是研究生教育的历史使命。创新

思维的培养离不开一个提倡独立思考、敢于挑战别

人的氛围。什么是大学? 某种角度上,大学这个名

词可以这样来解释:一群优秀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研讨,需要有那么几个人来

引导和点评,但是,引导者、点评者未必比其他人更

高明。所以,大学是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场所,大学

教师的角色应当是学者,即运用专业知识和方法,引
导学生对传统的观点和习以为常的做法进行重新审

视,动摇人们的习惯看法,并确立全新的认识。这

样,课堂教学就必须注重传授非编码知识,非编码知

识才会对学生的创新思维产生催化作用。编码知识

只是教师手中的工具,如同医生手中的柳叶刀,利用

这种工具剖析现实社会,使学生对各种现象和问题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过程就是传授非编码知识

的过程,或许这种知识不够严谨、或者不够成熟,但
是,它们能真真切切地引发学生的思考,激发学生的

兴趣,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启迪心智的过程,这样的教

学才真正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之上。

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大

学课堂教学就是教师举着一个火把,去点燃学生头

脑中众多的尚未被点燃的可燃点。学生每听一堂

课,不仅是基本概念的熟识和基本原理的理解,更有

出自教师之口的具有引发深入思考、可以举一反三

的光辉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是从书上、网上难以找到

的。为什么还要保留课堂教学这种方式? 原因之一

就是在课堂上可以直接接触到教师的思想火花。
传统研究生教学模式的一个不足在于太注重编

码知识。教师讲解编码知识,期末考试的考点也是

编码知识,就连一些选拔性考试,主要考核编码知识

的掌握程度。何以如此? 因为考编码知识容易有标

准答案。如果去考核非编码知识,就难以有评判标

准。但是,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因为这不是真正的能力。编码知识无法带来真正的

竞争力、创新力。你能学会,别人也能学会,所有人

都能学会的编码知识,不可能形成竞争力、创新力。
非编码知识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力、创新力。

据说,有的修车师傅,一听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就能判

断出车有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如果问他是怎

么听出来的,他很难解释得清楚,反正就是凭感觉,
这就是能力。所以说,任何事情做到了极致就成了

艺术。这里所谓的艺术,就是一种能力的展现。

3.以非编码知识作为互动基础的教师是达到了

一定境界的教师

非编码知识从哪里来?
一是通过观察与思考而产生。教师在平时要养

成勤于思考的习惯,看到A,马上想到B,善于透过

现象去探究事物的本质。例如,如果一个地区对年

轻的技术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么,这个地区的产

业档次就比较高。再如,一个社会如果纠纷很多,人
们总是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用于搜集证据、出
庭辩护,而不是用于生产产品、创造财富,那么,这个

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就较低。观察与思考非常重

要,一流的理论总是来源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举

例来说,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蒂格勒

通过对出租车市场的观察,提出了政府规制的俘虏

理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通过对

企业组织的观察,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2001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克劳夫通过对旧车市场的

观察,提出了柠檬市场理论。在今天看来,俘虏理

论、交易费用理论、柠檬市场理论都成了经济学中的

编码知识,但是在当年,都是属于非编码知识。
二是通过讨论而产生。教学是一个互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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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促进的过程。研究生课堂中师与生的讨论、生
与生的互动,都能在不经意间产生非编码知识,互动

的过程是一个“脑洞大开”的过程,灵感产生之时就

是非编码知识生成之日。
三是通过科研活动而产生。在科研活动中,教

师和研究生高度关注某一个现象,通过揭示问题、提
出假说、建立模型、分析论证、经验检验等过程,发现

新思想,提出新观点。虽说有科研活动未必有科研

成果,但是,没有科研活动,非编码知识就少了一个

重要的来源。
非编码知识的传授绝不能信口开河、随心所欲。

教师只有达到一种境界,才能真正有资格传授非编

码知识。
非编码知识的传授必须是始终围绕论题的。有

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也算是抛出自己的见解,但是,
这种见解以脱离论题为特征。为什么必须围绕论

题? 因为大学教师往往是专家型的,然而,俗话说

“隔行如隔山”,专家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学有专长,一
旦离开自己熟悉的专业,提出的观点和见解可能显

得很肤浅,甚至违背基本的常识。因此,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如果触及到非本学科的问题,发表见解就须

慎之又慎,一不小心就会贻笑大方。
非编码知识的传授必须是有章法的。无可否

认,互联网上有很多非编码知识,甚至有非常好的非

编码知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网络上的非编码知

识良莠不齐,有些非编码知识等同于泼妇骂大街。
大学教师肩负培养人才的历史使命,价值引领比知

识传授和技能培养更重要,提倡在课堂上传授非编

码知识,只是强调还事物的真面目,揭示问题的真

相,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能误导学生。教师面对

的是学生,尤其是面对低年级的本科生时,传授给学

生的非编码知识应该过滤一下,必须有利于学生的

健康成长,而不能口无遮拦。[13]

总之,硕士研究生的课堂教学,虽然离不开编码

知识的传授,但是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应该

更多地传授和生成非编码知识,这样的教学才称得

上是研究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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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uthorsfindthatsomepostgraduates,especiallythoseintwo-yearprogramslackofskepticalspiritpartiallydue
tothescaleexpansionoftheenrollment.Tosolvethisproblem,interactiveteachingisrecommendedtoraisethecritical-
thinkingabilityofthepostgraduates,forthisteachingmethodischaracterizedbyastudent-firstconcept,openand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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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edarelativelyhigherteaching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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