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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欢迎您阅读本指导手册！您有兴趣成为问题解决者，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这本指导手册的目的是为您提供关于解决问题的新角度与过程。

我们的目标对象是关心社区与世界里的问题、想产生有意义及有效的变化的人们。

如果您：

• 对当地和世界性的问题有所关心

• 在乎人类、动物和环境

• 想为每个人创造出一个更公正、健康、以及仁爱的世界

那么，这本手册是为您而创作的！

您执行了问题解决者流程过后，我们想听取您的经验。我们正在策划一个Youtube频道，

将会分享最具有问题解决性的解决方案。在问题解决者流程的第11步中，您会读到关于视

频提交以及学生能如何申请资金而落实方案的更多详情。

谢谢您的关心。我们期待着关于问题解决者在他们的社区与世界中带来积极变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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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什么？是什么？

问题解决者（Solutionary）是什么？

问题解决者会：

• 做出慈悲的、负责任的选择

• 识别不可持续的、不人道的、不公正的系统

• 带着批判性、系统性、战略性、创造性思维去解决问题

• 基于造成问题的系统原因，开发出给人类、动物和环境带来“最大受益、最小伤害”

的解决方案

这本手册所提供的问题解决者流程基于一个信念：连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会有解决方案

，而我们全部都能够并应该着力于找出这些方案。

问题解决者流程的核心是一个简单框架，通过以下步骤可以将其应

用到生活之中：

• 识别要解决的问题

• 以小组或者个人为单位去探讨问题的起因和表现

• 运用批判性、系统性、战略性以及创造性思维，尽可能提出“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

• 设计解决方案的行动计划

• 执行解决方案

• 在公众论坛上分享解决方案

• 在评估解决方案的成果和挑战中进行学习，提高解决问题的技巧和行动

* “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具有的很多特点，我们将会在这本手册中对此进行加以讨论。简言之，它解决了造成问

题的根本原因，并且为人类、动物和环境带来最大受益、最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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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成为问题解决者很重要？

世界上很多事情正在变好，一个健康、公正、仁爱的世界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儿童、青少

年与成年人对未来感到有些（或极其）绝望，还算是普遍。

尽管“希望”并不是问题解决者思考和行动的前提条件，但是如果没有希望，很难推动指向

问题解决的实践。毕竟，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能解决问题，认为不管我们做什么未来

都一片黯淡，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呢？

因此，一些好消息：许多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人类寿命预期几乎处处都增加了。全球的赤贫

已大幅下降。儿童的教育 – 包括女童教育 – 已经普及。偏见虽然还是司空见惯，但始终没

有制止了社会公正的强化，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遵守的法律现在都纳入了人权。保护动

物与环境的政策和立法正不断地被制定并通过。暴力与战争有所减少。

媒体中充满着坏消息（的确有很多），可能令我们难以看到这些积极的趋势。此外，大流行

病与经济衰退对最弱势的群体有显著更高的影响，并暴露出产期存在的不公正与不人道的

体系，在这时代中注意着积极状态可能是特别困难的。

上诉得成功并不表示我们应该误以为一切通常都会进步、我们的问题都会自动地被解决。

问题有所进展，是因为与您类似的人们决定发挥作用，试图消除暴力、不公正、偏见、环境

破坏、不平等、以及对待他人与动物中的残酷。多去研究过去的积极变化以及促使这些变化

的方案，让自己更有能力在未来中解决问题。

尽管我们所取得的成就 – 以及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在采掘资源和使用化石燃料上的成就 –

我们正面对着潜在的灾难。

气候变化正为世间万物带来威胁，而一切证据表明我们正在第六大灭绝之中。各种估计出

入很大，但地球上一半的物种可能会在本世纪末前灭绝。冰川在退缩,珊瑚礁死亡较普遍,

而热带雨林也遭到速度惊人的破坏。我们目前还未成功地遏止气候变化。

暴力的确有所缓解，战争的确有所减少，但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还是造成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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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在泰国披披群岛所造成的珊瑚褪色的严重破坏。 海洋温度上升导致内共生藻类的散失，最终造成这些珊瑚的死
亡。从前，这是个健康的珊瑚园。现在，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已被摧毁了，只留下一片废墟。

总的来说，人们现在有更长寿也更健康的生活，但人口增长以及贫困、污染、资源枯竭和粮

食与水供应的减少可能会导致冲突增加、偏见扩大、和对他人基于恐惧的报复。我们现在也

可以看得出，人口增长与人口密度的增加，加上全世界更多的流动，可能会导致类似新冠病

毒病的具有破坏性的大流行病。

记住，状况可以同时有好有坏有好有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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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设计出给人类、动物和环境带来“最大受益、最小伤害”的解
决方案很重要？

我们偶尔被问到：与其他关注现实世界问题的创新相比，我们的问题解决者

框架有何不同？

两个主要的不同点在于我们的方法确保人们：

1. 理解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具有溯源性和系统性的解决方

案。

2. 学习成为真正的问题解决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必须避免在帮助一个群体时，对另

一个群体造成无意的负面伤害。

（在本章后面部分，我们将更加详细地探讨 “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及其组成）

IHE的指导理念中包括“MOGO”原则，MOGO是“最大受益”（most good）的简写。
“MOGO”是一个行动原则，倡导我们在生活和教育中尽力做到给人类、动物和环境带
来最大受益和最小伤害。如果您想进一步学习如何将该原则付诸实践，您可以在IHE的主
席佐伊·维尔写的这本书中得到启发：《最大受益，最小伤害：让世界更美好、让生活更

有意义的简单原则》（Most Good, Least Harm: A Simple Principle for a Better World and
Meaningful Life）。

您可能注意到了我们MOGO原则中提及了非人类的动物。在很多试图解决全球性问题的

项目中并没有包括动物 – 除非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和大型动物（如鲸鱼、大象）和我们心爱

的宠物（如狗、猫）。

但是，对于一名问题解决者来说，仅仅保护我们喜爱的动物是不够的，提出不会对任何有

感知力的生物造成伤害的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保护动物免受虐待,然而，即便所有人都公开谴责动物虐待，在我们

看不见的地方，这种现象依然盛行。因此，接下来的一页将会分享一些信息。在我们创造

一个更加公正和慈悲的世界时，这些信息常常被忽略。

在我们的食物、服装、产品测试、野生动植物管理、娱乐以及其他系统中，通常会伤害一

些动物，如果这些伤害发生在狗、猫和宠物鸟的身上是违法的。

比如，以下做法通常是合法和常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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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使用止痛药或麻醉药直接阉割养殖动物。

• 不使用止痛药或麻醉药在牛身上烙印和割角。

• 不使用止痛药或麻醉药切掉鸡和火鸡一半的、敏感的喙。

• 限制猪的活动范围，使其无法活动。

• 将鸡和火鸡装进一个很小的空间，它们无法伸展翅膀。

• 小牛一出生就与母牛隔离，以获取母牛的奶供人类食用。

• 将小牛犊关在很小的棚子里，一生都无法活动。

• 在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将刺激性的物质注入兔子的眼睛，以测试家用产品和化

妆品。

• 在没有止痛药的实验室中，将腐蚀性物质涂在动物裸露的皮肤上。

• 将致死剂量的化学物质强行喂给实验室中的动物们。

• 在娱乐产业中，鞭打动物让它们听从指令。

• 钩住鱼敏感的嘴并拖拽数千米，然后通过长线捕鱼方法使其窒息而死。

• 商业渔船经常“误捕”非目标海洋动物，包括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龟，这些动物通常会

因为被网缠住或不当处理而死亡。

• 用毒素毒害野生生物，从而导致它们长时间并且痛苦的死去。

• 将带有皮毛的野生动物牢牢地关在笼子里，然后对它们进行肛门电击，将它们电

晕，以方便获得它们的皮毛。

• 用捕兽夹夹住动物的腿，在杀死它们之前使其忍受痛苦、受冻，以便获得它们的皮

毛。

上述的一些做法甚至可能都没有引起您的关心。但是，这本手册接下来的几个部分将会

让您准备好能够帮助每个人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问题解决者的解决方案必须尽量有最

好的效果并对动物、人类与维持一切生命的环境带来最少的伤害。

大多数的问题似乎都是相互独立的，因而无必要考虑人类、动物与环境。有时候的确为此。

比如说，要是您想要解决学校中纪律或政策存在偏见的问题（这本手册稍后将会讨论这个课

题），您的方案可能就不会涉及到生态系统或其他物种。

但是更多时候，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问题的背后存在着很多利益相关者，然而这些联

系在解决问题之初都没有被察觉到。以下是两个相关的例子：

1.关于濒危物种的问题

在解决一些物种由于其栖息地遭到破坏而濒临灭绝的问题时，很多法律被援引以保护动物

居住的栖息地。比如为了保护美国西北太平洋的北斑猫头鹰的栖息地，1973年美国颁布了

《濒危物种法》，明令禁止砍伐猫头鹰赖以生存的老生长林。然而动物和环境保护者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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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通常没有考虑到是，当一个可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行业突然变成非法行业时，将会

造成多么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样的解决方案既忽略了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联系，又没有

考虑到所有相关者的利益。真正的问题解决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就需要考虑到社区的失业

情况和经济不稳定等后果。

北斑猫头鹰

2.关于饥饿的问题

在解决饥饿问题时，一些个人和团队提议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提供家畜。这个解决方案背后

的逻辑是家畜可以产出食物（蛋，奶，肉），同时家畜还可以繁殖，这样就能持续地提供营养

物质。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接受者是否有办法为这些家畜提供合适的照料、住处以

及食物；这些家畜是否会遭受痛苦和死亡；当地环境是否可以承载这些家畜；这些家畜是否

会在不利于畜牧业发展的地区造成环境破坏；家畜所需的饲料是否会抢夺当地民众的生存

资料，反而影响了民众的生活质量，等等。如果不考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个体动

物、环境以及社会的长期生存能力——那么这个解决方案也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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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瘦弱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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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问题并不会孤立发生，学会将所有被问题或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影响到的人、动物、

环境囊括在考虑范围之内。经过这样的方法产生的解决方案或想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造

福于所有人、同时避免无意的负面结果。

但是肯定有一些负面影响无法避免。这就是为什么MOGO原则要求我们去尽力做到最大受

益、最小伤害，而不是只有受益、没有伤害。

为什么做出个人的MOGO选择很重要？

在本指导手册的开头，我们分享了问题解决者的特征，其中包含了承诺做出慈悲的、负责任

的选择，也就是对人类、动物和环境带来最大受益和最小伤害的选择。

为什么问题解决者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做出MOGO选择、培养诸如友善（kindness）和慈

悲（compassion）这样的美德很重要呢？毕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在世界范围内开发和

实施问题解决方案的思考者，那为什么还要费劲去关注问题解决者的个人选择呢？

这里有很多理由！

• 仁爱（humane）——根据韦氏字典中的解释，仁爱是指：“拥有人之为人最美好的品

质”——本质上是积极的，而无论宗教或背景，大多数人对最好品质的意见通常都会

一致。比如说，在考虑人类最优良的品质时，没有人会提出贪婪或仇恨，但许多人会

提出仁慈和怜悯。培养与仁慈和怜悯类似的美德将会促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增强成功合作的可能性；建立相互理解的桥梁；促使我们了解与考虑他人的角度；并

创造快乐、健康、和有活力的群体。

• 培养像友善和慈悲这样的美德可以改善我们的关系；更有可能建立成功的合作；搭起

沟通的纽带；让我们能够看到他人的观点并且将其纳入考量范围之内；以及在教室、

学校、邻里、社区中创造快乐、健康、繁荣的文化氛围。大部分教师希望他们教室里

的所有人能互相尊重、能与他人共情，学生们都能对自己感受良好并且对他人充满

慈悲。

•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将友善付诸实践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全球化经济中，友善的

行为要求我们考虑到日常很多选择带来的影响，因为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以及买什

么会留下一系列潜在的伤害。虽然不能仅仅通过做出有意识和负责任的选择来解决

世界的问题，但是个人的选择依然很重要。即使个人的选择可能不会马上带来长期

的改变，但是所有个体的共同选择会带来革新，社会事业、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改

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取代之前具有破坏性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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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于作出有意识、出于良心、基于我们的价值观的决定，能促使我们确认其内在

的挑战。这又能促成更新、更好的体系的创造，而这些体系将会让每个人（包括那些

无法轻易做出各种选择的人）能够更容易以人道和可持续的方式生活。这也会让我

们更深入地学到同情心，使我们察觉到再小的个人改变有多么困难。

• 当我们尽力依从我们的价值观做出有意识的、负责任的选择时，会发现这样做充满挑

战。当我们这样做选择时，会促进建立新的、更完善的系统，让每个人（包括那些不能

轻易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不同选择的人）可以更容易以仁爱和可持续的方式生活。

• 当我们做出与自己的原则不一致的选择时，会给那些仍在努力做出可持续和仁爱选择的

人（以及潜在影响者）带来消极的暗示。如果我们不按照这样的原则行动，其他人为什

么还要这样做呢？

• 诚实面对生活、对生活负责任，同样也会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和自尊。当我们承担责

任，深入了解我们的选择与行为对他人、动物、和环境的影响，并根据我们的知识与

价值观行动，我们就能自在地照照镜子，对自己感到一种尊重。

什么构成了问题解决者的思维方式和实践？

问题解决者的思维方式有多种，但主要是由以下几种组成的：

• 批判性思维

• 系统性思维

• 战略性思维

• 创新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 是问题解决思维的核心。如果没有对事实的识别能力和调查能力、没有分辨虚

假新闻的能力、没有分析和评估自己思维过程的能力，我们就无法获得有效的、能够解决问

题的重要信息。

系统性思维依靠批判性思维，让我们学到并了解我们想解决的问题之间的联系以及其相互

关联的成因。如果我们要成功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各种体系（例，经济、政治能

源、媒体以及其他的系统）以及创建这些体系的心态如何将问题永久化。成为有效的系统

思考者，将会让我们身为问题解决者去解决问题，并减少意外不利后果。

战略性思维 指的是，产生能够实现目标或者解决问题的有效想法。以个人或者团队的形式

，均可以训练战略性思维。我们可能会想出很多办法去解决一个问题，这其中的一些想法

可能比另一些更有战略性。学会战略性思考会增加成功实施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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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指的是，用一种全新的、有创造力的和非传统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解决一个普

遍问题时，创造性思维可能意味着想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尝试过进行的组合，去发掘那些

已有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但由于根深蒂固的系统原因没有被采纳的方案，并

构想如何促使这些已有的方案扎根。

尽管这四种思维以非线性的方式发生，但他们可以并且确实是相继建立起来的，以帮助人们成

为更加专业的问题解决者。没有批判性思维作为基础，系统性思维就会面临挑战。没有批判性

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支持，战略性思维可能就不会带来最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没有上述三种思

维，创造性思维就会缺少基础，无法通过想象产生出具有创新性的最佳方案。

当面对待解决的问题时，问题解决者的思维方式会引导解决方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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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

前文中，我们描述了两个例子，均不属于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保护濒危物种和解决饥饿问

题）。所以，什么是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呢？

一个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

• 反映出对于问题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以及问题的起因和使其长期存在的根源系统；

• 尽力不要伤害人类、动物以及环境，并且避免造成无意的负面影响；

• 积极改变使得问题长期存在的根源系统。

设计一个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本来就具有挑战性。实施方案则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实际上

，现在有很多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方案：从气候变化，到贫穷，到健康问题，到动物虐待，再

到民主的失败。通常是那些不完美的内部互连系统、有时是腐败的互连系统，阻碍了许多

出色的解决方案顺利实施。在这些系统中，问题根深蒂固，同时强大利益集团也在不断地施

加压力。假如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实施，那么我们就能解决世界上我们面临的大部分

问题了。

我们都不指望自己能够轻松（或者经常）对于复杂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想出和实施最能够解

决问题的方案，但我们还是应该尽力。通常，从小处着手、获得经验、取得积极成果后才去

面对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个明智的选择。

举个例子:

您可能会要应付气候变化等类的巨大世界性问题。青少年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

）就是选择这样做，而她能够在高级别上应对全球暖化，是因为她有机会发表一场TEDx演

讲、在联合国与世界领导交谈、并在许多国际间的电视节目上接受访谈。

在当地一级，还有其他的方式成为全球暖化的问题解决者。在学校发起一项安装太阳能面

板的运动或着力于改变餐厅所停工的食物，都是强有力的举措。

选择一个全球性问题下的局部或地方层面的问题并在当地范围内实施一项能够解决问题的

方案，偶尔会更有效。即使这些解决方案不足以带来更广范的影响，但是在本地取得成功也

有如下一些重要的好处：

• 您可以亲自与利益相关者（受问题以及潜在解决方案影响的所有各方）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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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将会被自己的成就赋能，认识到到你确实可以做出积极的改变。

• 您可以将您的解决方案与他人共享，让有需要的人使用您的方案，帮助解决方案的

传播并获得关注度。

• 随着时间的推移，您可以对方案进行评估，解决由前期方案带来的无意影响，然后改

善您的解决方案。

• 您可以以地方的成就为基础，因为您会获得越来越高的技巧和信心。

识别出他人的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并且将其付诸实施也是十分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建立

起自己的问题解决方案，成功执行他人的方案同样能够培养重要的技能，建立信心、收获经

验，带来影响！

尚未实施的解决方案需要一个可实施的思路。例如，如果您找到了解决方案去解决种族主

义、无家可归、枪支暴力、动物虐待或者气候危机等问题，但是由于系统性结构妨碍其采

用和实施该方案，那么，您身为问题解决者所提出解决方案需要首先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

系统结构的问题，从而使得实施变得更加可行和可能。

这种问题解决者的思维方式是很重要的，可以将无数个体和团体提出的出色想法付诸实

践。

用问题解决者量表评估方案

下面这个量表会帮助您评估方案，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设计出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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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解决者量表中评估方案

初步方案 改进方案 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尽管这种方案，能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问题，但还不

能从根本和系统的层面上

解决问题。（并可能会给

人、动物、环境带来无意

的消极影响。）

这种方案能从根本和

系统的层面上解决问

题。但给人、动物、

环境带来了无意的消

极影响。

这种方案从根本和

系统的层面上解决

问题。同时努力地

不给人、动物、环

境带来无意的消极

影响。

这种方案显著地、具有战

略性地从根本和系统的层

面上解决问题。并且没有

对人、动物、环境造成伤

害。

使用这个量表能够帮助我们对方案进行评估，让我们更熟练地区分什么是真正能够解决问

题的方案。

把善行等同于有效的变革的做法并不少见，然而这两者并非完全相

同。能够缓解问题最严重部分的创新想法和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

题、使问题不再出现的想法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能够区分这

些行为和想法很重要。

下面将提供一些例子，帮助您评估您的方案处于哪一阶段：

1. 一群高中生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控诉美国政府对气候危机不作为，侵犯了宪法赋

予他们的生命安全、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伤害他人并且用有效的、系统的方法解决问题。

注意：这个方案会要求额外的解决方案，去解决有可能阻碍该方案成功实现

的政治和经济系统。

2. 一群中学生向学校提交请愿书，建议学校停止使用一次性餐具、盘子、杯子和托盘。

他们从超过80%的学校部门中收集了签名，准备通过报告的形式，详细地说明生

产、处置这些一次性用具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邀请利益相关者参加报告。在此期间，

他们将研究报告和请愿书交给了负责决定食堂餐具的人。

处于改进阶段到问题解决阶段的方案：请愿书通常属于“初级”或者“改进”阶

段的方案，因为这些方案并不总是会进行严谨的调查、向合适的决策制定者

做报告、持续施压推进改革。在上述例子中，学生收集到了足够的支持，并有

力地证明了一次性餐具的负面影响，这增加了方案成功实现的可能性。包括

媒体的加入，也会增加潜在的影响。但我们并不知道导致使用一次性用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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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结构是什么。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方案可能没办法被采用。注

意：虽然单个学校的努力可能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个方案是可复制

的、可拓展的，并且给其他人提供一种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3. 班级组织去华盛顿特区游学，一群学生在看到流浪汉之后陷入深深的悲痛。他们组

织了一场食物和衣物捐赠，并将这些物品带到流浪汉收容所。

初步方案：虽然这些学生的人道主义努力是很善良、很重要的，但是他们不是

问题解决者。因为他们既没有解决导致流浪汉出现的原因，也没有试图停止

无家可归的情况。

4. 为了解决社区中数量不断增加的鹿——鹿群是莱姆病和虱子的携带者，经常和汽车

相撞发生事故并且会食用人们种在花园中的花——一群住在英格兰小镇的高中生准

备向他们所在的城镇理事会作报告，倡议一年进行一次全天狩猎。

处于初步到改进阶段的方案：这个方案试图通过反复地猎杀解决问题，这可

能会减少鹿的数量，但是没有考虑到如下问题：被捕杀的鹿的价值，那些因为

家庭成员被捕杀而感到痛苦的鹿，对鹿群健康的影响（因为健康强壮的鹿比

瘦弱和年老的鹿更容易遭到捕杀，而在自然条件下往往是后者被天敌捕杀）

，对住在扑杀点附近的居民带来的潜在威胁。这个方案也没有解决造成鹿的

数量不断增加的原因：它们的栖息地被侵占，以及它们的天敌遭到过量地捕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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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处在市郊居民区里的鹿

评估一个方案时并没有绝对的原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方案实施后长期的效果和范围。

我们提供这个量表，是为了帮助您增进理解，并朝着最能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

这个量表的目的并不是将您的人道主义的努力有所减少，而是帮助您从系统的角度，进行

更具有战略性和创造性的思考。虽然人道主义项目与指向问题解决的行动并不是同样一件

事情，但两种方式都是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所需的！

您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

您在成为问题解决者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了解在问题解决的道路上可能会面

临的挑战，能够让您承认并且克服这些挑战。识别出这些挑战的本质很重要：它们是值得

我们注意的正常心理现象。

感觉到应接不暇

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交往或者熟悉的环境中，将友善和慈悲、正直和诚实、慷慨和乐于助

人、坚持和勇气付诸实践已经非常困难了。在全球化的世界里，要想意识到我们日常每一个

选择所带来的影响更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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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注意一下您现在穿的衣服。您知道在制造这件衣服的过程，会如何影响他人、动物

和环境吗？请您想一想，尝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了调查清楚这个问题，您的搜寻足迹

可能会不止一次地遍布全世界。这里可能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纺织物是如何制成和生产的？它是怎样从生产地运输到制作地，运输途中涉及到哪些资源

消耗？是谁把这些布料制成了衣服？纺织工厂的工人被人道和公平对待了吗？他们拿到维

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了吗？他们工作的工厂环境如何？衣物是否经过了漂白或染色？这些过

程对其他人、动物和环境有怎样的影响？这件衣服是怎么到你手上的？在这个过程中哪些

人和物受到了影响？

工厂里的工人

更进一步考虑这些问题以及很多其他问题，比如您吃的所有食物，消耗的能源，购买的产品

，使用的交通工具等等。去思考在这些方面如何能做出友好、可持续和公正的选择，会让您

感到应接不暇。

应对这个挑战：

虽然考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影响肯定会感到应接不暇，但是了解其中的许多系统

是很有吸引力的。调查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很有趣、发人深省、富

有意义并且让人感到充满能量。一旦我们投入研究，思维被拓展的感觉就会替代让人

应付不过来的感觉。我们在老师和学生的身上已经多次看到这种现象：当一个人开始

调查研究时，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要了解更多的渴望会逐渐增加。随着学习的深入，他

们自发地做出更加可持续的、仁爱的选择，这些选择会让他们感觉很棒。

面对我们的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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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深入了解日常决策所带来的影响，以便做出更健康、更仁爱的选择，以及更了解需要

变革的体系时，我们很快会发现我们不能轻易从造成伤害的系统中脱身，即使我们想要这

样做。

我们可以减少但是不能完全停止使用矿物燃料；我们可以减少但是不能完全避免参与不可

持续的采矿、耕作、生产、建筑和其他系统；我们可以争取正义，但是会发现自己也正是不

公正系统中的受益者。

在面对我们的共谋时，一些人可能会选择退缩，不再做出不同的选择、不再创造变革。

应对这个挑战：

我们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我们要在追求（不可能的）完美和（实际上感觉很卑鄙的）无

所作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带来希望和热情。此外，当我们投

身于指向问题解决的行动和教学实践时，成为共谋的感觉会减轻，因为我们知道我

们正在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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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绝望

了解到世界上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绝望。鉴于这一点，让自己暴露于令人恐惧和令人不

安的问题似乎是有悖常理的，但事实上我们也没办法躲过媒体新闻的轰炸。

应对这个挑战：

正如这这些年轻或者年长的领导人发表的激昂言论，行动点燃希望：

“行动是失望的解药。”

——歌手/词作者 琼·贝兹（Joan Baez）

“当卷起袖子大干一场时，希望变得切实可行。

——奥伯林教授 大卫·奥（David Orr）

“克服绝望的最好方式

是钻出被窝做出行动。

不要坐享其成。如果你

走出去并且做出行动，

你会让世界充满希望，

你自己会充满希望。”

——总统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一旦我们开始行动，

希望就无处不在。”

——青少年气候保护积极行动者

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

您身为问题解决者，将要做

的事情是有力量的、充满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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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也能奇迹般地避免绝望。

认知失调

当面对新的信息与原有的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突而产生不适感的时候，人们会体验到所谓

的“认知失调”，并可能会通过拒绝新的想法和信息，来尝试解决内心冲突，从而避免心理上

的矛盾。

您可能在阅读这本指导手册的时候就有这种体验！当这一章节中的一些信息让您意识到，

您的个人选择和您的价值观并不一致的时候（也许与您吃什么和穿什么相关），您可能会通

过略读或者拒绝接受这个信息来缓解这种压力。或者，您可能已经发现自己在认真考虑个

人该如何做出改变。不管采用哪种方法，大部分人会拒绝新的想法，不会忍受“失调感”或

者批判性地审视自己长期坚持的信念。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减少当前的信息与之前所持

有的信念和行为相抵触所引起的不适感。

应对这个挑战：

批判性思维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我们投身于实践

时，它可以帮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来应对认知失调。如果我们愿意去了解和调查新

的事物，我们会经常面临认知失调并学会管理这种情绪。虽然我们可能不希望我们

的信念和想法遭到质疑，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相应的技巧去弄清楚是非对错的

时候，我们将获得自信和自我价值。同样地，当我们意识到，批判性思维可能让我们

用激动人心的、独特的和重要的方式成长时，我们将感到自由。

证实性偏差

证实性偏差和认知失调是相辅相成的。证实性偏差指的是，人们倾向于去寻找、回忆、理解

新信息，来印证先前的信念和价值观。如果新信息对已有价值观造成威胁，我们倾向于坚

守和记住支持我们世界观的部分，同样也会倾向于用符合我们现有价值观的方式，对不确

定的信息进行解释。

在极端化的政治氛围下、以及面对媒体选择性地呈现我们想要了解的新闻的情况下，如果

我们想追求与现有的思维方式和观点不一致的信息，我们需要下定决心并付出努力。如果

我们不愿意付出努力，那么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纳入考虑范围将会十分艰难，发现或

者创建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会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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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这个挑战：

接纳问题解决者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将会引导您从不同角度看待事件和问题

，而这意味着问题解决者会去寻求与自己持有观点不同的观点。事实上，一个人越是

训练问题解决者的思维方式，就越倾向于积极地研究不同的观点。这使得您能以健

康、高效的方式来研究有争议的和两极分化的话题成为可能。

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

上述一些心理倾向助长了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氛围。前文中，我们提到

了将北方斑点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名单后发生的冲突。媒体和政客们开始时把这个问题简

单地划分成在猫头鹰和伐木者间做选择。之后，人们纷纷开始站队，甚至通过草坪标志来

表明自己所选择的一方，而难以看到就如何保护猫头鹰、如何保护森林、如何保全工作等

问题展开讨论和努力。甚至将可持续发展这个重要的概念也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呈现出来：

要么我们保护环境，要么我们促进健康的经济，这是一种无必要的选择。

我们在社会中通常会倾向于辩论两个立场，但我们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不必接受两个立

场。相反，我们能够当问题解决者。

应对这个挑战：

指向问题解决的模式显然能够替代辩论模式。在指向问题解决的模式中，我们能关

注到本地或者全球紧迫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研究造成问题的原因，运用系统的思

维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杠杆点，提出解决方案，以及实施、分享我们的想法。简单

来说，问题解决模式力图纠正非黑即白这种思维方式，本手册的下一个部分旨在迎

接这一挑战。

旁观者效应

旁观者效应是一种心理现象，指的是有他人在场的时候，人们会减少对需要帮助的人提供

帮助，由于责任被分散了。尽管在心理学实验中，该效应是在受害人发出求助信号的情景下

得到的验证，但我们将把此效应应用于更广泛的场景中。

当我们相信他人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时，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必成为成为问题解

决者时。

应对这个挑战：

如果您在读这本手册，那么您应该是想要成为问题解决者，而不是旁观者。根据我们

的经验，人们在有机会学习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时、被赋予扎实的调研工具时、被邀

请合作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时，都表现得精力十足、充满热情。我们听说许多年轻人

认为问题解决者单元是他们在学校中最有意义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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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如何

开始

您在问题解决者流程的初步时，请记得以下几个方面：

1. 考虑人、动物和环境。

问题解决者需要考虑解决方案对人、非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影响。我们之前已经提出过这一

点，但如果您忽视了您的解决方案对其它任何个人或群体的影响，您就没有学会如何成为

真正的问题解决者。

2. 回应那些可以带来成功体验的问题。

基于您的年龄、经验和您可以投入的时间，您适合回应和解决哪些问题呢？虽然您应该会

希望解决像气候危机、贫困、种族主义、物种灭绝、人口贩运等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但要是

先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下的局部或地方层面的问题，您可能会更成功地实施方案、获得必

要的技能，以后去更好地解决这些全球性的大问题。

通过关注当地的问题，您也将有机会直接与利益相关者（那些直接受问题与潜在解决方案

的影响的人们、动物与生态系统）合作。

例如，缅因州的一个关注美国“把学生推向监狱”（school-to-prison-pipeline）问题的团队专

注于改变学校的惩处规定：让违纪的学生留校察看，而不直接做停学处理，并将反对种族主

义的恢复性惩处制度（restorative justice practices）纳入了学校的纪律规定。这是一个富有

同情心的、有效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相关人员，并且可以帮助面临处分的学生修正自己的错

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回到正轨。最终，学校也采纳了学生提出的恢复性惩处制度。

但是，如果您想要解决一个极大的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危机，去寻求支持！您确实可能会

提出新颖的想法来推动已有的解决方案的实施、影响公众舆论和法律、或者获得媒体的关

注，从而带来人们之前从未想过的改变。去争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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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的北极熊。

3. 回应产生问题的系统。

我们已经讨论了指向问题解决的方案与友善的行为、慈善和其他积极的人道主义活动之间

的区别，虽然那些行为是积极的，但并不能解决他们试图缓解的问题。募捐食物的活动、

清理海滩和道路、自愿帮助有需要的人都是很棒的事情，我们鼓励您给学生提供这样的社

会服务机会。善举总是一件好事！

但是，要成为问题解决者，学生必须理解问题的成因，包括其中的思维模式、心理因素和使

问题长期存在的系统，并寻求改变它们的方法，这样问题就会被彻底地解决。

25



问题解决者流程

这本手册的其余部分将会解释成为问题解决者中的流程的13个步骤。每个步骤将会建立在

前一个步骤，所以千万不要跳过任何步骤！很多人会想要直接从第7步骤开始，但若没细心

地经过步骤3到步骤6，您的解决方案很可能就不会是最具有问题解决性的方案，并可能会

有意外不利后果。

1.了解您所在的社区以及世界的问题。

2.确定一个您关心的、想解决的具体问题。

3.联系利益相关者和那些致力解决问题的人。

4.从心理因素、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到系统结构，找出问题的成因。

5.确定问题对什么人和事物造成损害，以及对什么人和事物有益。

6.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哪些行动在解决这个问题。

7.设计能从原因入手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力求对人、动物和

环境带来最大的受益、最小的伤害。

8.确定哪些解决方案最能够解决问题，哪些最可行。

9.制定一个计划去实施您的方案

10.实施您的方案。

11.展示您的成果。

12.评估、分享、迭代。

13.庆祝！

1.了解您所在的社区以及世界的问题

为了成为最棒的问题解决者，您始终必须找出您对以下问题的三项答案之间的共同点：

1. 我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2. 我擅长什么？

3. 我最爱做的东西是什么？

当您的答案达到共识，将会给您一个绝妙的位置来成为一位深度参与以及成功的问题解决

者！

但是，让这些答案达到共识并未容易，尤其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擅长的一切，以及我们始

终会爱做的东西。我们更年轻，就会有更少的经验让我们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您可

能已经知道您擅长数学、写作、演奏乐器、表演、体育、艺术等等。那就好！但您也可能会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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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其他您还未尝试过的东西，而您可能会发觉您擅长并很喜欢科学、演说、政治、或心理

学。

您在成为问题解决者的路上，应该时不时回来考虑这些指导性问题。在未来数年中，您将

会不断地考虑并回答这些问题。

您现在可能已经对您最关心的问题有些意识，但如果您不去探讨各种课题并让自己面临各

种的挑战，您可能还未找到您真正关心到的问题。

问题解决者流程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着眼于您的社区与世界上的

问题，从而发觉您现在最关心的课题。

以下几个步骤将会有帮助：

• 完成这项MOGO调查表，查出您的价值观以及关注圈，从而展开自我反省。

• 在网上搜寻您所关心的课题，并观看视频、阅读文章与论文、看看各种的新闻来源。

多关注人类和动物遭受的上海与痛苦、生态系统被人类行为破坏的报道。一些图标

能提供一些启点。

• 记得也要搜寻关于您当地的问题。记住，您在自己的社区中的努力可能会产生巨大

的影响，并为未来中意义更深远的努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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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一个您关心的、想解决的具体问题

接触到许多不同的问题后，现在是时候找出一个具体的问题来处理和解决了。试图选择

一个您有信心能够成功解决的问题，并用一下几个指导性问题（跟步骤1的三个问题很相

似）做出选择。

• 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 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 我能用什么技能和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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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学习问题解决者单元的学生小组解决过的一些问题：

● 当地水源卫生

● 海洋死区

● 海洋中的塑料

● 偷猎

● 女孩的自我形象

● 监狱改革

● 学校里的种族主义

● 学校的学科制度

● 性交易

● 用于娱乐的动物

● 水资源短缺

● 授粉者减少

● 自杀

● 肥胖

● 父母被监禁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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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少数群体的权利

● 虐待老人

● 工厂化养殖

● 移民的投票权

● 当地土壤中的铅

● 用动物做产品测试

● 森林砍伐

● 体育运动中的种族主义

● 性别不平等

● 动物虐待

● 校园欺凌

● 在学校作弊

● 珊瑚白化

3.联系利益相关者和那些致力于解决问题的人

利益相关者包括所有在当前问题上有“利害关系”的人。利益相关者可以是人类、其他动

物或是我们生态圈里的元素。在解决任何问题时，都应该发自内心地考虑所有利益相关

者的需求。

您与那些受问题影响的人联系得越多，就越能全面地理解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当您与利益

相关者联系时，您也可能了解更多过去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成果。

对于那些我们无法得到言语反馈的利益相关者，如非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您可以

与能够准确表达它们观点的人进行交谈，并设想这些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利益是什

么。

如果您解决一个远离您的居住地的问题，视频会议技术可以帮您与这些利益相关者

建立联系。这是获得全球视角、理解不同世界观和经历、培养慈悲心、减少刻板印象

的好方法

利益相关者

• 可能会受问题的影响

• 可能会受解决方案的影响

• 可能会投入时间和精力来让一个解决方案产生结果

• 可能会投入时间和精力阻止一个解决方案产生结果

问题和利益相关者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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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城市水中的铅

应联系的利益相关者：

• 受铅中毒影响的家庭

• 工程师

• 立法者

• 城市规划师

• 医学专家

• 保险公司

• 有学生发生铅中毒的学校和老师

• 在地方和国家层面解决这一问题的组织和个人

• 生活在城市里的宠物或野生动物，和从同一水源饮水的动物

问题：流浪狗和流浪猫

应联系的利益相关者：

• 流浪狗和流浪猫（在收容所、救援组织和寄养家庭）

• 关于控制流浪动物数量的提议

• 动物保护协会、动物收容所、救援人员

• 通过出售小狗和小猫来获利的宠物店和饲养员

• 购买纯种小狗和小猫的人

• 宠物产业的游说者

• 繁育救援团体和个人

• 在地方和国家层面解决这一问题的组织和个人

4.从心理因素、世界观、思维模式以及系统结构中，找出问题的成因

找出问题的成因可能就像试图追踪蜘蛛网上的蛛丝一样，因为造成问题的原因通常有很多

，且相互交叠，而不只是一个单一原因。探索一个成因可能引出另一个成因。将调查和研究

结合起来将揭示成因中更多的层次和联系，不久将出现相关连接的系统。这些系统不是凭

空存在的，它们受到心理生物因素、价值观和心理模式的影响和驱动。

冰山的图像有助于理解这些不同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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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顶部的事件是指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问题。它们浮现在表面，如果我们关注这些问题

，就可以看到它们。在表面下是导致事件的系统结构，而在这些系统下面是更深层次的原

因，例如心理和生物因素、思维模式、心理模式、世界观、信仰系统和价值观等。这些因素

导致我们建立起产生问题的系统。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念、价值观、思想、世界观和心理生

物因素促使系统的建立，导致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如果我们想实施系统性变革，我们

需要关注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我们创造的系统。

在找出问题关键原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地问“为什么”这类问题。

例如，一个团体想要解决Ⅱ型糖尿病在儿童中（以前是“成年期发病”）发病率上的问题。

以下是问“为什么”这类问题时，可能出现的演变过程：

• 为什么这种情况在儿童中增加？

初步问出的“为什么”会引导进行研究，在这个问题中，研究将揭示饮食是主要(但不唯一)导

致Ⅱ型糖尿病发病率增加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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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有必要提出更多的“为什么”，例如：

• 为什么导致该疾病的食物会如此流行？

• 为什么这些食物在某些群体中更流行，从而导致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群患Ⅱ型糖尿

病的比例更高？

• 为什么这些食物这么便宜？

• 为什么这些食物在学校里供应那么多？

• 为什么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不知道某些食物有害影响？

• 为什么我们喜欢很多不健康的食物？

苹果还是甜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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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为什么”的问题都会促成更多的研究，这将产生更多 “为什么”的问题。这个过程揭示

了一些相互关联的系统结构，例如：

• 经济系统

• 生产系统

• 法律系统

• 政治系统

• 卫生保健系统

• 教育系统

• 农业系统

• 广告系统

• 家庭系统

这些系统可以像这样写在冰山模型上：

问更多的“为什么”问题能促进揭示这些系统中的子系统，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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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查明快餐和垃圾食品如此便宜（一个快餐汉堡可能和一个有机苹果一样便宜！）的原

因，研究结果可能会揭示，用于灌溉饲料作物和牲畜的水、以及牧场和各级生产中使用的化

石燃料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的（税收或补贴子系统）。如果没有这些补贴，快餐汉堡

就会相当昂贵，因为它的生产需要许多昂贵的资源（例如矿物燃料、灌溉、动物饲料、屠

宰、冷藏运输、销售等，这些都是子系统）。

以下是一些“为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引导我们发现其他子系统：

• 为什么我们允许向儿童宣传不健康的食物？（营销子系统）

• 为什么我们允许公司向立法者捐款？（游说、法律和“公司作为人”的子系统）

吃麦当劳快乐餐当午餐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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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系统中我们想到的相关问题越多，我们就会越深入的了解问

题！

前一段是关于媒体和政治系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问一些与卫生保健系统相关的问题，例

如：

• 为什么医院的餐厅给他们的病人和其他人供应不健康的食物？（美国农业部和游说

者子系统）

• 卫生保健人员有哪些营养学知识？医学生在医学院接受多少学时的营养科学课程？

（医学教育子系统）

现在我们的冰山看起来是这样的（子系统用蓝色标记）：

下一步是在系统和子系统之间划一条线，表示它们以某种方式产生连接。

现在我们的冰山看起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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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添加更多内容，但您已经得到了一个系统的图片，我们以这个图片为例。

因为很难想象不同的系统，所以我们往往把当前的社会系统结构看作是“正常的”、“世界之

道”或“普遍的”，很难看到该系统结构以外的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生活在这样

一种文化中：不健康的、过度加工的和没有营养的食品得不到税收补贴；公司不能无限制地

用捐款来影响立法者；医院和学校向病人和儿童提供最健康的食物；食品生产的实际成本被

计入消费者支付的成本中；教医学生营养科学的知识，并将重点放在预防疾病上。

我们目前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是因为我们已经创建了很多系统和子系统。为了揭示

形成这些系统和子系统的心理模式、心理因素、世界观、信念和价值观，我们需要提出更多

的问题。上面的一些“为什么”问题揭示了更深层次的因果要素，我们还可以作更多的补充：

● 为什么我们认为一家公司的“言论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不健康、不可持

续的食物进行宣传，并提供竞选资金来影响立法者）比儿童健康更重要？

（自由是美国最高的价值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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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吃那些已知的不健康的食物？（对高热量食物和盐的生理渴望；

短期欲望胜过长期思考）

● 为什么我们会被快餐所吸引？（便利；过于繁忙或时间有限；资金有限；快餐

文化）

● 我们为什么会吃得过多？（也许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垃圾食品缺乏营养；食

物成瘾；易受广告影响）

● 为什么我们任由政府将税费用于补贴不健康的加工食品和快餐？（我们不

了解补贴政策；我们不了解财政支出的系统；我们的教育没有涵盖有关食品

系统的信息；食品企业集团是利润驱动的，而不是公共卫生驱动的；我们不

想质疑便宜的食品）

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些价值观、心理因素和心理模式放到冰山的底部，冰山模型现在它看起

来是这样的：

当然，“为什么”并不是唯一要问的问题。我们也需要问“谁”、“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反

过来，这些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更多探究性的“为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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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和他人在研究同一个问题，应该让每一位组员都提出自己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

人的问题都是不同的。当您们稍后分享他们自己所问的“为什么”和研究发现时，您会建立

更丰富的知识体系。

当您用研究来回答问题和了解问题的成因时，为了获得可靠的信息，您必须学会评估信息

来源的可信度。

为了获取准确的资料，需要问：

• 信息从何而来？这是可靠的主要信息来源吗？还是次要信息来源？

• 这些信息有可信的证据支持吗？我能得到那个证据吗？

• 信息是否经过同行评审？

• 我能从另外一个可信的信息来源渠道来核实该信息吗？

• 作者的资历或组织背景是什么？

• 作者有资格就这个题目写作吗？

• 如果信息包含了一项研究，谁资助了这项研究？

为了估计可能存在的偏差，需要问：

• 这些信息的用途是什么？有被纳入讨论的议程吗？

• 作者或赞助商是否明确了他们的意图或目的？

• 信息是一个事实吗，还是一个观点，或者是一个宣传？

• 是否有关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宗教、经济、制度或个人观点的表达或假设？

• 我自己对这些信息的偏见是什么？

您也会询问利益相关者对问题原因的看法，并且评估他们对上诉问题的回答，这是很重要

的。事实上，利益相关者也会有偏见，而您必须要准确地评估利益相关者的观点。

5.确定问题对哪些人和物造成损害，以及对哪些人和物有益

乍看之下，问题给谁造成了伤害是显而易见的。毕竟，一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

造成了一些伤害。重要的是要深入挖掘，了解伤害的范围，以及受益的范围，不仅与问题本

身有关，还要找到导致问题形成系统的信息。这样做最终能使问题解决者的思维达到更深

的层次，以便开发出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成功实施方案。

继续以Ⅱ型糖尿病为例，很明显会受到损害的是患有该疾病的儿童，但伤害远不止于此，还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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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 每个人医疗保险费用的提高

● 由于医疗成本增加，获得卫生保健的机会减少

我们的食物系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

● 环境（农业系统影响水、土壤和空气，如单一种植的农业；农药和肥料；转基

因生物；棕榈油生产；畜牧业中消耗的饲料转换为肉类、乳制品和鸡蛋的转

化率低，导致资源浪费等等）

● 动物（圈养和虐待动物的工厂化养殖农业系统）

● 人（包括没有拿到基本生活工资的农民工；被认为是美国最危险职业之一的

屠宰场工人；其他国家中采用美国饮食方式的儿童等）

● 社区（在那些难以以合适的价格获得健康、新鲜食物的偏远地区——那些被

称为“食物沙漠”的地区，给低收入和边缘群体带来不良的影响；城市、郊区

和农村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快餐连锁店和便利店泛滥；一次性包装带

来的浪费和相关成本，等等。）

同样的，我们问的问题越多，我们发现的影响和效果就越多。一开始这个问题似乎只是影响

到了越来越多的儿童，结果由于相互关联，这个问题几乎影响到每个人，还有我们所有人赖

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因此，我们发现利益相关者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多很多，我们可以将新了解到的利益相关

者添加到我们的清单中，以便我们联系和了解问题。

不要停止发现伤害，这是非常重要的。患Ⅱ型糖尿病儿童的数量呈上升趋势，是因为太多人

在导致这一问题形成的系统中获益。除非我们识别受益于这些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并寻求

其他方式来满足他们的利益，否则我们的解决方案不太可能广泛地实施。如果这些系统的

受益者意识到自己将失去利益，他们可能会努力维持现状。

哪些人在导致儿童Ⅱ型糖尿病增加的系统中获益？

• 从生产可导致Ⅱ型糖尿病的食品中获利的食品公司，这些公司的所有投资者也在这

个过程中获利，包括那些退休金账户中可能持有快餐、苏打水、糖果和垃圾食品公司

股票的人（不管他们是否知道）。

• 医院和医疗服务人员，患病儿童让他们的收入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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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客们获益于生产这些食品的公司、生产治疗Ⅱ型糖尿病药物的制药公司（和投资

者）、依赖广告收入的媒体等的竞选捐款。

• 社区获益于快餐店和便利店缴纳的税款。

• 超市老板和员工获益于销售这些食品，因为这类食品有很高的利润率。

• 广告公司获益于垃圾食品广告的开发。

• 媒体获益于这些广告商的钱。

• 公众获益于有广告费资助的“免费”媒体。

• 学校获益于美国农业部提供的低成本食品，因为学校往往是不健康食品的倾倒场。

学校还获益于出售汽水和垃圾食品的自动售货机。

对于我们发现的几乎每一个问题，我们都可能找到更多利益受到损害相关者，以及比我们

想象中更多的受益者。我们挖掘得越深，发现得越多，最终就越有可能用问题解决者的系统

思维方式设计出策略、方法和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在冰山顶部的“事件”区域加上损害和益处， 我们的冰山现在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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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哪些行动在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已经存在好的解决方案，只是需要其他一些方案来有效地执行该解决方案，那么就没

有必要从头再来。同样，也要避免一些坏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已经被证实不如预期的有效

，或者会产生无意的负面后果。

在选择想解决的问题中，很少有问题是前人没有试图解决过的。正如您在上面的问题清单

中看到的，参与IHE问题解决者项目的学生解决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被新闻广泛报道，无

数非政府组织、社区、个人和政府解决过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这些问题依然存在。通常人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识和公众情绪会越来越高，尽

管人们更加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但人口增长和其他因素意味着这些问题正在恶

化。事实上，许多问题都是如此，这意味着需要提出和实施更能够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

新兴的问题解决者能够通过如下方式来获得有价值的知识，帮助他们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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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前人已经对他们关注的问题做过哪些事情；分析成功的方案并从失败的方案中吸

取教训；与那些站在解决问题前沿的人士交流；注意到各种已经尝试过的方法所无意中带来

的负面后果。

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试图解决婆罗洲的疟疾问题，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也有些

杜撰成分的）故事。解决办法是喷洒DDT来杀死那些携带寄生虫、引起疟疾的蚊子。DDT起

作用了，但它也杀死了黄蜂。这些黄蜂本可以控制吃茅草的毛虫的数量，所以不久之后，人

们的茅草屋顶上就被毛虫蛀了洞。漏洞是可以修补的，所以这本来是一个可控的、带来意外

负面影响的结果。但后来猫开始陆续死亡。

一种理论认为，猫死于体内DDT含量过高，这是源于它们吃掉了吃昆虫的蜥蜴。因此推断，

在生物链中，营养级越高的生物体内的DDT含量越高。该理论是否完全准确还有待商榷

，但随着岛上猫科动物的减少，传播瘟疫的老鼠也随之增加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

果。世界卫生组织的回应是将一箱箱的猫空运并投放到婆罗洲，来解决老鼠过多的问题。

您可以在这里观看和分享这个故事的动画版本。（请注意并批判性地思考在描述戴亚克人（

Dayak people)和老鼠时的刻板印象。）

“让我们避免空降跳伞猫！”，这个故事再次提醒我们要仔细考虑解决方案可能带来意外后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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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设计能从原因入手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个方案力求对人、动物和环境带来最大受益、最小伤害

让我们回到Ⅱ型糖尿病的例子。假设我们已经完成了其他步骤，那么，是时候开始思考解决

方案了！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想降低Ⅱ型糖尿病在儿童中的发病率，建设更多的医院、鼓励更多的医

学生关注内分泌科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直接解决问题的成因，并找到一个杠杆

点，通过这个杠杆点，一个小的变化可能会产生一个大的积极的效果。

Diabetic child testing his blood sugar.

系统思维专家多纳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在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杠杆点：在系统中

实施干预的地方》（Leverage Points: Places to Intervene in aSystem）中写道：“（寻找杠杆

点）并不是系统分析所独有的——它已嵌入在传奇中。银色子弹，装饰条，奇迹疗法，秘密通

道，魔术密码，扭转历史潮流唯一的英雄。几乎毫不费力地通过或跳过巨大障碍的方法。我

们不仅相信有杠杆点，还想知道它们在哪里，以及如何获得它们。杠杆点就是力量点。”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谨慎地深入评估所有可能的杠杆点和潜在的解决方案。

请记住，我们必须注意潜在的意外后果，避免“空降跳伞猫”再次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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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下图中的冰山模型，您会看到我们已经在图中增加了杠杆点的概念。您还会注意

到，杠杆点位于事件层以下，在系统层面和更深层次的心理模式、信念和价值观上可能存在

杠杆点。

如果说Ⅱ型糖尿病发病率上升的最深层原因之一，是我们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那么如果

有人能想出一个解决方案，解决人类对此类食物的渴望，不仅Ⅱ型糖尿病患病率上升的问

题能够被解决，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然而人类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除非我们尝试在最深层的系

统中找一个影响点来入手，否则我们可能不会成功。换句话说，当我们为带来改变而寻找杠

杆点时，那些理论上可能产生最大影响的点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或应该瞄准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永远无法利用最深层的杠杆点来创造变革，而是说我们应该基于以下几

个因素来评估成功的可能性：

● 杠杆点的潜在影响

● 在杠杆点上一个有效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 可能推动解决方案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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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阻挠解决办案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我们可能不会选择在最深层的杠杆点上来实施解决方案，但考虑多个杠杆点、根据一

个杠杆点开发出多种解决方案是绝对值得的。这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成为合格

的问题解决者，以及如何有策略地做出好的决策。

这些学生正在用网上研究来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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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下面的杠杆点图表作为工具。

杠杆点图表

• 找出您认为一个战略性的干预会带来最有效变革的那些杠杆点，这些杠杆点有助于

解决您确定的问题。把它们放在下面图表的第一栏中。

• 一旦您确定了最佳的杠杆点，您就可以在第二栏中写下尽量多的解决方案。

• 在第三栏中问：我的解决方案对人、动物和环境的好处是最大的吗，危害是最小的吗

（即是否符合MOGO原则）？如果不是，谁会受到伤害，以什么方式受到伤害?

杠杆点是什么，

它位于哪一层级？

（您打算改变什么？）

在这个杠杆点上我有哪些解决方案？ 我的解决方案对人、动物和环境

的好处是最大的吗，危害是最小

吗（即是否符合MOGO原则）？
如果不是，谁会受到伤害，以什

么方式受到伤害？

让我们来看看这张关于Ⅱ型糖尿病的图表：

杠杆点是什么它位于哪一层

级？（您打算改变什么？）

在这个杠杆点上,我有哪些解决方案？ 我的解决方案对人、动物和环境的

好处是最大的吗，危害是最小吗

（即是否符合MOGO原则）？如果
不是，谁会受到伤害，以什么方式

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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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信息的缺乏（人们不知

道那些让不健康食品流行的系

统，或者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税

费被用于补贴的这些系统）

位于系统层面和冰山最深层

1. 制作一个教育视频，揭示补贴是如何
维持不健康食品的低成本，并呼吁采

取行动与立法者联系。

2.写一篇关于不健康食品的税收补贴及其
负面影响的博客文章，并呼吁采取行动与

立法者联系。

3.做一次演讲，与他人分享相关信息。
4.在学校开展工作，教育学校中的所有人
员；影响学校食堂只提供健康食品；开发

健康饮食课程。

是的。关于这种补贴制度的教育可

以促进个人和系统层面的行动。

这有助于问题解决，最终结果将让

所有人都受益。

学校层面的工作可以被其他学校

复制推广，并获得媒体的关注，传

播信息。

立法

位于系统层面

（立法、政治、经济、农业和能

源系统）

1.起草法案，禁止向孩子宣传垃圾食品及
快餐。

2.起草法案，争取改变农场法案，以停止
补贴不健康的食物和不健康的农业系

统。

3. 起草立法提议，停止补贴化石燃料。

总的来说，是的。

广告商、媒体、大型农业和化石燃

料产业都将受到影响。但是因为人

们还是要吃东西，他们需要能量。

广告也还会继续。这些影响代表

着相互支持关系的改变，将产生的

伤害相互抵消。因此总的来说，非

常符合MOGO原则。
医疗保健

位于系统层面

1. 发起活动，给所有医学院提供营养教
育课程。

2. 发起活动，让医院（或我们当地的医
院）在餐厅只向病人提供健康的、以

植物性饮食为主的食物。

3.为卫生保健组织策划活动，向其传递信
息，让他们了解健康的、以植物性饮食为

主的食物。

是

8.确定哪些解决方案最能够解决问题，哪些最可行

构思和设计解决方案是实施方案的第一步，确定哪一种解决方案最可行是第二步。在实施

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有时可能因为时间、资源或专业性等原因，您无法实施最能

解决问题的想法或方案。即使不能亲自实施方案，选择出最可行的方案可以帮助您识别多

种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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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用于评估问题解决方案的问题解决者量表。 请记住，您可以选择前人已经设计好

但还没有获得广泛应用和实施的方案。

您设计出来的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也会给他人在构思或实施方案时提

供新想法。

用问题解决者量表来评估问题解决方案

初步方案 改进方案 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最能解决问题的方

案

尽管这种方案，能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问题，但还不能从

根本和系统的层面

上解决问题。（并

可能会给人、动

物、环境带来无意

的消极影响。）

这种方案能从根本

和系统的层面上解

决问题。但给人、

动物、环境带来了

无意的消极影响。

这种方案从根本和

系统的层面上解决

问题。同时努力地

不给人、动物、环

境带来无意的消极

影响。

这种方案显著地、

具有战略性地从根

本和系统的层面上

解决问题。并且没

有对人、动物、环

境造成伤害。

当您有了您认为最好的一些方案时，您可以使用下面这个表格来衡量哪一个方案对您来说

是最能解决问题的。您可以将所有最好的解决方案与他人分享，因为这些方案可能对于其

他团队来说也是可行且完美的，然而您需要选择一个对您来说最有意义的方案。

备选方案 方案受

益人或

物

哪些人或物会在该方案

中受到伤害？会给人、

动物、环境带来哪些无

意的消极影响？（如何

影响到所有利益相关

者？）

该方案在问

题解决者量

表中的评级

对于我的

情况来说

，该方案

可以实施

吗？

需要多少时

间和资源来

实现该方

案？

我想要执行该方

案吗？它有效利

用了我的优势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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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关Ⅱ型糖尿病的问题，我们制作了如下表格。

禁止学校在餐厅提供

不健康的食物或垃圾

食品的教育活动。

要求医学院开展营养科

学教育。

拍摄一段影片，设计

一项教育活动。影片

的内容关于补助不健

康的食物如何最终导

致伤害。这段影片将

呼吁人们采取行动，

联系立法者。

立法来终止对土

地、水资源、化石

燃料的补助，以支

持有助于Ⅱ型糖尿

病的农业活动

备选

方案

尽管我们学校的一些

学生会想念这些食物

，但他们也将会受益

于健康饮食的智慧。

患者。医生们可能在治

疗Ⅱ型糖尿病患者、以

及处理与长期饮食的健

康相关问题时，感到更

有效。如果人们选择更

多植物性饮食、可持续

的产品以及有机食品，

将会对动物和环境带来

好处。

如果我们的影片带来

了影响力，那么对

人、动物、环境均会

带来有利影响。

病人（因为快餐、

垃圾食品的价格低

廉，此类商品消费

大幅增长）。生活

在工厂化养殖农场

中的动物。环境。

补助破坏土壤的农

业活动，会减缓向

清洁能源和可持续

农业转换的进程。

方案

受益

人或

物

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

人的强烈反对，因为

有人认为他们吃东西

的自由受到了损害。

给卖这些食物的人带

来经济损失。

对于医院、医疗服务人

员、制药公司以及相关

从业人员和投资者来说

，病人去医院看病会带

来更多的收入。同样，

会给苏打水、糖果、快

餐、垃圾食品公司及其

员工、投资者带来消极

影响（如果解决方案起

效）。

如果我们的影片传播

范围极广，降低了人

们对不健康的快餐和

垃圾食品的需求，那

么理论上，上述消极

影响均会发生。

一些食品的成本会上

涨，因此消费者购买

食品的开销增多。卖

苏打水、糖果、垃圾

食品以及快餐的商家

将会受到消极影响，

他们获得的利润会下

跌。这可能会影响到

投资者和退休人士。

如果宣传这些食物的

广告减少，那么媒体

及广告公司也可能会

受到影响。然而人们

也同样会购买食品，

因此出售和宣传健康

食品也能赚钱。

哪些

人或

物会

在该

方案

中受

到伤

害？

会给

人、

动

物、

环境

带来

哪些

无意

的消

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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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如

何影

响到

所有

利益

相关

者？

）

改进方案

我们没有解决造成这

一问题的首要原因。

学生们在学校里会吃

大量的食物，因此如

果实施方案也能带来

一定的影响。

改进方案

造成Ⅱ型糖尿病发病率

升高的原因远不止医学

院学生缺乏营养教育，

还有很多从快餐、垃圾

食品中获利的系统性因

素。因此尽管这个方法

确实有效，却只能带来

微小的影响，。

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教育活动通常是能够

解决问题的，但我们

的视频不可能对足够

多的人造成显著影响

，改善造成问题的系

统因素。因此我们需

要建立后续宣传的计

划。

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该方

案在

问题

解决

者量

表中

的评

级

是的 是的 是的 我们完全能起草法案

，找一些赞助商。但

除非是大型合作，否

则这项法案在国会通

过的可能性不大。因

为有益于现有政策的

公司为立法者提供了

资金。如果没有解决

这方面的基本问题，

我们的方案可能会胎

死腹中。

对于

我的

情况

来说

，该

方案

可以

实施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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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与校方以及

食品提供商会面，然

后制定可行方案。也

许我们能很快地说服

他们，但也更可能需

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这个工作可以在几个月

或几年内完成，这取决

于我们活动的范围以及

持续的时间。方案所需

的材料制作完成后，我

们将联系医学院一起跟

进活动。

我们能在一个月内

制作好视频。

需要花费几周或几个

月的时间与立法者沟

通，学习起草这类方

案最好的方法；需要

争取会面的机会，去

影响其他立法者支持

这项草案；需要大量

的支持者或说客来推

动这件事。可能需要

几年的时间。

需要

多少

时间

和资

源来

实现

该方

案？

是的，上述几种解决

方案都很吸引人，因

为这些方案会带来更

深远的影响。

尽管这个方案很合理，

但并没有激起我们的热

情。因为我们都不是专

业医学人员，我们几乎

没有倡导这个方案的影

响力。如果我们选择与

医学组织合作，我们的

潜在影响力将会大幅提

升。

是的，这个方法很

有趣。同时，我们

会学习很多与问题

相关的内容。这可

能对于下一步工作

很有帮助。

我们想施行这个方案

是因为它能有效解决

问题，同时也非常重

要。虽然我们没有特

别大的信念我们能成

功。但是做这件事的

过程将会带来深远的

影响，同时我们的所

有想法都是能解决问

题的。非常需要我们

来做发起者。

我想

要执

行该

方案

吗？

它有

效利

用了

我的

优势

吗？

花一定时间整理解决方案的产生过程并完成上述表格，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选择最佳

的解决方案。密切关注无意带来的消极结果非常重要。通常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将受到最

强烈的反对，也最难以实施（例如，表格中的立法方案）。记住，人们会从造成破坏的、不人

道的、不健康的系统中获益，这就是补助不健康食品、非持续性农业的原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执行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反，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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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表格后，再考虑每一种方案，最终选取一个最佳方案。

在我们的表格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1、2、4号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决定我们是否愿意推进

一项起初看不到成功、但更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者，选择一项更简单的方案，尽管我们预

先知道这个方案不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它将让我们获得成就感，并且激发我们持续工

作到下一阶段。我们将会把方案3分享给医疗组织和糖尿病教育者，因为我们不会自己来推

进这个方案。

9.制定一个计划去实施您的方案

计划是成功实施方案的关键。

下文的表格将会帮助您。注意，您计划中的长期目标可能不能在近期完成，但您可测量的目

标需要具备可行性。

在写“可衡量的目标”之前

全面地设想，当您的长期目标实现的时候，您的学校、社区、国家会有哪些变化？

人、动物、环境将如何受益于他们的问题解决方案？成功后是什么样子？

在写“基线状态”以及“成功的依据”之前

缩小范围、观察您已经完成的内容，并用具有创造性的方法完成下一步。您可能想

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描绘他们的过程（例如，设计一个电子版时间线，一幅一起协作完

成的壁画，或一种共享式的电子工具）。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您可以通过建立问题

的基线状态和评估目标来衡量方案是否成功。

记住：

您已经准备好在实践中成长为一名问题解决者。关注计划中哪些部分存在问题，哪些部分

是正确的，并且将这些内容记录在下面的表格中。

长期目标 可衡量的目标：

您的目标将会带来哪些改变（记住冰山模型）？您可以使用SMARTR目标管理策略：S（
Specific）具体的，M（Measurable）可衡量的，A（Attainable）可实现的，R（Relevant）相
关的，T（Time）有时间或者事件限制的，R（Re-evaluate）重新评估，R（Reflect）反馈。

基线状态和成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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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实施解决方案前，您正要解决的问题的基本情况是什么？鼓励学生弄清楚他们计

划如何来衡量成功：有哪些成功的指标，这些指标将如何体现在行动计划中？举例来说

，如果他们选择一个长期的目标，例如“扭转全球变暖”，计划在他们的城市里起草并

通过法案来降低一定百分比的能源消耗。他们将要去测量城市里能源的消耗，而不是大

气中二氧化碳整体的减少量。如果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一项教育活动，那么他们可以计算

参与教育活动的人数，并测量参与者在参与此项教育活动之后在公众意识和行为层面上

的改变。

行动步骤

（具体的）

参与人员（包括利

益相关者）

所需资源 时间线（计

划完成的时

间）

可能存在的

困难

成功后是什么样子，

我们将如何评估目标

是否达成？

在上述解决Ⅱ型糖尿病问题的方案中，如果我们选择第一种方案，那么我们将得到如下的

表格。

立法禁止为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提供土地、水资源、化石燃料的进行补助。

长期目标 可衡量的目标：

您的目标将会带来哪些改变（记住冰山模型）？您可以使用SMARTR目标管理策略：S（
Specific）具体的，M（Measurable）可衡量的，A（Attainable）可实现的，R（Relevant）相关
的，T（Time）有时间或者事件限制的，R（Re-evaluate）重新评估，R（Reflect）反馈。

我们的目标是：让国会通过我们的立法提案，禁止为带来Ⅱ型糖尿病的农业生产提供土

地、水、化石燃料补助。

基线状态和成功的依据：

在您开始实施您的解决方案前，您正要解决的问题的基本情况是什么？

目前，纳税人缴纳的税金被用来补助了土地、水和化石燃料，使得能源、土地、水密集型

的快餐、肉类、杀虫剂、加工食品的价格低廉，因此食物的真实价值不会转嫁给消费者。

同时，健康的植物性饮食没有受到资助，所以很多此类食物比精细加工、高能量的食物更

贵。

54



将撰写好的立法草案交给立法者，

请他们考虑该法案，然后介绍、发

起此项法案。假设我们已经走到这

一步，现在我们必须游说其他立法

者、撰写专栏文章、组织活动，获

得支持并且激励其他人联系他们的

立法者。如果我们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根据第一步获取到的

信息，撰写立法草

案。

计划电话或视频会议，对象包括参议院

和众议院的农业、能源、自然资源和卫

生等部门的具体的立法者，了解为什么

目前的补助是合理的。在起草法案时，

询求他们的建议和支持，来考虑组织一

场多方谈判。了解之前是否有撰写、考

虑或移除过此类法案，通过委员会、投

票或者国会里的其他方式进行处理，并

了解这些法案都经历了什么。找类似法

案作为修改模板。对照模板进行修改，

使我们的法案更有可能被支持。寻找是

否有立法者会考虑就此类法案进行协

商。

行

动

步

骤

（

具

体

的

）

团队成员，老师，立法者以及他们

的工作人员。在此之前帮助我们、

给我们建议的积极分子。

还有更大的人际网络：那些愿意加

入活动、帮助我们获得立法支持的

个人。我们需要找寻有兴趣传播我

们信息的媒体。我们还需要扩大我

们的人际网络，获得医疗服务人员

和Ⅱ型糖尿病患者的支持。

学校的团队和老师，

愿意帮助我们的立法

者，可能会有立法资

助者。

小组成员，众议员和参议员（以及他们

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

参

与

人

员

（

包

括

利

益

相

关

者

）

电话或电脑，网络。

会议场所，各种会议耗时。

电脑，网络。 电话，网络 所

需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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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尽快计划后续会议。

我们预计达到这项目标需要几个月

到一年的时间。

两周到一个月。 立即安排；在两周内安排会面。 时

间

线

（

计

划

完

成

的

时

间

）

立法者可能不会腾出时间和我们讨

论，不会认真地对待我们，不会与

我们合作。

立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当

一项法案被各个产业以及他们的说

客抵制时。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

我们也要做好受到反对的准备。在

信息传播方面我们需要创新，建立

我们的人际网络；执着地争取受到

这项活动消极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

支持。

如果我们拿到了立法

模板，这一步将很快

完成。如果没有拿到

模板，我们必须花时

间找案例法案作为模

板，进而起草我们自

己的法案。

我们可能会被各个部门踢皮球，无法与

知识渊博的立法者或他们的工作人员取

得联系。我们可能无法在立法者那里获

得足够的支持，以至于无法继续下一步

计划。

可

能

存

在

的

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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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达成：立法者愿意修订、支持

我们的草案。

通过以下问题来评估结果：是否有

一些或者所有的立法者愿意修订我

们的草案，并且向大众介绍、支持

我们的法案？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

立法目标不可能在合理时间内达成

，但如果我们获得了大范围的支

持、媒体的关注、立法者的介绍或

者委员会成员的讨论，我们的目标

可能达成。我们知道修订法案会花

几年的时间（甚至几十年）。我们

将通过小成果来评估成功，而不是

以一年内是否修订了法案来判断，

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目标达成：立法草案 目标达成：我们能够与立法者取得联系

，从立法者那里获得重要的信息，一些

立法者热心地帮助我们达成目标。

通过以下问题来评估结果：是否与立法

者取得联系？是否立法者全面地回答了

我们的问题？我们明白要如何进行下一

步计划？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信息进行

下一步计划？

成

功

后

是

什

么

样

子

，

我

们

将

如

何

评

估

目

标

是

否

达

成

？

您可以在上面的行动计划中看到，选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项解决方案工程庞大、耗时、

需要长期付出。我们选择展示一项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计划是想提供一种方法，来核对方案

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项方案，让您能够想象投入一年的时间来完成这

样的工作。

设计行动计划的过程可以帮助您理解您的大目标以及计划中包含的内容。如果我们选择在

学校的食堂里禁止销售垃圾食品和过度加工食品，我们的计划仍会耗费时间，但是我们更

可能达成目标。

下面这个表格是一个更可能完成的目标：在学校的食堂里禁止销售垃圾食品和不健康的加

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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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标 可衡量的目标：

您的目标将会带来哪些改变（记住冰山模型）？您可以使用SMARTR目标管理策略：S（Specific
）具体的，M（Measurable）可衡量的，A（Attainable）可实现的，R（Relevant）相关的，T（Time
）有时间或者事件限制的，R（Re-evaluate）重新评估，R（Reflect）反馈。

我们的目标是：从下学期起，我们学校的食堂停止提供不健康的垃圾食品。

基线状态和成功的依据：

在开始实施解决方案前，您正要解决的问题的基本情况是什么？

举例来说，如果他们选择一个长期的目标，例如“扭转全球变暖”，计划在他们的城市里起草

并通过法案来降低一定百分比的能源消耗。他们将要去测量城市里能源的消耗，而不是大气中

二氧化碳整体的减少量。如果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一项教育活动，那么他们可以计算参与教育活

动的人数，并测量参与者在参与此项教育活动之后在公众意识和行为层面上的改变。

目前，我们学校的餐厅提供很多不健康的食物，例如：薯条、糖果、热狗、汉堡、加工白面粉

（面包、蛋糕）以及各种含糖饮料。我们几乎没有真正健康的选择。方案成功的话意味着餐厅

不再提供包装的垃圾食品，不再提供含有过多饱和脂肪、加工的糖和钠的饮料和食物。未来餐

厅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美味的、接近天然的、未经过度加工的、植物性的（既有新鲜的也有烹

饪过的）食物可供学生们选择。

行动步骤（具体的） 参与人员

（包括利益

相关者）

所需

资源

时间线

（计划完

成的时

间）

可能存在的困难 成功后是什么样子，我

们将如何评估目标是否

达成？

我们将与为我们学校提

供餐饮服务的管理者们

会面，与他们讨论我们

的目标。通过展示调查

数据，来支持在食堂中

提供健康食品的提议。

我们将根据我们的研究

和政府对学校食堂的要

求，提出取消一些不健

康食物并提供更多健康

食品的建议。

学校行政人

员，餐饮服

务人员。

时间

和灵

活

性。

一周内完

成。

我们无法知道管

理者们是否愿意

接纳我们的观点

，与我们合作。

如果他们认为我

们的建议会带来

更高的成本、学

生的购买量会因

此减少，那么我

们的提议可能会

遭到抵制。

我们第一次的会面是积

极合作的。管理者们愿

意与我们合作，在餐厅

里改善食品品质，暂停

出售带来危害的食物和

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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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会面成功的基

础上，我们将开展其他

行动计划（例如开展研

究、教育学生、学生投

票等活动）。

我们可能会

与学校里很

多学生合作

，为我们的

倡议争取支

持。

时

间、

沟通

技

能、

研究

技

能。

待定。这

需要根据

与餐饮服

务人员和

管理者的

讨论来安

排。

我们的提议可能

会受到来自喜欢

吃披萨、汉堡、

薯条、甜点和饮

料的学生的抵

制。

目标达成：我们与学校

委员会达成一致：学生

需要健康的食物，同时

餐厅不再提供不健康的

食品。餐饮服务管理者

支持并施行我们的倡

议。我们将根据下一学

年食物供应的变化来判

定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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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解决方案的替代方案

如果您和朋友们在尝试解决同样的问题，您们可能会想要实施不同的解决方案。并非您们

只能实施同一种单一的解决方案，您可以实施各种不同的方案，之后再分享实施过程中学

习到的经验和知识，这类似于在一个问题解决者团体里有不同的部门。

如果您能得到专家、利益相关者、委员会以及与您解决相同问题的实践者的反馈，这会给您

带来极大的帮助。您可以在计划实施与展示前，根据反馈修改您的计划。

10. 实施您的解决方案

方案的可行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实施方案的种类（例如：在社区里亲自实施，主要在电脑上

完成，在创客空间进行实施，或者需要利用艺术工作室或学校操场）、需要小组合作实施

或者个人完成等。

您可能会需要更大的团队以及更多资源来彻底实施您的解决方案。您可以建立这种团队，

或与现有的团队、组织、或其他拥有资源让您迈出下一步的群体分享您的主意。

11. 展示您的成果

展示问题解决的案例，是增加问题解决者士气非常有力的一种方法。

分享学到的知识、提议过的内容和已有的成就可以起到教育他人的作用，这

也是问题解决中的一步，因为教育可以启发他人进行基于问题解决的思考和

行动。

您在学校、社区里的图书馆、社区中心、宗教机构、虚拟或面对面的会议或活动中可能会有

机会分享您的成果。这起初可能会看起来十分艰巨，但在与他人分享中看到您的努力的成

果，肯定会激动人心！

IHE的问题解决者YouTube频道将会分享各种问题的的解决方案。如果想在我们的频道

上投稿，请按照下方的分享指南拍摄视频，并将视频链接发送给我们。（

视频展示应该同时包含语音和图像的元素。语音展示可以是图片结合语音解释的形式，或

者可以对整个展示过程进行现场拍摄，投影的图像要求清晰可见。

语音展示应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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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晰简洁地陈述问题；产生问题的系统、深层原因；如果问题一直延续以及某个系统

让问题长期存在，那么哪些人或物受到了伤害、哪些人或物会获得了益处？

2. 陈述哪种解决方案是最能解决问题的。（即使您还没有施行这个方案）

3. 如果您能施行一种解决方案，描述一下为什么您会选择该方案，您为此做了哪些

事？

4. 您是如何测量或您将如何测量解决方案带来的影响。

5. 研究的参考文献。

6. 团队里的每一名成员都简要地陈述这个学习过程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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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幻灯片的视频展示：

1. 幻灯片上的文字内容尽可能少，而您不应该照着幻灯片上的字念。如果您给视频制

作音频，幻灯片上的文字内容可以用来增强或者替代音频的内容。

2. 图片应该有高分辨率。

3. 使用任何图片或图表等都需要符合版权规定。

给“问题解决者YouTube频道”投稿，视频被选中的标准包括：

1. 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问题？

2. 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3. 如果按照方案实施，解决方案对问题会带来多大的积极影响？

4. 如果分享该案例，该解决方案的传播性和可复制性如何？

5. 学生在视频展示中的表现如何？包括了扎实的研究，对研究的准确理，良好的批判

性思维、系统性思维、战略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6. 学生自认为他们的学习质量如何？是否对于他们来说是有意义、可迁移的经验？

12. 评估、分享、迭代
解决问题是一个迭代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下面的环形图说明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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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识别、分析问题及其原因，了解利益相关者，想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

决定实施哪一种方案并建立行动计划

实施：实施解决方案并对其结果进行评估

反思：对可改善的领域进行评估

改善：结合您所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建立一个新的计划

应用：实施新计划，进行解决方案的下一轮迭代

在实施您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并评估您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是很重要

的。这是问题解决者在逐渐成熟的道路上非常重要的工作。

完成问题解决者流程后，需要对整个过程进行反馈。在合作、实施和数据收集过程中，哪些

工作完成得好？哪些方面还有待改善？针对个人、团队以及问题本身等几个方面，您学到

了什么？展现出了哪些新思路？在个人成长和迈向问题解决者的道路上，您收获到了什

么？您学习到的内容将如何应用于您的生活以及您的目标和理想？

13. 庆祝！

最后这一步通常会被简单地略过，但是我们鼓励您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庆祝，庆祝您付

出了很多心血的研究以及获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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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考虑用以下一些方式进行庆祝：

• 给每一位问题解决者流程中帮助到您的人写一封感谢信。

• 举办一个问题解决者画展，用图片或文字的形式，描绘问题解决者将会创造什么样

的世界。

• 举办一场问题解决者大会。先围成一个圈，在圈中传递一颗石头。拿到石头的人需

要说：“XXX（圈中任意一个人）是一名问题解决者，因为……”，以这样的方式让所有

人都可以公开地认可另一位同学作为问题解决者所取得的成就。（让所有人注意，在

圈内所有人都被赞赏过之前，提到的名字不能重复。）

• 创作“我是问题解决者”的标志，加入一项问题解决相关活动，例如Climate Strike。

• 举办一场“新闻中的问题解决者”的活动，让人们可以观看年轻问题解决者的视频，

例如格蕾塔·汤伯格，为年轻人的力量带来的改变而喝彩。

• 组织一节“好消息”活动，分享在您的社区、国家以及全球正在开展的积极行动、正

在产生的积极成果。

格蕾塔·汤伯格的Climate Strike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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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需要问题解决者。只要您经过了这本手册所描述的问题解决者流程，您就是一位问

题解决者。我们要大力强调：您的贡献极其重要。我们希望这个流程对您本身有益，并对您

的解决方案所影响到的人们有益。

盼望收到您的来信。无论您会不会制作出视频并提交到问题解决者YouTube频道，我们希

望您还是会让我们知道您的经验与积极影响。我们想要分享最具有问题解决性的思想，也

很想听取我们的问题解决者伙伴的消息！

谢谢您当个问题解决者！

佐伊·维尔（Zoe Weil），主席
Institute for Humane Education
zoe@HumaneEduc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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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资源

推荐视频

鼓舞人心

IHE’s Solutionary Program Video (3 minutes)

Wangari Maathai’s inspiring I Will be a Hummingbird (2 minutes)

Hans Rosling’s 200 countries/200 years describing dramatic improvements in

health and income (4 minutes)

佐伊·维尔关于问题解决者的TEDX演讲
The World Becomes What You Teach (17 minutes)

Solutionaries (19 minutes)

How to be a Solutionary (11 minutes)

Educating for Freedom (18 minutes)

Expanding our Circle of Compassion (13 minutes)

How Will You Answer This Question? (11 minutes)

培养同情心并避免无动于衷

What We Have in Common (3 minutes)

The Antidote to Apathy (7 minutes)

系统性思考

5 Whys (1.5 minutes)

What are Systems (2 minutes)

In a World of Systems (9 minutes)

A Little Film About a Big Idea (12 minutes)

Cautionary Tale about Parachuting Cats in Borneo (3 minutes)

Introduction to Connection Circles (4 minutes)

Creating Causal Loop Diagrams (4 minutes)

Balancing Feedback Loops (4 minutes)

How to Create Cause and Effect Diagrams (3 minutes)

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s (6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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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vizyDFLQ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AEW06J00&amp=&feature=youtu.be


偏见与批判性思维

6 Videos to Teach about Technology Bias and Influence

Critical Thinking Videos from IHE graduate student Nate Nolting

The Best Stats You’ve Ever Seen

研究工具、批判性思维和系统思维工具

Ladder of Inference

Research, Accuracy, Bias Toolkit

CRAAP Detector Toolkit

Asking Good Questions

实施方案的资源

以下有一些额外资源来帮助您计划与实施您的方案。注意，它们大多数都讨论项目而

不是解决方案，而它们都缺乏全面的问题解决者分析镜头，但它们许多都会有有用的

要素。

GIN (Global Issues Network) Project Workbook

Youth Service America Tip Sheet

Global Changemakers Project Management Toolkit

The Education We Want: An Advocacy Toolkit from Plan International

Youth Activist’s Toolkit from Advocates for Youth

Activate Toolkit from Unicef Ireland

The Changemaker Project

额外有用的资源

All of IHE’s Pinterest Boards

IHE’s Pinterest Board on Setting Up a Humane Education Classroom

IHE’s Pinterest Board on Cultivating Ethical and Humane Values

IHE’s Pinterest Board on Critical Thinking

IHE’s Pinterest Board on Systems Thinking and Systems Change

IHE’s Pinterest Board on Cultivating Student Collaboration Skills

IHE’s Pinterest Board on Cultivating Student Presentation Skills

IHE’s Pinterest Board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Research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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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BEbRydzXK-Y1Q4PCDh6VRPa1hyKnWCe/view
http://globalissuesnetwork.org/ginprojectworkbookv1/
http://d3n8a8pro7vhmx.cloudfront.net/gysd/pages/3106/attachments/original/1386537529/YouthToolkitTipsheets.pdf?1386537529
https://docs.wixstatic.com/ugd/7a77c1_e6411d015b8e4a7aafe1ea1a72f0606c.pdf
https://issuu.com/planinternational/docs/english_toolkitlores
https://www.advocatesforyouth.org/storage/advfy/documents/Activist_Toolkit/activisttoolkit.pdf
https://docs.wixstatic.com/ugd/c2a6f3_1830ada43f294dc4a1295c6332fa60c3.pdf
https://www.thechangemakerproject.org/
https://www.pinterest.com/humaneeducation/boards/
https://www.pinterest.com/humaneeducation/setting-up-a-humane-education-classroom-for-middle/
https://www.pinterest.com/humaneeducation/cultivating-humane-ethical-values/
https://www.pinterest.com/humaneeducation/critical-thinking/
https://www.pinterest.com/humaneeducation/systems-thinking-and-systems-change/
https://www.pinterest.com/humaneeducation/cultivating-student-collaboration-skills/
https://www.pinterest.com/humaneeducation/cultivating-student-presentation-skills/
https://www.pinterest.com/humaneeducation/teaching-information-literacy-and-research-skills/


San Mateo County Solutionary Unit Framework

额外链接

Snopes for Internet fact-checking

6 Resources for Finding Meaningful Solutions to Global Challenges

Teach for America offers 8 Tips to Overcome Student Apathy

Ashoka offers a Start Empathy Toolkit, with resources, suggested lesson plans,

and more

Spotting Bias in Your Classroom

Teaching about Unconscious Bias

Some Practical Ideas for Confronting Curricular Bias

Selecting Anti-Bias Children’s Books

Donella Meadows on Finding Leverage Points

推荐书

这些推荐书建议给高中生年纪以上的学生。

整体

Harari, Yuval N.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Toronto: Signal, 2014.

Meadows, Donella. Thinking in Systems.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08.

Rosling, Hans. Factfulness: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 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New York: Flatiron Books, 2017.

Weil, Zoe. Most Good, Least Harm: A Simple Principle for a Better World and

Meaningful Life. Oregon: Beyond Words, 2009.

主要有关人权和社会正义的书

Alexander, Michelle.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The New Press, 2012.

Baird, Robert M., and Stuart E. Rosenbaum, Eds. Hatred, Bigotry, and

Prejudice.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9.

Bales, Kevin. Ending Slave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Batstone, David. Not for Sale: The Return of the Global Slave Trade and How

We Can Fight It. New York: HarperOne, 2010.

Cohen, Stanley. States of Denial: 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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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SvH9LwhRyAbQa0BohG_6EvytKIzCpfT2Plb4RTDTBw/edit
https://www.snopes.com
https://humaneeducation.org/6-resources-finding-meaningful-solutions-global-challenges/
https://www.teachforamerica.org/stories/8-tips-to-overcome-student-apathy
https://www.ashoka.org/en-US/atom/549
https://humaneeducation.org/can-spot-biases-classroom/
https://humaneeducation.org/9-resources-teaching-unconscious-bias/
https://humaneeducation.org/9-tips-for-selecting-anti-bias-childrens-books/
http://donellameadows.org/archives/leverage-points-places-to-intervene-in-a-system/


Eberhardt, Jennifer. Biased: Uncovering the Hidden Prejudice That Shapes

What We See, Think, and Do. Random House, 2019.

Johnson, Allan. G. Privilege, Power and Difference. Boston, MA: McGraw-Hill,

2006.

Kassindja, Fauziya. Do They Hear You When You Cry. New York: Delta, 1999.

Kielburger, Craig. Free the Childre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9.

Kressel, Neil J. Mass Hate: The Global Rise of Genocide and Terro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2.

Kristof, Nicholas and WuDunn, Sheryl. A Path Appears: Transforming Lives,

Creating Opportunity. Vintage, 2014.

Kristof, Nicholas and WuDunn, Sheryl. Half the Sky: Turning Oppression into

Opportunity for Women Worldwide.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2009.

Sloan, Judith and Lehrer, Warren. Crossing the Boulevard. W.W. Norton & Co.,

2003.

Yousafzai, Malala and Lamb, Christina. I Am Malala: The Girl Who Stood up for

Education and Was Shot by the Taliba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3.

Yunus, Muhammad. 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 Social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9.

主要有关环境保护的书

AtKisson, Alan. Sustainability is for Everyone. ISIS Academy, 2013.

Berners-Lee, Michael. How Bad are Bananas?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Everything. Berkeley,

CA: Greystone Books, 2011.

Braungart, Michael. & McDonough, William. Cradle to Cradle: Remaking the

Way We Make Things. New York, NY: North Point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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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线状态：一切衡量所根据的地点或状况

• 生态圈：全球生物体所存在的地区，包括地面与空气

• 参考文献：列出所引用或参考的书，文章，或作者

• 设计：以细心的考量规划或发明

• 内分泌科：有关内分泌腺与激素的医学分支

• 可行性：能容易或方便做到的状态或程度

• 食物沙漠：一个难以买到负担得起或质量良好的新鲜食物的邻里或城市、区域里的

地区

• 全球化的世界：指连接世界上所有的居民的相互交织的系统

• 人道主义：与拯救人命和/或减轻痛苦有关

• 实施：落实

• 迭代：重复反馈

• 立法：法律

• 立法者：颁布律法的人

• 杠杆点：某个系统结构中能应用到解决方案要素的地点

• 游说：试图影响到一位政治家或公务人员对某个课题的立场

• 可衡量的目标：能得到量化的目标

• 单一种植的农业：只生长或生产一个农作物、植物或牲畜类的农业做法

• 非线性Nonlinear：非相继、直接

• 大流行病：全球疾病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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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用来消灭有害于种植的植物或动物的昆虫与其他生物体的药物

• 问题陈述：跟一个将会应付的问题或将会改进的状况有关的简要描述

• 根本原因：启动整个导致问题因果的核心课题或最高层的起因

• 把学生推向监狱：儿童直接从公立学校进入少年和刑事司法制度的现象

• 相继：形成或遵循合理次序

• 问题解决者：一位认识到不公正、不可持续、和/或不人道的体系病以最高效率以及

对人、动物、和环境带来最少伤害的方式解决问题

• 利益相关者：与某个企业或系统利害攸关并受到任何行动的影响的人或群体

• 可持续：在长期内能够维持

• 体系：形成一个彼此相连的网络的一套事物；某个行为所遵守的一套原则或程序；有

组织的方案或方法

• 税收补贴：一个为了促进消费或生产而刻意提供给某些企业或行业的税收负担降低；

政府以经济激励而发放的福利

• 意外不利后果：一个行为为某事、某人、或某个组所带来的出乎意料、计划外的有害

后果

• 美国农业部：负责制定和执行在美国内有关农业、林业、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粮食

的联邦法律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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