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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是一流学科建设.加强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考核评估是促进世界一流学科早

日建成的有效途径.提出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考核评估体系建立的基本依据、原则、思路和方法;

明确了评价指标遴选来源,确立了从学科建设指导思想、师资队伍、科研成果、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文化传

承、国际视野、建设条件、学科组织及学科声誉等９个角度２１个一级指标、３８个二级指标及其相应的评估考

核标准;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评估等级考核表;为国家制定一流学科中期建设

绩效考核方案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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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过近两年的遴选准备,翘首以盼的双一流大

学(学科)建设评选结果终于公布了[１].全国１３７所

大学入选,其中４２所入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 类

３６所、B类６所),９５所入围一流学科建设高校,１０８
门学科、４６５次入选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含４４个

自定学科).需要明确的是,本次入围的仅仅是“双
一流大学(学科)建设名单”! 即通过“竞争优选、专
家评选、动态筛选、政府比选”等遴选程序后[２],认为

这１３７所大学及其所设立的４６５个学科在国内处于

前沿或很有特色和发展前景,属于“扶特扶新扶优扶

需”范围,经过国家专项资金政策进一步扶持建设,
有望在若干年内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为了进一步激

活入选高校(学科)建设活力和内生动力,使投入的

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国家准备以绩效评估为杠杆,注

重建设过程和结果的绩效评价,实施总量控制,动态

调整,不搞终身制;为入选高校(学科)带来压力的同

时也为其它高校带来希望[３].同时规定,双一流建

设项目每五年一个周期进行重新遴选,并将引入第

三方评估机制.本轮从２０１６年算起(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２０１８年将到中期评估阶段,因此急需尽快研究

制定出中期建设绩效评估方案[４].由于双一流大学

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是一流学科建设,制定出台世界

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评估方案也就成为当前迫在

眉睫的工作.
本文既以此为背景,尝试制订出新时代具有中

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评估考核体

系,为国家即将启动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

检查考核评估提供参考建议.

二、世界一流学科中期绩效评估体系制订的

基本依据、原则、思路和方法



(一)制订的依据

本文制订的世界一流学科中期建设绩效评估指

标体系,以统筹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为目标,以国务院、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
行)»等文件为依据,以过程绩效考核为杠杆,坚持立

德树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和«国
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加快促成具有中国

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早日建成,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

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本文制订的世界一流学科中期绩效评估体系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

１．体现世界一流、凸显中国特色

入选的这４６５个不同高校学科都是国内排名靠

前,以冲击世界一流学科为最终目标.因此对这些

学科建设的中期绩效评估也应以国际上一流学科评

估标准要求为主要依据;同时要体现出中国特色,即
评估指标的遴选和标准要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

国情,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目标.

２．注重发展性、过程性评估

中期评估只是学科建设过程中的诊断性、形成

性评估,因此不把最终建设结果作为评估目的,而是

主要评估其建设进展情况,即评价其阶段性、过程性

建设情况,如以建设方案的制订与目标的确定、实施

情况、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等作为主要考察指标.

３．重点评估与全面考察相结合

既要重点评估世界一流学科的关键性指标(如
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与创新、国际交流等)建设情况,又要全面考察学科

建设的总体情况,设计的指标体系应尽可能将衡量

学科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全面完整地反映出来,以
便对评估对象作全方位、多角度评估.这样既能抓

住重点和关键环节,又能避免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

不足.

４．可操作性与指导性相结合

对学科建设进行评估应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

改、重在建设、贵在落实”的基本原则,因此所制订的

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就不能笼统含糊不清就事论事,
而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性,便于评估对象、评估

专家和评估机构进行观察、评判、实施和改进.

此外选定的评估指标体系各项目与子项目之间

应具有相对独立性.要防止对同一学科评估对象内

容的重复评价;语言描述要简练、明确具体.
(三)制订的思路方法

本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选择和建

立采用了质性研究法(资料收集法)和系统分析法相

结合的方法,具体实施流程如下图１:

图１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评估

指标体系构建实施流程图

首先,以国家出台的双一流大学建设有关文件

为指导,全面把握国家对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总体

要求、建设原则、目标任务及有关政策支持措施等,
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评估作好

政策功课.
第二步,依据国家提出的一流学科建设目的、内

容、标准和要求,收集当前国内外最具影响的一流学

科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访谈、调研有关专家、学科

带头人等了解世界一流学科的主要标志和制约因

素,博采众长力争使所选择设计的评估指标体系既

有针对性又具有世界水平,同时选取的评价指标体

系标准尽可能全面、可操作.
第三步,对收集到的一流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进

行处理.由于国际上不同国家、不同机构评估一流

学科所采用的评估体系针对性和侧重点不尽相同,
标准要求也不一样;有重复甚至有冲突之处,因此,
采用这些指标体系一定要立足我国实际,围绕具有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标准进行指标的归类

合并、追加或剔除.
第四步,确定二级评估指标及其相应的评估标

准并分类归纳处理.一级指标比较笼统,需要通过

几个二级指标来落实,并针对这些二级指标提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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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评判标准,从而形成具有一定层次结构的评估

指标体系初稿.
第五步,确定权重及其等级标准.不同的评估

指标在学科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不同,
这就需要赋予评估指标不同的权重和等级标准.

第六步,合理性、完备性评价、检查和修改.独

自构建的一流学科建设中期评估指标体系肯定有不

完善之处,需要请教有关专家、学科带头人对其提出

修改完善意见(包括指标权重的确定).
第七步,修改完善.结合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反复修订使其不断完善.

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

绩效评估体系的建立

(一)绩效评估指标遴选的来源

遴选评估指标是制订绩效考核的前提和关键,
基于以上提出的学科绩效评估制订依据和基本原

则,本文遴选的评估指标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务院发布的双一流大学建设«总体方案»

和«实施办法»中提出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任

务: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水平及成果转化、社会

服务、国际交流、文化传承创新等,这既是学科建设

的核心也是评估学科建设绩效水平的标志,同时体

现出中国特色学科建设新理念.
二是借鉴国际一流学科评估机构推出的学科排

名指标体系.要想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就要以目前

国际上影响力、公认度最大的世界一流学科评价标

准来衡量和建设.目前国际上影响力公认度最高的

学科排名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四家,分别为«泰晤士

高等 教 育 世 界 大 学 学 科 排 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WorldUniversityRankings,THE)、«上
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科排名»(AcademicRanking
ofWorldUniversities,ARWU)、«QS 世界大学学

科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Rankings,QS)和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学科排名»(U．S．News &
WorldReport,USNWR).THE 的世界一流学科

排名选取了５个一级评价指标(教学水平、科研水

平、论文引用率、产业收入和国际视野)和１３个二级

指标[５];ARWU设计了５个一级评价指标:获奖校

友(Alumni)、获奖教师(Award)、高被引科学家数

(HiCi)、论 文 收 录 数 (PUB)和 高 质 量 论 文 比 例

(TOP)[６];QS 遴选了 ４ 个评价指标:同行评议

(Academic Reputation)、雇 主 评 价 (Employer
Reputation)、论文被引次数(Citationsperpaper)和
学者的 H 指数(HＧindex)[７];USNWR的学科排名

评价指标由６个一级指标(同行评议、学生选择、学
生成功、资源情况、研究活动、其它)和１７个二级指

标组成[８].以上四家国际学科排名机构基于不同侧

重点分别选取若干个学科评价指标进行排名,但这

些评价指标多有重复.
三是参考国内学科评价指标体系.教育部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先后四次对国内大学学科建设情

况进行评估排名,其２０１６年公布了«第四轮学科评

估指标体系»[９],该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分为三级,其
中一级评估指标包括４项内容(师资队伍与资源、人
才培养质量、科研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二级

指标１０－１１项,三级指标１５－１８项.考虑到不同

学科特色和建设差异,又分为人文类、理工类、社科

类等９大类,不同学科门类在二、三级指标设置上稍

有不同.
笔者曾对以上国内外世界一流学科评价指标作

过较为系统的分析,发现这些学科评价机构选取的

评价指标及标准要求有所不同,但多有重复,经研判

合并同类项后共提取出２１项,并据此提出了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学科实施路线图[１０].
四是与有关高校专家学者特别是学科带头人交

流沟通后,对学科评价指标尤其是评价标准要求有

了新的启示.
(二)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

依据我国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标准要求并参考

国内外有关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后,本文确定从学科

建设指导思想、师资队伍与科研团队、科研成果水

平、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国际视野、学科

建设条件与利用、学科组织和学科声誉等９个角度、

２１个一级指标、３８个二级指标对一流学科中期建设

绩效进行考核评估并提出相应的评价标准.

１．学科建设指导思想

学科建设指导思想是明确学科办学定位、建设

目标,把控学科发展方向的关键.本文选取目标定

位、建设思路２个一级评估指标,涵盖学科定位与发

展规划、思想观念和学科建设中心地位３个二级指

标,主要考察本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是否明确、建设

思路理念是否先进、学科建设中心地位是否真正确

立、校领导的重视程度、建设规划方案是否可行、保
障措施是否到位以及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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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习近平教育思想理论、立德树人、服务国家需

要、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

２．师资队伍与科研团队

师资队伍与科研团队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与核

心.主要从师资队伍与科研团队的结构和学科建设

骨干两方面来进行考察.前者涵盖师资队伍与科研

团队的整体结构与发展趋势、科研骨干２个二级评

价指标;后者包括学科带头人、高被引科学家数和青

年科研教学人员建设情况３个二级评价指标;主要

考察学科建设队伍的数量质量、结构层次、科研团队

运行、研究方向、研究能力水平和发展潜力等.

３．科研成果水平

科研成果和水平是评判学科建设绩效的关键

性、标志性指标.对学科建设科研成果的评估主要

包括评估本学科科研的整体水平以及产出的标志性

科研成果如论文、项目、获奖、专利、著作教材及成果

转化情况等,因此选取了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科研

获奖、申请专利及成果转化５个一级指标和相对应

的９个二级评估指标分别进行考核.突出考察申请

获批的国家重大项目、在国际等级期刊(TOP期刊)
发文、入围ESI数及引用率和取得的国内外大奖和

荣誉称号等情况,同时适当考虑成果转化率.

４．人才培养

培养高素质创新性人才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学科的基本任务.人才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

培养过程、在校生学习科研、毕业生就业及用人单位

评价四个方面.其中培养过程质量主要体现在课程

教学、导师指导、双语教学、研究生国际交流与生均

教学经费等方面;对导师的评价主要考察其获得国

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国家级教改教

研重大课题、国家级精品课程的数量;在校生表现主

要体现在学生报考本学科专业的竞争激烈度、在校

期间的科研学习风气、毕业论文质量、授予学位数及

在校优秀学生的表现等方面;毕业生就业率、优秀毕

业生表现,用人单位对毕业学生的工作情况及综合素

质的评价也是衡量学科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

５．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

利用学科优势向社会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和传

承创新先进文化也是一流学科建设肩负的重要使

命.举办重要学术会议,向社会开放实验室;创办学

术期刊,引领学术发展;推进科学普及,积极传承弘扬

优秀文化,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承担社会公共服

务;发挥智库作用,为制订政策法规、发展规划、行业

标准提供咨询建议并获得采纳等社会服务工作.是

评价学科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重要依据.

６．国际视野

学科建设不能闭门造车,否则就达不到建成世

界一流学科的目的.凡世界一流学科,其国际化交

流程度都很高:教师均具有海外学习经历并定期参

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科同行有广泛的学术联

系、积极引进吸纳国际一流学者来校任教、参与国际

合作项目联合发表研究成果、承担国际学术会议并

担任国际会议或国际学术组织重要职务、学生定期

向国外派送交流以及招收大量留学生等都是考核学

科国际化水平高低的重要评判指标.

７．学科建设条件与利用

具有优越的学科建设环境资源是学科向世界一

流迈进的重要物质条件保证.评判学科建设条件主

要包括科研环境建设、实验、实习、实训场地仪器的

数量和质量、平台基地建设、文献资源建设和科研经

费保障并能在学科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获批国家

级科研平台基地的数量及承担的重大任务等.

８．学科组织

学科组织即学术组织,就是为了保证学科建设

顺利进行而建立的学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学

者指出,大学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科组织建设[１１];
学校学院建立有比较完善的学科建设管理领导组织

机构、制订出台专门文件措施保障一流学科建设各

项目标有效推进、设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特区”、赋
予一流学科建设团队尤其是学科带头人足够权利以

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等;学科研究团队

的凝聚力、创新性和上进心等都是评价一流学科组

织建设绩效的主要内容和标准.

９．学科声誉

学科声誉评价是一种定性评价,是指国内外学

术同行对本学科在人才培养、研究成果、服务社会、
师资队伍、国际交流、学科特色等方面的总体评价.
是对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知名度和总体建设

水平的总结性评价.
(三)确定评价指标选项要求及指标权重

本文依据评价指标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程

度,把所选的３８个二级指标又分为必选项(Must)、
可选项(Option)和鼓励选项(Encourage),分别用字

母 M、O和E来标识;这还需要专家组集体作统一

认定;另外,不同的评价指标发挥的作用和对学科建

设的贡献不同,需要用权重指标来体现.权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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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评价指标项在评估指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

挥作 用 的 大 小.本 文 采 用 了 特 尔 斐 法 (Delphi
method)来确定指标选项的重要程度和相应的权重

系数.具体确定程序见下图２:

图２　特尔斐法确定评价指标选项和权重实施流程图

首先把课题组选取的评价指标及赋予的权重

(０—１)分发给有关专家(５位)征询意见,让其判定并

分别提出不同意见;收集汇总后取其权重平均值,二
次赋值再分发给这５位专家请其评判;收集汇总后

取其权重平均值,再次赋值发给这５位专家请其评

判;第三次函询,.经过反复多次征询专家意

见,指标权重赋值意见基本趋于一致;最后取其平均

值写入绩效考核表中.
(四)评判等级标准

本评估考核量表主要为一流学科中期建设绩效

评价所用,为此,需要给出最终的评估等级结论.目

前常用的评估等级划分标准有三等式(好/一般/
差)、四等式(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和五等式(优
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本绩效考核评估等

级表采用了五等式并赋予相应的考核等级值.
当评估内容、评估指标、选项要求、评估标准、参

考权重和评估等级确定后,即可建立世界一流学科

中期绩效评估等级考核表.见下表１.

表１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评估等级考核表

评估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选项

要求

参考

权重

评估等级

优秀５良好４中等３合格２不合格１
得分

学科建设

指导思想

目标定位

建设思路

学科定位与发展规划 M １．０

思想观念 M ０．５

中心地位 M ０．５

师资队伍与

科研团队

队伍结构

学科骨干

整体结构与发展趋势 M １．０

青年科研教学人员 M ０．４

学科带头人 M ０．８

高被引科学家数 E １．０

科研骨干 M ０．５

科研成果水平

科研成果

科研获奖

科研项目

申请专利

成果转化

科研水平 M １．０

论文数量 M ０．７

论文质量 M ０．８

出版专著 E ０．６

出版教材 O ０．４

科研获奖数量与质量 O １．０

科研项目数量与质量 M ０．８

专利数量质量 E ０．８

成果转化数量效益 E ０．５

４６ 刘瑞儒,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研究



人才培养

培养过程

在校生

毕业生

雇主评价

课程教学 M ０．７

导师指导 M ０．６

研究生国际交流 E ０．５

双语教学 E ０．５

生均经费 O ０．５

学生选择 O ０．４

学位论文 M １．０

优秀在校生 E ０．４

授予学位数 M ０．４

科研学习风气 M ０．６

优秀毕业生 O ０．８

用人单位评价 M １．０
社会服务与

文化传承

社会服务与

文化传承贡献

社会服务特色与

文化传承贡献
O ０．５

国际视野 国际合作交流 国际合作交流 E ０．８

学科建设条件

与利用

科研环境 科研环境建设 M ０．８

平台基地 科研平台基地数量与层次 M ０．８

科研经费 科研经费投入 M ０．７

文献资源 研究文献数量与质量 M ０．８

学科组织
学科建设管理

体制运行机制

管理体制 M ０．５

运行机制 M ０．５

学科声誉 学科声誉 学科声誉评价 M １．０

四、几点说明

一是本文制订的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考核表

既适用于本次遴选的４６５个一流建设学科,也可为

其它学科建设提供参考,但是具体学科(文、理、工、
医等)在建设过程中会有所不同,可作适当调整.

二是关于学科群评估.学科群是多个学科门类

的集群.近年来为了快速提升学科建设水平,部分

高校将若干个相近的学科集结为一体,打包“捆绑

式”建设(如北理工组建的５＋３学科群等),希望能

通过不同学科的相互交叉协同发展,承担更大课题

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１＋１＞２的学

科建设功效.学科群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科研

主导性,以联合攻关重大科研项目为主要目的;二是

组织松散性,成员之间联系不紧密.鉴于此,制订通

用的学科群评估指标体系并不现实,若要对其评价,
只能制订适合不同学科群的评价指标体系.而更可

行、更有意义的是构建一个基于评估核心要素的概

念逻辑框架,对学科群的三大要素(核心能力、中间

资源、外围环境)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学科群评估的

方法主要有:自我评审与专家评审、定量评估与定性

评估、静态评估与动态评估等[１２].如何制订出适合

不同学科群的评估指标体系,这正是笔者下一步深

入研究的重要选题.
最后,制订学科建设绩效评价是手段不是目的,

帮助学科建设者找到制约学科发展的“木桶短板效

应”,发现不足尽快补齐,从而加快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步伐,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才

是撰写本文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１]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EB/

OL]．http://www．moe．gov．cn/．教研函〔２０１７〕２号．
[２]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统筹推

５６刘瑞儒,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研究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EB/

OL]．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１７Ｇ０１/２７/content_

５１６３９０３．htm＃１．教研[２０１７]２号．
[３]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总体方案的通知[Z]．国发〔２０１５〕６４号．
[４]教育部网站．权威解读: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七答“双一

流”建设[EB/OL]．http://www．moe．gov．cn/
[５]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官方网站,排名方法[EB/

OL]．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
universityＧrankings/．

[６]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按学科排名方法[EB/OL]．http://

www．shanghairanking．cn/ARWUＧSUBJECT．
[７]QS 世 界 大 学 学 科 排 名 官 方 网 站 [EB/OL]．http://

www．iu．qs．com/universityＧrankings/subjectＧtables/．
[８]«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学科排名[EB/OL]．

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
[９]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第四轮学科评

估邀请函[Z]．学位中心[２０１６]４２号．
[１０]刘瑞儒,何海燕,李勇,等．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实施

路线图———基于世界一流学科评价指标[J]．教育发展

研究,２０１６,(２１):１Ｇ７．
[１１]宣勇．大学学科建设应该建什么[J]．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６(７):３０Ｇ３１．
[１２]薛振伟．高校学科群评估的理论与方法探讨[J]．高等农

业教育,２０１５(５):２２Ｇ２４．

StudyonMidＧtermPerformanceAssessmentinDevelopingWorldＧclassDiscipline

LIURuiru１,２,HEHaiyan２

(１．CollegeofEducationScience,Yan＇anUniversity,Yan’an,Shaanxi７１６０００;

２．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１)

Abstract:ThecoreofthedoublefirstＧclassuniversitydevelopmentisthefirstＧclassdisciplinedevelopment．Tostrengthenthe
midＧtermperformanceassessmentinthedisciplinedevelopmentisaneffectivewaytorealizeanearlycompletionoftheworld
firstＧclassdisciplinedevelopment．This paperputsforwardfundamentalbasis,principles,ideasand methodsforthe
establishmentofamidＧtermperformanceassessmentsystemforthedevelopmentoftheworldfirstＧclassdisciplines,clarifies
thesourceofassessmentindexesselectedandestablishes２１firstＧgradeindexes,３８secondＧgradeindexesandcorresponding
assessmentcriteriafrom９viewpointssuchasthoseoftheguidingideologyforthedevelopmentofthediscipline,faculty
development,scientificresearchoutcomes,personneltraining,socialservicesandculturalheritage,internationalvision,

constructionconditions,disciplineorganizationanddisciplinereputation．Thispaperalsodevelopsanassessmentratingscalefor
themidＧtermperformanceassessmentfortheworldfirstＧclassdisciplinedevelopment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ndproposes
somesuggestionsforthestatewhenitformulatesmidＧtermperformanceevaluationstandards．
Keywords:worldＧclassdiscipline;midＧtermindevelopment;performanceassessment;assessmentratingscale

(上接第５３页)
CurrentStatusofandImprovementApproachesforCriticalThinkingDispositionofthePostgraduates

ofLiberalArts:StudyontheSurveyofHUniversityasanExample

LEIHongde,LIUShuijun
(SchoolofEducation,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４３００７４)

Abstract:Theauthorhasmadeasamplingsurveyover７０７postgraduatesmajoringin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atH
UniversitywiththerevisedCriticalThinkingDispositionInventoryＧChineseVersion(CTDIＧCV),and１２ofthestudentswere
interviewedduringthesurvey．Theresultsshowthattheircriticalthinkingdispositionisstrongasawhole,andthetendencies
ofeach dimensionlistedfrom thestrongesttothe weakestareinquisitiveness,analyticity,cognitive maturity,openＧ
mindedness,criticalthinkingconfidence,systematicness,andtheabilityoftruthＧseeking．Meanwhile,studentsofliberalarts
indifferentcategorieshavedifferentcriticalthinkingdispositions．Theauthorsummarizesthatithelpsalotforpostgraduates
majoringinhumanitiestoimprovetheircriticalthinkingiftheycouldimprovetheircognitionabilityfromlowleveltohigh
level,converttheirinterestingfocalpointsintoresearchtopicsandinnovationideas,andstrengthentheirthinkingtraining
startingfromtruthＧseeking．
Keywords:criticalthinkingdisposition;postgraduatesmajoringinarts;questionnaire;interview

６６ 刘瑞儒,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