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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产生增值的影响更大且一流大学A类比B类的影响要大。推进和实

施一流大学的一流本科教育，应着重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一流大学有条件

有能力在培养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上发挥主体作用，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成效

应列入一流大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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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任

务和重要基础。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创新创造

的必要条件，是创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大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及其增值程度是检

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维度。

一、相关研究简述

（一）批判性思维的内涵及能力测试工

具

批判性思维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杜

威（Dewey，J.）在《我们怎样思考》一书中提出

的。［1］但在其后，在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概念

上出现了诸多争论，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不

同关注点、不同方法等多维度来定义批判性

思维。［2］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定义是范西

昂（Facione，P.）经由德尔菲法得出的有关批

判性思维的概念，“有目的的、自律性的判断，

通过这种判断得到针对它所依据的那些证据

性、观念性、方法性、标准型或情境性思考的

阐述、分析、评估、推导以及解释”［3］。研究

者也格外关注批判性思维的行为过程，构建

批判性思维的要素图或行动框架，试图告知

人们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技能和态度

在合适的时间批判性地思考某个问题、假设

或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简尼塞克（Jenicek，

M.）和希契柯克（Hitchcock，D.）的研究，他们

将批判性思维分解为七个要素：问题识别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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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澄清意义、搜集证据、评估证据、推导结

论、考虑其他相关信息、综合判断。［4］其核心

思想是，批判性思维超越了单一论证的维度，

它包含对证据本身的批判性评估，其中具有

创造成分。

批判性思维是教育和培训的产物，能被

习得也能被传授，且可被客观测试。［5］如此，

个人或第三方机构开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测

评工具应运而生。比较有影响的有康奈尔批

判性思维测试、［6］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

能测试和倾向量表、［7］ETS水平轮廓测试、［8］

大学学业水平评估考试、［9］大学学习评估考

试、［10］中国本科生能力测评［11］等，其共同特

点是将批判性思维作为核心的通用能力进行

标准化评估。

（二）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的组

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借助上述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评工具，一

些研究从院校的层次、类型、规模与地理位

置，学生的学科、专业、年级、种族、大学前成

长经历等角度，分析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的组间差异。例如，引入院校对学生选拔

性的变量后发现，高选拔性的文理学院的学

生比研究型大学、地方性学院的学生，在批判

性思维能力上均显著高出0.13个标准差。［12］

位于郊区或小城镇的大学的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显著高于位于大都市的大学的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院校规模与其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得分呈中等强度的正相关。［13］在

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分上：研究型大学学生显

著高于地方本科大学学生且年级和学科差异

显著。［14］

研究者们还探讨了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

力发展之所以存在差异的影响机制。有学者

探讨了种族、性别、年龄、学术动机、工作责任

感、所在院校的不同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均分、课程作业的类型等因素对批判性思

维能力发展的影响。［15］有学者从认识论信念

视角的分析发现，学校、年级和自我发展阶段

等特征显著影响批判性思维的发展。［16］有学

者认为，教师是否平等且公平地对待每一个

学生、学生是否有开放的渠道和教师交流、能

否迅速获取针对学业的有益反馈、能否清晰

地理解项目的规则和政策、是否被要求去尝

试从其他方法、课程中寻求论据等因素，均会

影响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17］

（三）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增值评

估

不少的研究基于横截面或追踪调查数

据，利用实验或准实验的设计来测度和评估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并揭示其增值

的来源。

其一，测度某一时段大学生批判性思维

能力的增值幅度。第一年大学学习经历可以

提高0.11个标准差。［18］两年和四年的大学就

读经历分别可提高 0.18、0.47 个标准差。［19］

有学者基于大量实证研究论文的元分析发

现，将近 63%～90%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变

化发生在大二学年，在批判性思维能力及批

判性思维能力倾向上，高年级学生比新生均

高出0.5个标准差。［20］

其二，分析某项特定活动对大学生批判

性思维能力增值幅度的影响，如参与一学期

批判性思维课程学习、参与多元化课程学习、

参与俱乐部或其他类型社团活动可分别提高

0.3、0.14、0.14 个标准差。［21］也有研究发现，

有六类教师（给学生布置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与学生开展与课程相关的互动、在课堂上使

用合作学习技术、强调高阶认知活动、强调教

育活动、在良好校园风气或校园文化中工作）

的教学实践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的影

响较大。［22］

其三，分析学校教育对大学生批判性思

维能力增值的净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条件

下，两年制社区学院的教育可以提高学生

0.34个标准差的批判性思维能力。［23］在控制

了学术能力、高中阶段GPA、教育期望、人口

统计学特征等变量后，接受了一年的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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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比那些未进入大

学的高中毕业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显著高出

0.44个标准差。［24］在控制了大学前批判性思

维能力水平、学术动机、种族、性别、工作责任

感、社会经济地位、校园居住情况、课程作业

类型、教学质量等变量后，课程学习的学时数

对第三学年末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有

显著正向影响。［25］

综上，从批判性思维的概念、要素及测

试工具的开发，到应用测试工具来评估大学

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及其增值，研究者们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

础。本研究遵循前述范西昂经由专家法得出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定义，将利用本土化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测评工具，对全国本科生批判

性思维能力进行客观测量，并具有针对性地

分析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

及增值状况，具有充足的研究空间和重要的

研究价值。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测评工具及其信效度

1. 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本团队 2016 年 12 月对

全国 16 省（自治区、直辖市）83 所高校的 1.6

万名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评。考虑到

院校、年级、学科的同质性问题，项目组仅邀

请每所抽样高校 200 名本科生参加，大一新

生和大四毕业生各占50%，文、理、工、医四学

科门类各占25%，测评时间为50分钟。大一

8 173和大四 5 399样本（总计13 572）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得分有效。其中，2 575个样本来

自 16 所一流大学（11 所 A 类高校 1 663 人，5

所 B 类高校 912 人），1 974 个样本来自 12 所

“211 工程”院校，9 023 个样本来自 55 所“其

他高校”。在42所一流大学中本次测评数据

覆盖16所，即近四成的一流大学接受了我们

的测评，样本具有代表性。

2. 测评工具及其信效度

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评工具由董毓教授领

衔的中外专家团队开发，经多轮预测试与调

试，形成了一套包含六个子维度（分析论证结

构、意义澄清、分析评价论证和推理、评估信

息叙述可推出含义、评估信息可信度、识别隐

含假设）的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评工

具。该测试工具共 33 个客观选择题，满分

100。该套测评工具的克伦巴赫（Cronbach）α

系数为 0.623，表明测评工具具有良好的信

度。分别以本科生高考总分、语文分、数学

分、英语分及被测学生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

自我评价为效标，效标效度分别为 0.364、

0.185、0.296、0.273、0.094，均为高度显著，表

明该测评工具有效。［26］

（二）计量模型

基于经验数据从微观层面剖析高等教育

影响学生能力提升内部作用机制的研究，试

图解释学生个体认识自我、提升知识与能力、

认知世界与心理成熟等过程，形成大学生发

展理论体系，代表性的有佩里（Perry，W.）的

大学生智力与道德发展理论、［27］阿斯汀

（Astin，A.）的 IEO 模型及学生参与理论、［28］

汀托（Tinto，V.）的学生辍学理论、［29］帕斯卡

瑞拉（Pascarella，E. T.）的变化评定模型［30］

等。由这些理论可知，大学生能力发展受学

生个人特征、家庭背景特征、大学前教育经

验、院校的组织或结构特性、学校环境、主体

间互动、学习投入、学生努力质量等因素的综

合影响。这些研究，为本文分析一流大学本

科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及增值差异提供

了理论框架。

1. 一流大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

差异

为比较在入学和毕业两个时点上，一流

大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是否比其他

高校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更高，本文

采用模型（1）进行分析：

CTi＝β0＋β1 FirstclassUi＋β2 ＋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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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Ti 为本科生 i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测试得分，FirstclassUi为一流大学变量，以其

他高校为参照组。 为控制变量，在已有

研究基础上，本文选择三类：人口统计学变量

（含性别和民族，分别以女性、少数民族为参

照组）；家庭背景变量（含户口类型、家庭经济

水平、父母一方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分别以农

业户口、远低于平均水平、父母均未接受高等

教育为参照组）；大学前教育经验（含高中所

在地、高中类型、班级类型、高三成绩排名，前

3 个变量分别以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国家重

点、重点班为参照组）。β0 为截距项，β1、β2 分

别为相应变量的拟合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见表1）

2. 一流大学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

值的影响

为比较在从入学到毕业的本科教育期

间，一流大学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

产生的影响是否比其他高校对本科生批判性

思维能力增值产生的影响更大，本文采用模

型（2）进行分析：

△CTi＝γ0＋γ1 FirstclassUi＋γ2 ＋φ（2）

其中，△CTi 为本科生 i 在大学期间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增值状况。因本次测评得到的

是横截面数据，无法直接获悉本科生在大学

期间的“增值”数值，为此，本团队借助经济学

领域常用的模型预测法来反向估计本科生批

判性思维能力增值，基本步骤如下。

第一步，以调查问卷获取的大一新生详

细的人口统计学、成长过程、大学前教育经验

等信息为自变量，以大一新生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水平为因变量，拟合得到本科生大一入

学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的预测模型。

第二步，基于上述预测模型，利用大四

毕业生的人口统计学、成长过程、大学前教育

经验等信息，反向估计大四毕业生在“大一入

学”时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

第三步，利用大四毕业生批判性思维能

力的测试得分（实际得分）减去由反向估计得

到的这批人“大一入学时”的得分，测度出大

四毕业生在本科就读期间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增值。［31］式（2）中的γ0为截距项，γ1、γ2分别为

相应变量的拟合系数，φ为随机扰动项。表1

呈现了各自变量的分布特征。

三、研究结果

（一）不同类型高校的本科生批判性思

维能力水平及其增值存在明显差异

表2呈现了各高校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

表1 各自变量的分布情况

变量

高校类型

性别

民族

户口类型

父母接受
高等教育

家庭
经济水平

高中所在地

高中类型

班级类型

高三
成绩排名

A类一流大学

B类一流大学

“211工程”院校

其他高校

女

男

少数民族

汉族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未接受

接受

远低于平均水平

低于平均水平

平均水平

高于平均水平

远高于平均水平

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地级市

县或县城

乡镇

农村

国家重点

省重点

市重点

普通

重点班

普通班

均值

标准差

大一
（N＝8 173）

11.88%

6.73%

15.01%

66.38%

51.82%

48.18%

9.03%

90.97%

54.10%

45.90%

68.41%

31.59%

5.88%

33.05%

53.36%

7.55%

0.16%

16.49%

28.33%

48.79%

5.15%

1.24%

4.31%

27.66%

28.78%

39.25%

49.84%

50.16%

0.292

0.219

大四
（N＝5 399）

12.82%

6.70%

13.84%

66.64%

49.27%

50.73%

8.01%

91.99%

59.79%

40.21%

74.01%

25.99%

8.02%

34.73%

50.89%

6.08%

0.29%

13.01%

29.00%

50.57%

5.75%

1.67%

4.51%

28.36%

29.52%

37.62%

49.43%

50.57%

0.283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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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及本科期间增值幅度的描述统计。第

一，从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评得分均值看，整体

上，无论是大一还是大四，一流大学均明显高

于其他高校；一流大学 A 类均明显高于其 B

类（但B1稍有例外）。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类

型高校间批判性思维能力差异均高度显著

（大一样本：F值为33.46，P值小于0.001；大四

样本：F值为25.16，P值小于0.001）。第二，从

大四毕业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的均值上

看，一流大学明显高于其他高校；一流大学A

类明显高于其 B 类（但 B1 稍有例外）。需要

说明的是，代号为B4的大学和其他高校组的

大四学生样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为负，

说明这些学校被测学生样本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在本科期间不增反降。方差分析表明，不

同类型高校间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差异高度

显著（F值为6.56，P值小于0.001）。

上述结果说明，无论在被测学生批判性

思维能力现状水平还是在其增值上，不同院

校间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这些存在的差异

是不是得益于所在院校提供的本科教育呢？

可以在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后再分析得出。

表2 不同类型高校的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及本科期间增值的描述统计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B1

B2

B3

B4

B5

“211工程”院校

其他高校

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

大一

N

101

92

100

73

74

126

35

99

91

88

92

129

98

95

121

107

1 227

5 425

均值

67.29

66.23

65.93

65.21

65.06

64.9

64.5

63.51

62.63

62.22

60.34

60.95

59.05

56.42

56.29

50.24

58.26

51.07

标准差

11.18

9.67

10.72

11.28

9.74

12.01

9.34

10.19

10.55

8.74

12.71

10.31

10.68

9.8

11.35

13.79

11.72

11.8

大四

N

55

107

19

19

62

99

38

94

63

93

43

97

99

83

55

28

747

3 598

均值

66.94

66.01

71.76

72.08

65.49

65.96

66.66

62.79

66.66

63.34

61.59

62.22

59.9

58.26

56.74

54.22

59.49

51.72

标准差

10.48

9.91

8.27

9.45

9.49

10.44

10.78

11.56

8.43

10.98

12.24

10.95

9.9

10.89

13.01

12.1

11.58

12.35

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

大四

N

46

85

15

10

48

74

27

59

50

56

31

74

60

62

33

20

505

2 123

均值

5.73

8.69

12.21

7.85

7.77

8.51

7.49

7.46

7.17

8.9

6.12

6.25

4.07

3.22

-0.3

4.79

3.37

-0.4

标准差

11.16

9.83

8.46

10.28

9.97

8.82

15.07

9.5

8.26

10.12

12.29

10.71

9.53

10.03

11.36

9.96

10.96

11.79

注：A1～A11和B1～B5分别表示11所A类和5所B类一流大学样本；有关增值，只能对大四学生进行计量。

（二）一流大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较强

表3第（1）—第（4）列呈现了不同群体本

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结

果。第（1）列显示了大一样本的分析结果，在

控制人口统计学、家庭背景、大学前教育经验

等变量后，一流大学的样本得分比其他高校

的样本得分显著高出8.153分，说明这些一流

大学的本科生生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较强，

在大学入学初期就呈现出较大优势。与一般

“211 工程”院校的得分相比，这些一流大学

的得分依然差异显著并高出2.744分，说明它

们的优势依然存在。

对一流大学A、B类的分析结果如表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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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

A类一流大学

B类一流大学

“211工程”院校

控制变量

Constant

N

R2

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

大一样本

（1）

8.153***

（0.387）

5.409***

（0.397）

YES

46.570***

（1.079）

7 193

0.176

（2）

10.710***

（0.466）

4.446***

（0.542）

5.554***

（0.395）

YES

45.910***

（1.074）

7 193

0.187

大四样本

（3）

9.879***

（0.490）

6.308***

（0.538）

YES

47.060***

（1.364）

4 309

0.188

（4）

11.750***

（0.572）

6.477***

（0.728）

6.386***

（0.536）

YES

46.560***

（1.360）

4 309

0.196

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

大四样本

（5）

8.588***

（0.529）

4.841***

（0.579）

YES

-4.449***

（1.536）

3 378

0.084

（6）

10.330***

（0.617）

5.547***

（0.768）

4.913***

（0.577）

YES

-4.959***

（1.533）

3 378

0.092

表3 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及其增值的多元回归分析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p＜0.05、* p＜0.1；限于篇幅，仅以“YES”表示纳入控制变量，未呈现研究结果。

（2）列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一流大学

A、B类大一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比其他高

校大一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测评得分上

分别显著高出10.710和 4.446分，与前文结果

一致。同时也发现，在本科生生源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上，A类比B类的优势更明显（高出

6.264分），呈现出层次性：一流大学的类别越

高，本科生生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越强。但

这种层次性被一流大学B类与“211工程”院

校两组间的比较所破坏。数据显示，在控制

其他变量后，与“211工程”院校相比，一流大

学B类大一学生样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分

显著低出1.108分，这说明，在本科生生源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上，一流大学B类并不

一定比那些未入选一流大学名单的“211 工

程”院校更有优势。

表 3 第（3）列呈现了大四毕业生样本的

分析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大四本科生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评得分，一流大学比其

他高校显著高出9.879分，说明在毕业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水平上，这些一流大学依然具

有显著优势，且与入学初期的优势相比呈扩

大趋势。可以表明，在本科教育期间，一流大

学在培养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上的成效更

大。一流大学 A、B 类的分析结果如表 3 第

（4）列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A类和B类

的大四学生样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比“其他

高校”大四学生样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分

分别显著高出 11.75 和 6.477 分，同样呈现出

明显的层次性。同理，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与

“211工程”院校相比，一流大学B类本科毕业

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仅高出0.091分，与

生源上的负值差距相比，一流大学B类比那

些未入选一流大学名单的“211工程”院校的

本科毕业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优势，但优势

很小。

（三）一流大学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

力增值的影响较大

表3第（5）—第（6）列呈现了本科毕业生

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在毕业班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增值上，一流大学比其他高校显著

高出8.588分，比一般“211工程”院校显著高

出3.747分。这表明，一流大学在对本科生批

判性思维能力提高上产生的影响更大，并在

本科生生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具有优势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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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使一流大学本科毕业生与其他高校本

科毕业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的差距进一

步扩大，呼应了前文的研究结果。

若细分一流大学类型，结果如表3第（6）

列所示。一流大学 A 类、B 类的本科毕业生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分别比其他高校本科

毕业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显著高出 10.33

和 5.547 分。表明层次不同的一流大学对本

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的影响也存在明显

差异，层次越高增值作用越大。

经细致对比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

况下，一流大学B类带给本科毕业生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增值显著高于“211工程”院校带

给其本科毕业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差

值为 0.634 分。表明在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

能力提高产生的影响上，一流大学B类比那

些未入选一流大学名单的一般“211工程”院

校更大。此结果与前文分析的结论一致。

四、进一步讨论

基于全国 83 所高校本科生批判性思维

能力测评数据，本文分析了一流大学本科生

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及其增值，以此管窥这

些高校的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总体上看，一

流大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及其增值

高于非一流大学。

第一，在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

上，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与非一流大学相比，

一流大学具有“入门时”与“出门时”的双重优

势。一方面，这些高校在吸引优质本科生生

源上具有优势，为在校期间的学生培养奠定

了基础。高起点的本科生进校后能快速适应

高等教育环境、提高学习效率，并充分利用学

校已有资源提高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这

些高校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更高层次人才培养

输送了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彰显出这些大学

的人才培养能力，提高了社会声誉，这些又将

帮助它们进一步提高未来生源质量，形成高

质量人才“输入—输出”的良性循环。

可见，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

力是一流大学应尽的责任。在知识经济时

代，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战略

任务在于创新创造型人才培养，而其关键在

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可以说，批判性思

维能力培养是检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质量的

试金石。

第二，在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

上，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与非一流大学相比，

一流大学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的影

响更大。可能的原因是，相对而言，这些一流

大学有着更强的学术性、辩论式、批判性的学

校氛围，为本科生提供了适宜的成长环境；也

有着国际化程度更高的教学模式、更高水平

的师资队伍、综合能力更强的学生同辈团体

等，为高质量的师生、生生互动提供了可能，

拓展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的空间。

一流大学有条件有能力在培养本科生批

判性思维能力上发挥主体作用。研究证明，

批判性思维能力能被习得、可被传授，且一流

大学的培养成效更好。其一，将批判性思维

培养纳入大学教育目标。大学培养毕业生，

更培养公民，因此，大学要培养一个公民解决

问题时所需要的核心技能和批判性思维能

力，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强调批判性思维能力

培养具有纲举目张作用。其二，建立科学的

批判性思维课程体系和教学文化。设立专门

的批判性思维培养课程或将批判性思维培养

渗透到专业课程体系中，营造批判性思维大

学教学文化。其三，引导本科生独立自主思

考、提升问题意识、培养质疑精神、敢于审慎、

科学、理性、自信地批判自己或他人的观点，

让“大胆质疑、小心求证”渗透在本科生的日

常学习和生活之中。

第三，一流大学A、B类在提高本科生批

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效应上呈层次性，A 类

比B类更胜一筹。此结果一方面体现出这些

高校群体存在着内部差异，与不同层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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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大学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视

程度、物质资源的丰富程度、高水平师资的拥

有程度和配置结构等方面密切相关；另一方

面，也善意警示一流大学 B 类在获得“双一

流”遴选中有关“或者国家急需、具有重大的

行业或区域影响、学科优势突出、具有不可替

代性”政策倾斜的同时，亟须提高本校的本科

生培养质量。

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成效可列入

一流大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一流大

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时，既要关注本科生批判

性思维能力的“入门时”与“出门时”的水平，

更要注重学校教育给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带来的增值。“入门时”反映的是这类高校本

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基础，“出门时”

体现的是这类高校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人才

的质量，“中间的增值”彰显的是这类高校对

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过程性质量，

更能反映一流大学进行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

质量与效益。

本研究至少存在两点不足。虽然证明了

一流大学能够提升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但并没有揭示出其提升的内部机制；虽然

一流大学比其他高校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

力增值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并没有从高校的

投入产出效率上进行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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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ndergraduates have a greater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e of its added value in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than in other universities. In fact，the students from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have their advantages in critical
thinking both as freshmen and as graduates. Also，the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s in first-class universities（especially
Type-A first-class universities）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valued-added of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Therefore，the
improvement of the first-class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s in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needs to focus on cultivating and
improv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and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have the qualifications and ability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is aspect. Additionally，the training of undergraduates'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can be included in the
system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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