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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Entrepreneurial Students’ talent has become the new topic of society and the times for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the cultiv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nly entry point from the culture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 to play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their own advantage, innovation and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so we can realize to cultivate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personnel for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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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创业型大学生人才已成为社会和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课题。高校共青团在培养创业

型人才方面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只有从培养创业型人才为切入点，发挥共青团的自身优势，创新开
展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为高校共
青团培养创业型大学人才。
关键词：创业型人才；校园文化；学生社团；社会实践

1. 引言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
变化，大学生就业压力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同时，

2. 创业与创业型人才的内涵
2.1. 创业的概念
“美国创业教育之父”Jeffry A. Timmons 曾这样

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大学生提供出广阔的自主创业

定义：创业是一种思考、推理和行动的方式，它为机

平台。如何努力发挥共青团“寓教育于活动”的工作

会所驱动，需要在方法上全盘考虑并拥有和谐的领导

特点和政治、组织、心理方面的优势，充分挖掘大学

能力。由此看来，“创业”是一种需要理性思考、统

生的创业潜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创业型人才，是当前

筹安排、善于辨识并乐于抓住机会、以足够的自信心

高校共青团工作重要的现实课题。

建立工作团队的实践活动。我国《辞海》中对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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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创立基业。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曾述及：

要实现员工与工作岗位的合理匹配，以增强创业团队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途崩殂。”这里的“创业”就

对员工的吸引力，开发出员工的工作潜能，使整个团

指开创基业。由此看来，一般意义的创业就是指开创

队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系统。

业绩、取得成就。不过，目前我们所理解的创业一般

3) 有着扎实的创业知识。创业知识主要包括创业

指狭义的创业概念：是指个人或团队发现某种信息、

发展方向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企业设立及运营过程中

资源、机会，并积极调动和整合各种资源，通过市场

所需要的管理知识、与创业有关的法律、政策、工商、

运作，实现对所发现的信息、资源、机会的有效转化，

税收、保险等方面的知识以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其他知

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价值的实践活动。

识[1]。

相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言，创业是指在

4) 有着良好的创业心理素质。良好的创业心理素

学校学习期间或毕业离校之时发现机会、整合各种资

质体现为一种勇于冒险、敢于竞争、不怕失败的耐挫

源独立开创或参与开创新企业，提供新产品或新服

力，一种自主创造人生价值、对事业执着追求的创业

务，最终实现自身创业目的的一系列活动。

意志力，一种能够始终保持积极、沉稳心态的心理调

2.2. 创业型人才的内涵
所谓人才是指能够以其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

控力。

3. 高校共青团在培养创业型人才中的作用

或科技进步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创业型人才就是在人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

才的基础上又具有创业素质和创新能力特征的人。创

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可以

业型人才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独立地开拓事

看出，党和政府对于创业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高校

业，将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创业者，叫创

共青团在青年发展中可以发挥思想引领、行为引导的

业人才；一类是在各自岗位上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技

作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广泛争取社会资源，提高

能，能够独立工作的各类人才，叫创业型人才。对于

大学生的创业能力，为学生搭建起良好的创业平台。

大学生而言，创业型人才是指在大学期间，有强烈的

具体来说。

创业愿望、良好的创业思维，善于发现并果断抓住机
会，通过自身优秀的创业素质，积极将知识转化为适
应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和优质服务，独立开辟出新的
就业岗位，乃至创建出新的企业的具有领袖气质的创
业人才。
具体而言，创业型人才应当具备以下的基本特
征：

3.1. 共青团组织可以将青年大学生的创业意识
与创业能力培养进行有效的结合
培养创业型人才，首先有赖于大学生自我创业意
识的形成。高校共青团组织可以通过建立新型的专兼
职教师队伍，积极引导广大青年转变就业观念，不断
激发大学生的创业兴趣。可以聘请企业家来校讲座，

1) 有着强烈的创业意识。要有创新精神，有对传

以企业家亲身的创业实例，阐发创业必备的素质；可

统观念和传统行业挑战的信心和欲望，这种创新精神

以邀请创业成功的历届校友回母校进行创业辅导；可

往往是大学生创业的动力源泉，是成功创业的精神基

以邀请政府相关部门人员来校就当前的创业政策进

础。还要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冒险精神、勇于创

行解读；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对当前市场创业形势进行

新的改革意识、积极探索并把握各类商机的市场意识

深入分析。

等。

此外要通过建设校园文化，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意

2) 有着全面的创业能力。创业能力是一种以智力

识培育。校园文化是高校的组织文化，校园文化既体

为核心的的综合性实践能力。主要包括专业技术能

现为一种观念，也体现在学校的制度和物质环境中，

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综合性能力。大学生创业型人才

它对大学生思想观念有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引导

特别要具备对人才的识别和人才的使用能力。《淮南

作用。高校共青团要坚持校园文化的导向性，帮助大

子·兵略训》中写到：“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
”

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创业观。一方面，大力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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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基层，甘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真

进一步明确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目标要求和工作原则，

正有利于大学生自身成长的地方去的校园文化氛围。

创新工作思路，努力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栏等工具，加强创业

工作。2005 年 4 月 8 日，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又专门

宣传，树立勇于创业的榜样，开创“人人关注创业”

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的意见》
，

的局面。

要求提高对大学生勤工助学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明

共青团组织可以将青年的创业意识培育与创业

确大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的内容，实现大学生德智体美

能力培养进行有机结合。创业能力一般体现为经验、

的全面发展。2006 年 10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关于构

知识和网络。创业经验是指做过同类工作，对创业过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届六

程中的资源、组织和变化等有所了解和预见；创业知

中全会通过)指出高等院校在保持招生合理增长的基

识是构建、运行和发展企业所要求的基本常识和流程

础上，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

等；创业网络是发展企业需要的市场和政府、企业和

能力、创业能力。

[2]

社会的联系 。

经过近三十年来的实践，我国高校的学生社会实

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也可以充分利用共青团

践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下

自身优势以社团活动为载体，积极搭建起大学生创业

述十多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三下乡”活动、
“青

的实践平台，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普通高等学校

年志愿者”活动、社会调查和考察、社会服务、公益

学生管理规定》中指出：学生社团是学生自愿组织的

劳动和环境保护活动、课外科技活动和课外创业活

群众性团体 。这就说明高校学生社团是由部分具有

动、勤工助学活动、军训、专业实习、较长时间的专

共同兴趣、爱好的在校大学生按照一定的组织程序自

业性社会实践、挂职锻炼等[4]。

[3]

发组织形成的团队。高校共青团要以开展学生社团活

由于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不同、内容不同，教育

动为重要抓手，努力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统筹安排能

作用也不同。高校共青团在组织社会实践时，应针对

力、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培养创业型人才的要求和目标，采取恰当的方式，建

创业能力。此外，在上述社团的基础上，高校共青团

立以创业为目的的社会实践开展模式。其形式可以包

应鼓励引导有创业愿望的学生组建创业型社团，通过

括组织学生参与“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创业实践活动，

作品竞赛以及创业计划大赛、各级政府组织的科技创

提高自身的创业能力。笔者所在太原科技大学建立了

业竞赛等；主动“走出去”，与社会建立广泛联系，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下设丰翼创业者协会、自主创

注重校企之间的合作，有计划、分批次地组织推荐学

业者联盟、掘金(第一桶金)者团队等大学生创业社团，

生到企业参与“挂职锻炼”，如担任厂长助理、工程

开展了网上购书、家教培训、素质拓展、广告设计等

师助理等，让学生直接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培养学

业务，丰富了学生创业经验，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水平。

生的创业素质；组织学生展开创业市场的专项调查和

3.2. 共青团组织可以将青年大学生的社会实践
活动与创业教育活动进行有效结合
社会实践是培养大学生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

考察，积极引导学生寻找创业机会等。

3.3. 共青团组织可以将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与创业教育活动进行有效结合

有效载体，对于帮助大学生了解国情、增长才干、锤

应该把创业教育教育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炼品行、提升素质、增强改革开放意识具有重要的意

体系当中去，将创业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义。

重要内容之一，不断创新举措，为大学生成功创业奠

2005 年 2 月 1 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

定扎实的思想基础。做到这两者的结合，关键在于加

和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强大学生创业思想素质的培养，尤其要引导大学生树

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的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和高校

立诚信意识。共青团要加强创业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

大力提倡和弘扬诚信的道德品质，使创业者认识到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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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组织只有从培养创业型人才为切入点，发

实守信的品德是立身之本、做人之道，树立守信为荣、
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此外，要注重加强理想信念的

挥团的自身优势，创新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社团

教育，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和

和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有机结

引导大学生把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结合起来，把个人

合，才能实现为高校共青团培养创业型大学人才。

理想融入到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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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事实上，大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
程，贯穿与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与方面。高校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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