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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of Xihua
University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e provide 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ode for local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by training programs and curriculum of our college’s situ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alent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riented; establish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ith the rich experience of teachers and flexible using of scientific teaching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taking the school enterprise integration, enterprise cooperation,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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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西华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实践经验，探讨了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创新创业的教
育模式，提出建立符合自己校情的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建立
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实战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和采用科学灵活的教学方法；结合地方发展特色，采取校
企结合、校企共建，尤其是发挥中小企业的实践性作用等三个方面推动地方性综合大学大学生的创新创
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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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科技与经济归根结底就是要培养高素质
人才。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培养基础扎实、勇于创新、能够应对未来社会发展和挑战的人才，
是各层次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
据人社部最新数据公布，2001 年至 2015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由 114 万增加到 749 万人，而目
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的大致比例却仅有 1%。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我们对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
育，帮助他们树立适合社会发展的职业理想和择业观念，对于大学生参与社会竞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教育部和财政部在其联合下发的文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1] (教高[2011] 6 号)中将“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作为
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且教育部近日发布的一项年末例行公告《关于做好 2015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更是将“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和自主创业工作”这一条内容“置顶”为最
为重要的部分。创新创业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一种全新
的教育理念。它是将创新的理念融入到创业教育中的一个全新概念[2] [3] [4]。创业的核心和本质是创新，
创新支撑着创业。相较于国外高等院校成熟的创新创业教育，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虽然自 1998
年清华大学首次举办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到现在，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国
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学科导向模式，即以创新创业课程教育为主，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构建创业知识结
构；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浙江大学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模式，即以完善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创业技能为
创新创业教育的重点；和以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综合型模式即在注重学生素质培养的同时，
还为学生提供创业资金和技术咨询，支持大学生进行创业实践活动，虽然这些模式从形式上看取得了初
步的成效，而且紧跟国际一流高校的趋势，但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在国内高校的影响力也并不显著，
尤其是对于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影响而言更甚。
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问题通常存在如下的一些问题：1) 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存在着理
论基础普遍比较薄弱、知识面普遍比较狭窄、对知识之间的融会贯通能力不强、动手应用知识去解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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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的能力很差等现象，这就使得学生们的创新创业意识不强，或者即使有些学生有一些创新的点子，
一点创业的冲动，但由于其缺乏自信，又无法寻求到有效的指导与帮助，从而使得创新创业对他们来说
仅仅是个概念，参加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极低。2) 地方综合性大学普遍缺乏科学系统的创新创业课程
体系，无法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培养计划合理的相结合，无法体现其专业特色。3) 地方综合性大学普
遍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创业能力的，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和科学灵活教学方法的师资队伍。4) 创新创业教
育更多的关注课程教育而与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环节脱节比较严重。
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在我校数学与计算机学院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和探索。

2. 立足本校的办学特色制定灵活的人才培养方案，树立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核心的教育
理念
西华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是理工结合的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我们将数学，信息科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进行深度融合，强化学科交叉，并加强实践性环节的比例，让学生通过在“做
中学”，进而更好地掌握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将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使得创新
创业理念根植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而不是仅仅作为“第一课堂”的补充而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第二
课堂”活动来进行开展。
以软件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例，按照软件工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打破原有的分段式
教学模式，实现课程的内在融合，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比例。将课程分为人格与素养课程群、表达与
理解课程群、发展基础课程群、专业与服务课程群、研讨与探究课程群和实践教学六大课程群，实现必
修、选修课程的多项选择，将创新创业教育既当成一种教学课程，更是设计成一种教育实践。在课程体
系中围绕专业与服务课程群，开设项目开发与设计训练的专业必修课，如软件开发设计实训，Java EE 应
用开发，软件设计项目实训，移动 WEB 开发技术，移动软件开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移动软件项目
开发技术实训等课程，从学科专业和研发生产需要的角度出发，引导学生掌握项目研发的路径与方法，
鼓励学生参与基于专业技术的创新创业实践，从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
时开设测试过程管理，软件质量保证与管理，软件项目管理等管理类课程，以及辅助开设数学建模方法
和应用，数学建模综合设计，软件设计竞赛专题选讲等专业选修课程和创新实践导引，现代软件工程新
技术讲座，软件市场调研与营销等研究与探究选修课程，引导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顺利的转化为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3. 建立具有创新创业能力、丰富实战经验的师资队伍，采用科学灵活的教学方法，提
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3.1. 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的建设
正所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人才
培养质量和水平，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更需要一批高素质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实战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
因此，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创新创业教育根本保证。
1) 对于院内教师，在实施岗位分类管理的基础上，鼓励教师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和专长加入不同的
创新创业教学团队，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以西华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的数学建模教学
团队为例，由于数学建模课程涉及的内容广泛，解决问题不仅需要数学知识，还需要各种专业知识和计
算机软件知识等，从而使得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难度更大，知识面更广，教学形式更灵活。因此，我院
的数学建模教学团队，不仅仅吸引数学系各研究领域的教师，还吸引了学院内其他计算机软件领域的教
师参与。他们摒弃“同行是冤家”的观念，团结、协作，根据我校的学生特点共同探讨教学计划，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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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在第三，第四学期分层次的开设“数学建模基础”和“数学建模方法与应用”由浅及深的向学生
展示数学魅力，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将实际问题转化成一个一个的数学问题，并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解
决，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并根据需要，团队还合作编写了《数学建模竞赛与培训》[5]讲
义，以适合我校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能力，并实现了该课程与数学建模竞赛有效结合。团队实行主教练负
责的多元化队伍结构，注重团队的培养和梯队建设，强调青年教师的培养，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同
时学校还出台一系列鼓励和奖励政策，大大地调动团队的积极性和热情。
2) 学院一方面加强创业骨干教师的专业水平，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另一方面定期组织教师们参
加创新创业实训和交流，鼓励教师加入到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支持他们到地
方、企业进行挂职锻炼。
3) 学院还聘请一些优秀的企业家、技术创新专家以及一些创业成功人士到学院担任兼职教师，从事
创业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而大大的丰富了我院的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
4) 为了提高教师的创新创业教育的学术研究水平和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水平，学院还定期
组织国内外创新创业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

3.2. 科学灵活的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科学有效性直接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创新创业的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活
动中，将理论学习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便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1) 课堂教学采用讨论和研究方式，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把问题作为教学的导向、把培养学生创
新实践能力作为目标，依托开放实验室等硬件基础来组织教学工作。
2) 课后训练并开展讨论和研究，按照 2~5 人的规模鼓励学生组成一个个团队，以队为单位和教师一
起参与经常性的讨论。平常开放各种创新创业实验室，方便学生查阅资料和实践训练，并与创新创业导
师一起参加讨论和实践。
3) 以创业创新团队为单位，让每一支团队讲解团队所完成项目的思想与方法，并和团队指导教师一
起讨论，分析此项目的各种优缺点和可行性。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时刻以学生为主体，以实际问题作
为他们最好的老师。通过这种训练之后，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和信心都得到显著的
提高，进而有效的训练了学生的创新创业的综合素质。
4) 实训式课程测评，根据创新创业教育关键是综合素质的培养这一特点，我们不再采取传统的试卷
考试模式，对该课程成绩进行考评，而是尝试了多种创新模式。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学
科竞赛，科学研究，专利发明，技术开发，社会实践，论文的发表等作为考核标准并进行一定的学分认
定。这样既可以增加学生的实践经验，提高学生参与的热情，又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在考核时
为了防止学生有抄袭现象，无论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团队在提交作品时，都要求团队成员都要进行答
辩，在答辩的过程中，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组织表达能力。

4.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与实践教育活动相结合
创新创业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2]。
因此，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必须与实践教育活动相结合。

4.1. 学科竞赛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学科竞赛对于促进大学生知识的学习、科研水平的提高和自信心的建立等综合素质方面都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因此，高等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要与学科竞赛相结合。我院通过组织评比学生的实践成果，
并鼓励学生将优秀的创新创业成果改善后去参加各类学科竞赛。2012~2014 期间，组织学生参加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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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校园素质教育学业素质能力竞赛，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美
国数学建模竞赛(Mathematical contest of modeling)，“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
数学竞赛，“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蓝桥杯”软件大赛，Google Android 应用开发中国
大学生挑战赛，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大赛，大学生 ACM-ICPC 程序设
计大赛，安利杯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学科竞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获国家级
及以上奖项有 28 项，获地区或省级奖项有 102 项，且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公开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
而且，参加过竞赛的学生普遍在主动学习、科学研究、应用实践能力、自信心的建立等方面得到显著提
高，极大的增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信心，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并得到用人
单位和导师的广泛的认可。

4.2. 创业能力的培养与实践教育活动的相结合
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 749 万毕业生，更是彰显
了高等学校进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将创新创业理论教育与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有
机的结合起来，在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基本素质的同时，加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技能的提高。1) “偶像
的力量是无穷的”，成功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便是潜在的创业大学生的偶像。因此，我们邀请成功的企业
家和创业者从过来人的角度与大学生分享他们的经验与教训，并指导他们创业必须的一些经验和流程，
从而提高大学生们的创业能力。2) 许多的大学生创业者由于不能清楚的认识企业所处的环境和新企业所
要面临的各种竞争，从而使得大学生成功创业率很低。在此过程中，中小企业则能成为大学生创业者最
贴近现实创业活动情境的学习环境。大学生创业者可以通过到中小企业中实践，在“干中学”，从每一
件事，每一个人那学习企业如何结合不同的资源，如何充分的利用内外环境，如何进行产品生产和服务
等，这将大大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技能。我院邀请一些中小型公司在校内成立了微力互动实验室，建
立校企合作，帮助与有共同目标或兴趣的同学早日达成自己的目标，加速学习的步伐，更重要的是所学
即所乐，并能够与社会接轨。鼓励学生自主创业同时创建自己的科研团队，以达到真正锻炼自己的目的。
真正把自己的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以便毕业后更好更快地融入社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为自己的未来打造一片尽量完美的天下。目前我院大力倡导学生创建自己的科研团队。学院已有 4 支创
新团队注册成立公司，在毕业时实现了自主创业，目前在校创新团队 8 支，参与学生超过百人，很好的
带动了大学生们的创业与就业。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学生与高校的参与，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有利于
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地方综合性大学更是要结合自己的特点，寻找出一条与研究性大学不同的
路径，建立符合自己校情的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具有创
新创业能力的实战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和采用科学灵活的教学方法；并结合地方发展特色，采取校企结
合、校企共建，尤其是发挥中小企业的实践性作用，加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提高大学生的创
业技术能力和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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