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0, 10(1), 33-38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1006

Integr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Process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alent
Cultivation
Yancang Li, Yanan Chen, Hui Su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ower,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Hebei
th

th

th

Received: Dec. 7 , 2019; accepted: Dec. 20 , 2019; published: Dec. 27 , 2019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s growing. As the output of talents, major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more
important to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May 2015,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opinions clearly
state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 breakthrough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advanc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concept is to cultivate a new force
for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reform is imminent and integr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daily classroom teaching has become a crucial step in
the reform of college education model. Howeve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not just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It is the same as traditional college
educatio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odel is based on the guidance and
socially oriented diversified talent education with the goal of guiding student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as the ultimate goal,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stimulating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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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对于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而高校作为人才的输出口，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尤为重要。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把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
口，树立先进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努力培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将创
新创业教育融入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成为了高校教育模式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创新创业教育不只是简
单鼓励学生自己去创业，同传统的高校教育理念相比，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是以引导为主，以引导学生进
行自主创业为最终目标，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全面提高学生的创新创
业综合能力和创新创业领导能力为目标的社会导向型多元化人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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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激
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把创新放到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位置上，对
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战略部署[1]。2017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
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是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高校
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首要渠道，应在创新创业的大潮中发挥积极作用。将创新创业的意识培养融入
到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是高校教育改革的第一步。
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课堂教学更加注重的是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接收。长期以来，由于传统高等教
育偏重课堂[3]，偏重理论讲授，一些高校教师本身缺少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教学理念更多地停留在为了
教学而教学的认知层次，教学内容不能与时俱进，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忽视了对学生独立动手能力、发
现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等的培养，很少关注创新思维训练和创业意识的唤醒。想要学生
更具有创新和创业意识，就要先着手在课堂的教学模式上做变更[4] [5]。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门实践性非常
强的学科，要推进其融入课堂教学，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相互对接，相辅相成，才能保证教学效
果[6] [7]。教学效果好，各高校才能更加关注，进行教学资源整合的力度才能越大[8]。学校在设置与创
新创业教育相关的课堂学习学分的同时，配合设置创新创业方面的课外学分制度。在教育教学内容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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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内外融合渗透，促进学生学以致用、学有所用，成为创新创业教育全面融入课堂教学的内生性动力。

2.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必要性
(1)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
我国知识经济和新工业革命持续深度发展，在新时代下，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必然选择。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中，高校承担着重要的引领支撑作用。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
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这标志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从“以创带就”进入“双创”驱
动发展的新时期。同时进一步确定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定位，明确了深度开展高校创新创业工作
是国家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有效抓手[9]。
(2) 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
是高校主动融入新常态、把握新常态的必然途径。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这也就对高校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即高校毕业生应能尽快适应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符合创新型人才评定标准。因此，探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路径，促进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结构体系化、专业化，是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新带动高科技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
(3) 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大学人才培养的过程，是培育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第一，创新创业教育
融入是全面的动态过程。在融入过程中，高校及时吸纳先进的育人理念，不断强化高校人才培养的体系
建设，完善学生创新创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模式，对使学生成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备
创业基本素质和开创型个性的人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相融合，
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第一课堂理论教学与第二课堂实践的交汇贯通，兼顾学生的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
充分激发其创新创业意识、培养企业家精神，对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起到显著作用。

3. 当前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
(1) 创新创业目标理念需进一步转变
综合分析，我国很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目标理念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校顶层设计的
创新创业教育目标理念存在局限性。现阶段为了更好就业，毕业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已然成为高校缓解就
业压力的渠道之一，有的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理念片面化，忽略了全面融入和全过程融入，缺乏
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远景规划。二是教师层面的教学目标理念存在局限性。基于国家政策导向及高校创
新创业人才需求的压力，一部分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开设，开设创业教育课程的
任课教师没有任何相关的创新创业教育背景和经历，只是延续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目标的教学理念，从
而不能充分挖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潜力，直接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全面提升[10]。三是学生的学习
目标和学生家长的培养理念存在局限性。受家庭环境育人导向的影响，高校很多大学生认为创业就是做
生意，创业就是“不务正业”，上了大学进行专业课的学习就没有必要参加创业类课程，忽略了创新创
业教育更多的是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而这些才是大学生所迫切需求的。在校大学
生自身学习目标理念的局限制约了学生个体的发展方向。
(2)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单一
近几年，国内高校逐渐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大学生第一课堂教学，创新创业相关课程在各个高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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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设[11]，但课程体系单一、课程内容匮乏、授课方式单调等问题已经普遍成为高校不能全程化融入创
新创业教育的制约因素之一[12]。课程体系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大部分高校的创新创业课程都是通识选修课
的课程性质，缺乏专业化的创新创业培训课程体系和知识点结构，导致学生接受创新创业知识的广度和
深度均受限；课程内容匮乏表现在大部分课程内容以创业基础理论介绍为主，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创业
内容的有效融入，致使创新创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单调的授课方式与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以
及“95 后”大学生的特点不契合，不能够很好地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直接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
的主动性。
(3) 创新创业实践平台需进一步搭建
在实践层面搭建创新创业实操锻炼平台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中之重，不仅可以深层次激发学生
内在的创新创业意识，还可以深入挖掘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潜力。但是承接性实践平台的短缺、
持续性孵化平台的缺失成为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大学生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有的
高校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仅局限在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创业实习等体验式的第二课堂培训，缺乏持续性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承接性实践平台[13]。其次，大学生创新创业原创项目的成果转化急需多方面
的实践支持，包括来自高校的以及社会资源的支持，例如来自校内外具有创新创业相关经历的指导教师
实践指导、来自社会或企业的天使投资等面向高校学生的资金支持，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赖以生存
的校内外孵化平台资源等。而有的高校恰恰由于地理位置、办学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缺少来自社会、
企业以及高校针对学生项目的持续性孵化平台，从而严重阻碍大学生优秀创新创业项目的成果转化以及
项目与市场的有机融合。

4.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路径设计
(1)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教育改革的第一步是解决学生创业意识薄弱的问题，应先从此处入手，在学校内开展一些培养创新
意识的课程及课外活动。高校的自由时间相对充裕，第一可通过增设相应的课程，例如在专业课中融入
创新意识培养或专门开设相关的思想教育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14] [15]。通过实例的讲解，
让学生充份了解创新创业意识的重要性，灌输在当今社会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拥有创新创业意识在以
后的就业和发展中是何其重要。第二，可以充份利用课余时间，调动学生会及社团的力量，开展一些关
于创新创业的活动，例如“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并且在活动中与企业合作，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实
行毕业推荐就业的奖励机制，激励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的行动。充分利用高校现有的资源，通过方方面面
层层渗透，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2) 丰富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针对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单一的问题，着重从两方面入手。首先以第一课堂为切入点，将创新创业教
育融入专业教育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改革，加快整合第一课堂教育教学资源，构建“理论—实践”有
效融合的培养模式，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内在要求。具体表现在高校要针对各年
级学生开设分层次的创新创业必修、选修、实习、实训、实践等多角度课程，并基于学生培养的实际需
求，不断完善创新创业课程的全程化建设，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为主导，以专业知识为依托，拓
宽学生的创新创业思路。二要增强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化程度。主要体现为开设学科性的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以修满相应学分为基础，引导学生把专业知识与创新创业实践进行有机融合，实现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渗透和交叉，进而培养出一批具备创新能力与企业家精神的高质量人才。其次将创新
创业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历史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载体、模式的新尝试。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一环，存在教育交叉的契合点以及合理可行的融合点。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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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再通过专业化、体系化的育人模式实现高
校人才的培养目标[16]；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引入创业教育，丰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在实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的同时，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引领，要采用适合价值融入的基本机制，
加快二者相互协同、互动和融合的过程，从精神实质和价值导向等方面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指明新方向，
加快建立更加全面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体系模式，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3) 构件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学生形成完备的创新创业理论知识框架的有效途径是第一课堂教育，而对学生创新创业思想意识以
及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却应贯穿于第二课堂。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教育的补充和延伸，是实施创业教育
的首要渠道[17]。高校应着力建设以实践育人为导向的第二课堂人才培养体系，多角度提升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要注意与第一课堂相互融通，将学生的
创业想法以切合实际的实践形式进行转化，全面厚植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为条件成熟的项目搭建孵化平
台，切实提高高校人才培育水平。创新创业的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完整实践平台的搭建应以学生兴
趣为导向，将其拓展到社会实践中去。高校应申请相关经费，设立实实在在的创新实践项目，让学生能
实实在在地投身到项目中去，经历创新创业的过程。学校也应与相关企业建立合作机制，与企业共同培
养适合企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借此合作推荐学生去企业中去，提前接触真的项目，让学生提前了解工
作内容，在实际的工作中培养创新创业精神，进一步完成优秀创新创业项目的成果转化以及项目与市场
的有机融合。并且以这些措施将校内外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的搭建融入第二课堂活动，在培养学生创新创
业意识的同时，打造具有高校特色的创新创业校园文化。

5. 结论
为了高校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将创新创业教育全程化融入大学人才培养全过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近几年，随着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改善，国内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从新的机制、新的思
路两方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逐渐将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通过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模式与第二课堂相结合的方式，以面向工程为导向、以创业项目为载体、以能力
培养为关键、以全面发展为目标，进行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生放到第一位，教师把之前的讲课
模式变为指导模式，让学生在自主探究、操作和讨论等活动中获得知识和技能。通过将创新创业实践融
入教学，使学生更对地去切身体验实践活动，培养其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但是，与其他国家高校相比，
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持续的、系统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机制。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全程化培养新模式、形成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仍然是当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高校要面临的重要课题。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大学人才培养
全过程还是一个艰巨的且需要不懈努力的任务。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8GJJG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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