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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y exploring the factors of cultivating undergraduates practical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m, a training mode, training platform and
practical course teaching syste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al
ability are formed with obvious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 self-cultivation model which is the
connotation with “ideas guidance, internal harmony and external assistance, whole-course assistance, self-orientation and active learning” is establishe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bil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gradually internalized into the normalized teaching work,
which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forms the normal mechanism of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It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popularization valu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bility of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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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探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的要素以及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具有明显应用特征的
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模式、培养平台和实践课程教学体系，构建了以“观念引领、内融外协、全程帮
扶、自主定位、主动学习”为内涵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自我培养模式，并逐步将学生创新创业实
践能力培养内化为常态化的教学工作，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常态机制。
对地方本科院校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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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高素质创新人才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需求，创新人才培养
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而良好的创新能力又是创新人才必备素质，同时创业又是高校促进大学生更
好就业的有效途径，更好地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是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因此，改
革现行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机制势在必行。为此，很多高校在改革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学生个性化培养、
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改革、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创业与就业关系以及创业能力培养模式
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例如：山东大学积极探索开放、综合、研究环境下的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增加学生“三种经历”、举办暑期学校、加强教育拓展、促进学科交叉融合、营造
科学人文环境、鼓励课外科技创新，完善教师教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与培养创新性人才相适应的教
学管理机制等改革措施[1]。高新发[2]指出现行的大学教学模式无法提供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所需的创新
机会、创新指导和宽松环境，构建了基于 CAI 系统进行教学的大学教学模式，该模式有利于学生在课外
积极开展研究、创新活动。江龙华[3]指出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改革封闭式教学模式，采取多方位、多
角度、多层面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探索能力、攻关能力和求真能力，同时也要建立科学
的激励机制，加强各环节的督促检查，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王瑞芳[4]论述了创造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
的环境，传授给学生丰富的创新知识基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核办法是保证培养
创新人才的需要。郑宏等[5]提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要改革以传授-接受教学模式为
主的大学传统教学模式，传授-讨论教学模式能凸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改革课时管理制度、学生学业考评
制度和教师考核管理制度，转变学生的学习模式。马廷奇等[6]通过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制定人才培
养目标，推进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等途径，推进创新人才培养。卢晓勇等[7]针对计算机软件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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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分析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以套件教学为主体的改革模式及发展趋势。孙洪
春等[8]从学生创新环境的选择、学生创新潜力的启发、学生探索精神的培养等方面，给出了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的方法策略。井玉娥等[9]给出创新能力是一种发现问题、积极探求的心理取向。从不同的方面创
设具有吸引力的创新能力情景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王宜举等[10]从数学思想方法的启迪性，数学知识
的应用性、熟练性以及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实践，构建了高等数学课堂教学创新能
力自我培养模式。赖德胜等[11]提出创业型就业的最大特点就是突破了传统的“一人一岗”的就业模式，
形成“一人带动一群岗位”的就业模式，构建有针对性的创业教育培训机制，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徐微
[12]基于“双创”理念提出的背景，分析大学生创业现状和个体、家庭、高校、政府四个层面对大学生创
业的重要影响，并结合成功案例和国外经验对我国大学生创业问题提出对策。徐以标[13]通过对大学生的
创业理论及实践的探究，进而研究大学生创业和就业的关系，制定科学的就业政策。杨保华[14]提出大学
生创业带动就业是大学生利用知识和技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创新、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创
造就业岗位、解决就业的活动。刘廷民[15]通过对国内外大学生创业政策、创业理论、创业法律制度及创
业与就业关系研究现状的综合分析，给出了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关系。王晓萍[16]指出大学生创业教育的
根本目的应是培养创业意识，高校创业教育必须重视实践环节，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社会的各个层次
也要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提高创业成功率。根据以上分析，高等院校必须在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
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彻底改变，用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适应能力。但是，如何构
建切实可行的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的机制，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大学生创新能力是指：个人运用知识和理论完成创新过程、产生创新成果的综合能力。
创新能力的表现形式就是发明和发现，是人类创造性的外化。创新能力包含着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
实践能力。主要内容：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创新人格。大学生创业能力是指：神智正常的
人在各种创新活动中，凭借个性品质的支持，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新颖独特地解决问题，产生出有
价值的新设想、新方法、新方案和新成果的本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89 年在曼谷会议上，正式提出
创业素质的人才应具有的能力：创造力和创造精神、学习能力、技术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解决问题能
力、信息收集能力、敏锐的洞察力、研究和完成项目的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献身精神等。因此，创新
创业人才的培养始于知识理论，重在实践探索，贵在研究创新。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是创
新人才培养的重点和关键。
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多把学生当作“知识的容器”，实践环节训练较少，学生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缺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主动研究与创新、创业的动力不足。目前，国内一
些著名大学的专家在借鉴发达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经验，在坚持课程特色、充实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各学
科专业特色及国家和地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对整个大学教学模式、课程设置与建设及实践教学等方
面进行了系统性的审视、改革、探索和实践，围绕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提升开展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人才培养效果。例如，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兴起并引起巨大
反响的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型人才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促进了
数学专业人才改革。受到数学建模竞赛的启发而出现的新兴改革课程“数学实验”也于 1998 年起在全国
陆续开设，取得了良好效果。尽管一些地方院校也模仿该项改革设置了诸如课程“数学模型”、“数学
实验”和一个竞赛活动，但是，鉴于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实际，学生受益面不够广，系统性、全局性
不足，效果不够好。
基于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要求区别于部属高等学校。首先，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的定
位和规格的要求不同；其次，地方本科高校大学生的录取分数线相对偏低；再次，现在地方本科高校创
新创业教学还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存在着“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相剥离，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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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脱节”的教学问题。以地方本科高校数学专业人才培养为例。主要表现在：学生的数学理论基础扎实，
逻辑思维能力强，而数学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薄弱，学生擅长解题，却数学建模能力弱；学生团队合作、
沟通与交流能力弱，撰写研究报告、论文的训练不足等。因此，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的组织
和实施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部属大学的培养模式，需要研究开发适应地方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能力实施措施和保障机制。

2. 省属本科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策略
围绕地方经济的实际需求，通过深入探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的要素以及各要素间的相互
作用，形成具有明显应用特征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平台和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构建了以“观念引领、内融外协、全程帮扶、自主定位、主动学习”为内涵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自我培养模式。
为叙述的更为具体，我们以地方本科高校数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为例，阐述地方本
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实施策略。根据学校的办学宗旨和人才培养目标，结合数学教育特点，
明确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数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确立“厚基础、强能力、重创
新、拓素质、阔视野”的人才培养教育理念，构建了基于创新创业人才需求的大学生数学实践能力培养
策略。

2.1. 以改革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为手段，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众所周知，大学创新创业人才教育不应局限于少数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而应是对所有学生
创新创业潜质的发掘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即既要普遍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又要为创新人
才脱颖而出创造成长空间。因此，要对学生实施“全覆盖、全过程、分层次、多途径”的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针对地方本科院校学生数量大而培养条件相对不足的现状，坚持“创新意识萌发于独立思考、创
新精神养成于个性发展、创新能力培育于实践教育”的教学理念，借鉴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探索并实践
了“问题驱动、启发与示范，学生互动、讨论与研究”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建立以教
师“观念引领、内融外协、全程帮扶”，学生“自主定位、主动学习”为内涵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
体系。即以“教学平台、教学方法、教学资源”为三支撑，将教学分为“夯实基础，提高能力，研究创
新”三层次，循序渐进，将知识获取的过程变为能力提升的过程。该体系贯通课程内外，贯穿教学全程，
遵循了学生认知规律。
1、教师“观念引领、内融外协、全程帮扶”，实施“导疑、导思、导创、导用”的方法改革，增强
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造精神、创造能力。
老师通过创设有趣的问题场景，引导学生质疑，使学生对问题产生强烈好奇和浓厚兴趣，激发学生
主动思考。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发现，归纳、探求问题解决的方法。当问题的解决到了学生“跳一跳，
就能摘到桃子”时，让他们主动思考，探索，找出共性和差异。最后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创造应用，促
使学生在知识迁移中，提高创新能力，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
2、实施案例模型教学，让学生体验问题探索的全过程，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学习能力。
让学生体验“提出问题、数学模型、方法探索、工具求解、结果分析、仿真模拟、问题解决、演绎
推广”的问题的发现、解决全过程，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从问题到
方法再到问题的辨证思想。
3、探索、实施“翻转课堂学习”的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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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学习是将传统的“课堂传授知识，课外内化知识”的结构翻转过来，形成“学习内化在课
堂、传授知识在课外”的教学模式。例如，在数学建模培训中，针对来自不同学院和不同专业的学生探
索并实施了“翻转课堂学习”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与方法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能
力，同时训练学生口头表达、团队合作、沟通与交流等综合能力。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获取”
向“能力提升”过程的转变。
4、整合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增加课外阅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转化教师成果把握前沿信息，
渗透背景与应用案例强化应用与创新能力，不断了解学科(专业)、行业现状，追踪学科(专业)前沿，及时
更新教学内容。
5、改变传统的成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多元化的科学考核机制，促进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提升。
实施“N + 1 + 1”综合考试改革，N 是对学生平时学习过程的综合考核，包括学生学习态度、学习
能力、学习方法、学习目标的学习过程的考核。具体从学生平时的考勤、作业、课堂笔记、课堂内分组
讨论、课堂提问、课外文献查询与阅读、综合实践项目、平时测验和学生作品等 9 个方面进行考核，成
绩由学生自评、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组成。1 为期中考试成绩，1 为期末考试成绩，三者按照 0.3，0.2，
0.5 的权重计算出学生的最终学业成绩。将以“知识考试”为主的考核转变为以“综合能力”为目标的多
元化的考核体系。

2.2. 以面向全体、激发个性培养的平台建设为依托，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通过课内外融合、学研融合，整合课程学习、实践环节和创新实践活动，系统建设面向全体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能力基本培养和个性化培养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结合的实践创新能力训练。以思维训练为
核心，以探究性实践教育为途径，发挥实践教学在提高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中的直接性、自主性、参
与性、合作性作用。搭建按学科需求兼顾个体差异的分类分层平台，以满足各类学生所学专业和个体需
求，适应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为构建基本培养与个性化培养融合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平台，我们以学生“创新意识唤醒、创
新思维训练、创新精神养成、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以基于问题的学习和实践训练为途径，整合课内
学习和课外创新实践活动，系统建设创新能力培养平台，通过培养常态化、学生全覆盖、过程全覆盖，
实现知识学习、思维训练向能力提升的转变。具体为：
1、丰富基本培养体系内涵，实现创新创业基本能力渐进培养。
建设围绕创新创业思维训练的系列课程平台；独立设置综合实验实践课程平台；转化科研成果，系
统开发以“问题驱动”的实践教学项目；采取顶岗实习方式；推行真题真做的校内跨专业联合、国内校
校联合、校企联合毕业设计等。
2、拓展个性化培养体系，培养研究开发、创新意识、创业能力。
系统组织实施各级科研训练计划，各类、特别是高水平学科竞赛；开设多专业小班化创新实践班，
建立多个创新团队，形成多位一体的培养格局。
3、汇聚优质教学资源，满足学生创新创业需要。
以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为纽带，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为牵引，吸引高水平教师参与创新培养，促
进各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各级科研实验室向学生全面开放。
4、编写和开发富有“创新性、应用性、典型性、适应性、趣味性”等特性的系列教材和电子资源，
为导学、助学和拓展学生自主学习、积极体验、动手实践搭建平台。
5、开展“专题研究”，搭建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提升平台。
围绕知识领域，师生共同提出研究专题，选择研究方法，开展专题研究，获得成果并实践应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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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科研训练、学科竞赛、毕业论文以及课程实践和课程的
综合实践等教学环节。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为例：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专题研究，师生
互动展开教学研究活动。

2.3. 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为契机，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通过以学习、探索、发现为目标的“师生共同体”，引导学生围绕自我培养，启蒙意识、明确目标、
寻求途径的培养模式，建立“自主定位、主动学习”的自我培养模式。具体做法如下：
1、建设基于“云资源”的翻转课堂式网络教学资源，引导学生体验、实践、创新，体现以学生为主
体的“知识获取”向“能力提升”过程的转变，探索实施“翻转课堂学习”的教学模式。
2、通过网络教学资源，延伸学生的学习、实践和交流的渠道，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
展。
3、通过创设有趣的问题场景，引导学生质疑，使学生对问题产生强烈好奇和浓厚兴趣，激发学生主
动思考，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
4、通过剖析典型案例，让学生体验问题探索过程及方法，激发学生创造新过程、新设想、新方法、
新方案，产生创新成果，增强学生的创造性实践能力。
5、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学业导师制的师生互动，以及小班化思维训练课等，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促进学习观念和模式的转变。
6、营造创新创业学习氛围，通过启发式、基于问题的探究式教学等，指导学生“自主定位、主动求
知”。
7、通过实践创新项目、创新团队、进入教师工作室或研究室等，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师生互动，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3. 建立制度化、可持续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常态机制
为建立适应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的管理机制，将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固化在培养计划中，内化
为本科教学常态化工作；并通过整合优质教学资源，建立适应的、系统的管理制度，确保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常态化、持续化、优质化。具体做法如下所示：
1、培养计划中设置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设立创新创业实践任选课，建立学生评价引导机制等。
将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固化在培养计划中，培养计划中设置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要求，设立创新创
业实践任选课；内化为本科教学常态化工作，设立围绕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项目，设立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成果获奖励学分等各种奖励机制。例如设置诸如竞赛、建模常用的理论知识和常用的计算机
软件(如 Matlab、Mathematica、SPSS、Lingo)等课程和学分；对于学生在发表研究论文、设计建模等活动
中取得的成果要设置一定数量的学分奖励；考核评价上，对学生设计方法、建模水平、灵活性，是否勇
于标新立异等方面可以设置一定数量的分数奖励。
2、建立师生互动机制、教师激励机制、教学改革立项机制等。
这些机制有利于促进教师积极阅读最新国内外相关专业人才创新创业实践的文献，明确相关专业大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训练的具体要求。激发教师到国内重点本科院校、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学习调研
的主动性，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研究会议，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来访交流。分析差异，形成相关专
业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训练的途径与模式。
3、建立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机制、实验室开放管理机制、创新活动管理机制、创新创业实践项目
过程管理机制、创新创业实践教学督导机制、学业导师管理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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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以下一些活动机制。例如：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也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实现，以讨论的方
式进行，让学生参与到问题解决环节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作用。提供给学生的训练内容可以从国内
外已有的设计赛题中筛选，也可以从教师自己的教学与科研课题中整理出来。利用试验中心开展设计或
实验，让学生充分掌握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学会查询资料、收集信息和阅读文献，从而有助
于学生形成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的意识。定期举办学科竞赛、建模培训讲座、培训班，接受参加培训的
同学集中学习常用的设计和建模知识内容和相关软件包的使用，培训中广泛地采用讨论班方式，同学自
己报告、讨论、辩论，教师起质疑、答疑、辅导的作用，启发性地讲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方法，教师根据
教学内容提出要求，鼓励学生阅读自学，要求学生写出设计书或是建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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