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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edu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quality and innovative ability. Firstl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moothly, this paper draws up the methods need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needed by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ping to open up the edu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aper, and these conclusions have
some guiding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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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院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对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分
析了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目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然后探讨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存在问题产生的
主要原因。为了顺利开展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活动，本文拟定了高等院校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所
需的对策以及提升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需解决问题的策略，希望通过本文的解读后对高等院校科技创
新教育活动的开展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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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现在
的大学生普遍缺乏必要的科学信仰，缺少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高等院校在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
过程中，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等，努力提升当今大学生
科技创新的科学素质[1]。高等院校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教育从教育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超越高等教育但又必
须立足于高等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2]。

2. 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高等院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是培养新世纪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能够极大程度地提高学生动手
操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3]。在高等院校举办的各种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中，从表面上看，虽然大学生参与的热情似乎比较高，
但是大部分学生都缺乏坚持不懈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这些学生制作的科技创新作品绝大多数是短时
间内突击完成的，平时注重创新素材的积累和参与创新实践活动的同学都非常少。虽然有些高等院校举
办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次数比较频繁，但是这种活动开展的效果并不理想，科技创新作品的制作水平
也有待提高。
目前，在高等院校进行科技创新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学生对科技创新
教育活动的兴趣严重缺乏，不少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任务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有质有量地完成；2) 专业
教师对科技创新教育的观念比较淡泊，大多数专业教师更愿意专注于自己的科研工作和学校规定需要完
成的日常教学工作，很少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学生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中来；3) 高等院校
开展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很多时候都是走走过场，完成上级给定的政治任务或活动安排，主办部门过分
注重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外在形式而忽略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很多大学生在正常的专业课
程学习中都缺乏持之以恒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品质以及征服挫折的毅力，所以高等院校在日常的专业课
程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增强民族发展责任感，增强对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热情和社会使命感，积
极主动地加入到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中来[4]。专业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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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舍的创新精神，确定科技创新的教学目标，培养大学生自觉形成良好的科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在学校行政管理层面上主要还有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同层次的
高等院校之间科技创新教育发展水平相对不平衡；科技创新教育发展也没有得到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合理
的宏观调控；不同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举办的水平和要求也参差不齐等等[5]。

3. 高等院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
3.1. 提升科技辅导教师对学生的服务意识
高等院校在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过程中，首先，科技辅导教师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勤于思考、敢于
突破固定思维的良好习惯；鼓励学生敢于创新、大胆表达自己独特的想法和看法，这是科技创新教育思
想的根基。其次，科技辅导老师要定期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专题活动，举办科技创新教育的专题辅导，
有目的、有意识地指导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学生；组织有科技创新动机的学生根据科技创新专题讲座中
提供的新思路、新方法，主动搜集有关的科技信息和资讯，并召开座谈会与学生们共同分享这些有启发
意义的科技信息等。经常开展这样的科技创新教育专题活动可以提高学生对科技创新知识的理解能力。
在高等院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过程中，科技辅导教师还要特别注重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现场教学，
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注重学生的个性思维发展[6]。高等院校要顺利开展科技创
新教育的实践活动，就必须拥有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新老交替、稳定的科技辅导教师队伍。

3.2. 提高科技创新教育整体师资的综合素质
顺利开展科技创新教育配备的师资问题是高等院校实施科技创新教育活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高
等院校要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不仅仅是科技辅导教师的责任，也应该是全体专业教师不可或缺的
科技创新教育理念。高等院校在有意识地建设科技辅导教师队伍的同时，也要尽快提高科技创新教育活
动的组织管理教师队伍和专业指导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高等院校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也要非
常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硬指标方面的建设。例如，经常举办各种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宣讲、邀请科技
创新教育方面的知名专家给学生讲解科技创新教育的有关知识和科学方法、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层次和级
别科技创新发明的比赛等等。

3.3. 搭建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教育的多种平台
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需要学生拥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动手能力，高等院校应该为学
生提供实施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各种平台[7]。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平台可以通过校内搭建与校外共建两
种形式来实现。校内搭建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平台主要有两个：一是成立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协会，二
是开展各种时代主题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和科技创新竞赛。校外共建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平台主要是指
利用校外资金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1) 通过校企合作，提高学生的专业
理论水平及实践操作动手能力。学生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取得该领域新的技术
突破，实现技术创新。2)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通过产学研的学习和培训，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对企业
生产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提高工作效率或提升产品质量。3) 在
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利用所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对科学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实现理论上的部分创新，在合
适的条件下再指导生产实践，进一步实现生产技术上的部分创新。
参与高等院校开展校外共建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主要成员是大学生，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可以灵活
地组成科技创新教育实践活动团队，结合高等院校与各企业、各行业的合作或协作关系，在学校组织的
创新创业等实践活动中，利用寒假、暑假等集中时间把所学专业知识和开展的科技创新项目送到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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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村生产的现场，这样就能够收到很好的科技创新教育效果[8]。

4. 提升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的策略
目前，高等院校开展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科技创新教育资源的开放程度和
教育效果离预期的目标相差甚远。高等院校应着眼于本地发展的实际现状，把科技创新教育作为社会公
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践行。同时要求科技创新教育有关的课题组应静下心来研究当前科技创新教育
的方法和对策，不断改革科技创新教育的服务模式，形成开放的、包容式的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的良
好氛围，让科技创新教育能依托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优势、科研课题优势、高层次人才优势、实验室资
源优势等，培养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实现高等院校的教育资源可以满足学生开展科技创新
教育活动的各种需求。高等院校要鼓励专业老师和创新教学班级以开放的心态，创设宽容的、接纳的学
习环境，接受一些有科技创新兴趣的、其他专业的学生共同学习，有条件的科技创新实验课也要尽可能
地让学生获得实践动手操作的学习机会[9]。在高等院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过程中，也要充分发挥高等
院校图书馆收藏的科技书籍的传播功能，发挥馆藏的各专业学科基础文献的教育功能[10]。

4.1. 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经费的可行性策略
高等院校开展的科技创新教育属于非盈利性的教育，需要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才能创造更好的条件
吸引更多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加入到科技创新教育中来，高等院校的科技创新教育才能得到确切的保障
和稳步的发展，并成为高等院校向社会展示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但是，有些高等院校只是把鼓励学生
参与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作为上级安排下来的工作来应对或是喊一喊口号，绝大多数的学生并没有多少机
会真正地投入或参与实际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尽管有些高等院校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教育
活动，对大学生进行科技创新的项目或多或少地给予一定的资助或奖励，但是相对于大多数科技创新项
目所需的成本来说，这些资助或奖励可谓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学生进行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基本
需求。高等院校应从下达的科研扶持经费中每年划拨一定额度的经费作为科技创新教育的专项经费，至
少每年能扶持 100 个以上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项目，这样就能保证有科技创新能力和兴趣的学生有机会
参与到活动中来，进一步提升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层次和科技创新成果的档次。

4.2. 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行政管理策略
高等院校作为学生重要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场所，一方面要从高等院校自身体制的建设出发，成立
专门的科技创新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管教学的领导亲自挂帅，把科技创新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
摆在同等重要的教学位置上。另一方面高等院校还要建立科技创新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定期组织开展
科技创新教育活动或召开相关工作会议，经常组织科技辅导教师交流科技创新教育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或存在的问题，还可以一起分享举办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成功经验，这样做有利于高等院校更好地开
展下一步的科技创新教育工作。高等院校在实施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主管的负责领导必须拥有
科技创新意识，实施管理创新、教育创新，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高等院校还要尽
快落实科技创新教育的校本课程，构建一体化的科技创新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师要充分发掘专业知识
的科技内涵，将科技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综合理念融于科技创新教育过程中。推进高等院校的
科技创新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全面落实科技创新教育的校本课程体系。

4.3. 开展科技创新教育资源的免费开放策略
近年来，高等院校非常重视科技创新教育资源的建设，增加了资金和仪器设备的投入，加大了科技
创新教育基础设施和场所的建设力度，科技创新教育各种必备资源的建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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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科技创新教育有兴趣、有追求的学生实行开放收费策略，就会严重影响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资源
传播科学知识、进行科技创新教育等本职功能的发挥。实行科技创新教育资源免费开放的策略是针对这
一不可取现象采取的合理有效措施。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资源的免费开放，有利于构建覆盖高等院校
所有科技创新教育资源体系，有利于改善志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建树学生的科学精神生活，促进高等院
校科技创新教育良好氛围的建设。但是，实行科技创新教育资源免费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创新资源管理方
面的其他问题，主要表现在科技创新教育资源的公共服务机制、管理机制、经费保障机制、行政监督管
理机制方面很难做到位，可能还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获得科技创新教育资源管理上各项免费开放制度的
具体落实。
推进高等院校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目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既要提高科技辅导教师的创新意识、加
强学校有关负责领导对科技创新教育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经费的投入机制，同时
也要对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实行分类指导，建设更多有意义的、不同类别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促进科技
创新教育活动的综合发展。推进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只要高等院校的有关行政部
门、有关负责领导和辅导老师以及学生团体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建设好合理的、健全的、长期的科技创
新教育活动的有效机制。

5. 结束语
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教育对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动手实践操作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开展
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过程中，高等院校有关负责领导要着重抓好科技创新师资的选拔工作，开发符合本
校特色的科技创新教育校本课程体系，真正落实开展科技创新教育实践活动经费的到位，免费开放科技
创新教育实践活动的相关教育资源，让大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能够有大量的机会自主参与到科技创新
教育活动中来，提高自身的科学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真正成为一名与时俱进的、有创新素质和创新能
力的合格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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