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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创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备受关注。“三创”课程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如何将
既定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三创”课程高效融合，真正将“三创”教育列入人才培养方案。在创意创
新创业教育发展实际中，梳理苏州大学文正学院“三创”教育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三创”课程体
系建设从三个方面着手：三创课程意识化、三创课程竞赛化、三创课程项目化，让“三创”着陆性可持
续发展，进而逐步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动态性、可持续发展的“三创”教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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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creation education”,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innovation”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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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s in how to efficiently integrate the established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with the
“three innovation” curriculum, and truly include the “three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I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innovations” education in
Wenzheng College of Soochow Universit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innovations” curriculum system should star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awareness of the three innovations and the competition of the three innovations courses. The projectization of “three innovations” and “three innovations” will allow the “three innovation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n gradually building a multi-level,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and sustainable “three
innovations”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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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需要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新时期、新阶段、新任务更
加需要创新活力注入，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2015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
工作的意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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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明确从培养学
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和要求。
创新、创意、创业的“三创”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提高大学生的“三创”能力和精神对未
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显得尤为重要。独立学院是对公办普通本科学校在办学机制和模
式的补充和创新，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倾向于培养应用型人才，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实需，一定程
度上促进产教融合发展以及产业转型升级[1]。相比于普通本科高校，独立学院的“三创”课程体系显得
尤为重要。将“三创”课程体系融于“第一课堂”，在培养大学生的一般性特征的同时，可以帮助学生
展示个性、发展特长，使学生在宽松自由的环境当中培养“三创”能力。“三创”课程体系打破传统课
程的教学模式，以各种产教实践活动作为载体，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帮助建立正确的合适学生自
己的角色定位，促进个性的成熟和未来的发展。

2. 概念界定
2.1. “三创”教育
“三创”教育主要涵盖三个逻辑层级内容，即创意、创新、创业。三个层级的内容层层递进且有机
统一、相辅相成。创意是思想的有无，即是否“想得出”；创新更突出于在创意的基础上是否能够对一
定的产品或事物有所发现和突破，即是否“如何做”；创业则以创意创新为“底色”能否开创新的条件，
即是否“做得出”。创意、创新、创业三者都具有“创”的成分，但是其程度各不相同 。在当前的教育
背景下如何将理论逻辑切实地体现在教育教学的育人实际中，实现创意、创新、创业的有机衔接显得尤
为重要。同时，应用型本科大学积极推动“三创”教育一定程度旨在让学生具备灵活的创意思维、切实
的创新能力以及坚定的创业动力与精神才能更好的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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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三创”课程体系
推进“三创”教育纵深发展，需要加强资源的整合、深化与地方政府的联动对接等，但高校作为人
才培养的主阵地，以人才培养目标为顶层设计，专业课程建设则是发展之关键，因此更加重视“三创”
教育与第一课堂的融合发展，即“三创”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三创”教育课程体系是“三创”特色人
才培养的基石、关键，但建设发展终究是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目前依据学院发展实际，“三创”课程
体系是指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及创意创新能力要求，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建立专业教育与“三创”
教育有机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同时，“三创”课程体系的设置遵循点面结合，“全面推进”、“重点
培养”相结合[2]。

3. 开设“三创”课程体系的必要性
3.1. 智能时代，对人才的培养提出全新的要求，尤其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挖掘处理、云计算等技术不断发展，社会亟需“思想型”、
“创新型”人才，同时时代发展的足迹对当前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模式带来更大的挑战、提出更高的要求
[3]。对于独立学院而言，人才的培养则更务实。单一学科、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教学和管理模式与智能时
代人才培养模式的匹配度将逐步降低，更需要培养有一定创新思维的创新型人才。面对地方产业转型升
级和产教融合，离不开的是创新型人才，独立学院培养的创新型人才则是有效的补充。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应融合于专业能力培养，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式融入创新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对
专业问题进行创新性思考。在教学过程中，将三创课程体系引入，满足社会紧缺性人才的培养的同时，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3.2. 构建创新型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2014 年，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提出：“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
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独立学院需抓住机遇、找准定位，探索出新的办学模式，在转型
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向前。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须以地方经济建设为导向，顺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通
过转型，培养出不同于“研究型”和“综合型”大学而是真正能在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站稳脚跟的创
新型应用性人才[4]。同时面对市场，加强校内和校外的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通过“三创”课程体系，培
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构建创新型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只有培养出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的创新型
应用性人才，才能使得独立学院人才培养落地生根。充分集中社会、政府和企业资源，为专业建设服务，
是独立学院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强有力的保证，也是独立学院进一步转设发展后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3.3. 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实际需要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的是人，
是创新型应用性人才。与此同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日益凸出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传统的教育理论中对于知识点的传授缺乏实际操作和创新，同时对于创新教育的投入也会捉襟见肘。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创新型应用性人才的培养第一课堂的呈现尤为重要。构建独立学院创新型
应用性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培养和支持体系是实现独立学院转型和发展，满足社会和企业转型的必然要求。
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专门人才和创新人才，这些创新型应用性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的是将
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社会实践，恰恰来自于通过三创课程体系对日常教学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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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创课程体系构建的思路——以苏州大学文正学院为例
4.1. 学院初具“三创”教育发展条件，建立三创学院
教育是教化培育，核心在于人，教师队伍建设是高等教育乃至“三创”的着力点。学院“三创”教
育理念“从 0 到 1”，“三创”教育引入至“三创学院”成立历时 5 年，发展时间轴详细见表 1。整体而
言，目前学院师资队伍的建设已经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和成效，同时仍在持续推进建设并逐步壮大，一定
程度上反映学院“三创”教育开展的至关要素已经具备并逐步完善。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three innovation education of Wenzheng College of Soochow University
表 1.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三创教育发展历程
时间轴

“三创”教育发展历程

2015 年

学院领导访问台湾友好学校后提出将“三创”教育作为我院人才培养的又一发展特色

2016 年

选派学生赴台湾远东科技大学参加“三创”培训

2017 年

以“三创”中心为依托，竞赛为抓手开展工作

2018 年

组织院级讨论会，确立“三创”教育发展理念并形成工作实施意见，学院成立“三创”工作领导小组

2019 年

成立三创学院，开展工作推进沙龙，组织对外交流学习

~至今

“三创”教育可持续发展

……

……

4.2. 逐步构建“三创”教育课程体系，改善人才培养方式
学院着力于优化学院办学资源，推进第一、二课堂的深度融合。探索以职业生涯规划为主线的三创
教育，贯彻创意创新创业理念，构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把三创意识培养、能力提升和创业精神
培育作为学院推进创新创业工作和人才培养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院“三创”课程体系的构建以第
一课堂专业课程为基石，以现有 Moocs 和现有创业课程为抓手，逐步增设“三创”教育公选课程，建设
并逐步开设与专业相关的“三创”教育课程，构建“三创”教育特色课程体系。
目前学院联合苏州市人社局创业指导中心开设《SYB 创办你的企业》，选聘校内优秀青年师资担任
《创业慕课》教师。同时自 2018 年 9 月起，学院与大型学分课程运营服务平台智慧树、超星等平台合作，
线上开设 10 门三创课程，线下开设 6 门课程，具体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Three Creation” courses of Wenzheng College of Soochow University (2020-2 semester)
表 2.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三创”课程开设情况(2020-2 学期)
线上课程
创新工程实践

创新设计前沿

思辨与创新

创践——大学生创新创业实务

互联网与营销创新

商业计划书制
作与演示

创新创业大赛赛前
特训

大学生创业基础(SC)

创新、发明与专利实务

创业管理——易学实用的创业
真知(SC)

线下特色课程
SYB

创业实战与案例分析

互联网双创从零开始

用户体验与创新思维

创新创业的理论与实践

创业模拟实训

公选课

大一、大二、大三

三年级及以上

大二及以上

大一、大二、大三

大三及以上

“三创”课程建设与专业建设融合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必将是一个长期探索并与社会发展实际
相结合的过程。目前学院以三创学院为平台，第一课堂为基座，开设公选课程、与相关政府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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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创业类课程，始终培养大学生创新创意创业意识为目的，营造学院的“三创”氛围。

5. “三创”课程与专业课程融合的构建路径
5.1. 三创课程意识化
根据学院办学特点，结合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和创意创新创业教育的重点和特点，及以地方经济建设
为导向，顺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转型培养出不同于“研究型”和“综合型”大学而是真正能在
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站稳脚跟的创新型应用性人才，以职业生涯规划为主线，通过理论学习和社会实
验，逐步探索“三创”课程体系。通过逐步完善三创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学生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效
融合，结合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规划，深入推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地方企业联合开展教学，从而
实现教学主体多元化、教学方式多样化。在社会外部助力和内部驱力共同推动下，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促使独立学院及时掌握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和未来发展的新标准，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5]。

5.2. 三创课程竞赛化
通过积极组织开展科研活动和科技竞赛，引导学生从专业视角出发，运用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
业技能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依据本专业必修课程开设
计划以及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课程与“三创”课程融合的过程中，依据每学年特定时期既定的相关专
业竞赛，有针对性地开设与竞赛相匹配的“三创课程”，即依据系列竞赛进行前期、中期乃至后期的引
导、拓展，一方面可以拓展专业知识深度，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竞赛内涵及价值，提高人才
培养的质量。

5.3. 三创课程项目化
设立专门的三创教育基金，建立融资和三创投资体系，并科学应用于三创相关课程开发、竞赛项目
资助、师生奖励。对于学生，引入学分制。对参与三创课程体系的优秀学生可以得到加学分等奖励，对
于指导的教师也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奖励，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和教师的指导热情，并在这个
过程中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为了使教师的指导效果得到发挥，亦可针对教师群体制定三创课程的考核
制度，引导教师从不同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指导，帮助教师对自身的时间进行合理规划。对于教师在三创
课程当中的指导效果，学校还可以将其作为教学成果奖励、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6. 总结
智能化创新化社会发展下，独立学院的成功转型离不开对创新型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三创”课程
体系如何更好地将专业课程与“三创”课程进行细致融合，扎实稳步推进需进一步探讨和实践。据可查
资料显示，独立学院“双创”“三创”教育各有不同，整体而言依然面临培养体系不完善，资源匮乏和
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突出的问题，依据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社会环境等变化，切
实地解决并逐步完善相关问题，以期逐步形成人才培养特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地区经济成功转型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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