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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着重培养高职学生的技术转化能力、实践操

统教育、成功运营与退出层系统教育等四个层级，并

作能力、新技术运用能力等，加快将知识转化为生产

采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式。目前，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力的速度。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要紧扣高职教育

系统分层教育研究成果不多，本研究有助于提升高

的目标定位，整合校内外多种资源，分类分层开展教

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质量。

育教学，进一步提升教育质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温职院）紧抓中国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
[1]

程红波，马德龙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 创新创业的生命过程复杂多变，决定了创新创业教育不同于一般知识和技术传授，而是要协调各方

教育资源，针对创新创业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在创新创业教育上不断探索和突破，
从教育供给侧改革入手，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开展创新创业系统分层教育研究，将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分为基础层系统
教育、融合专业层系统教育、实践层系统教育、成功运营与退出层系统教育等四个层级，为提升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
育质效探索新的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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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全国优

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水平的重要基础 。高

质高职院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50 强高校和教

职院校主动抓住“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历史机

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等发展机遇，不断探

遇，以优化现代职业教育为导向，以培育优质人才

索提升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新路径。学校综合考虑

资源为目标，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教育，在培养高质

学生特征、课程特色、师资现状、校企合作等多种因

量人才和促进高质量就业上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存

素，将生命周期理论与创新创业过程紧密结合。分析

在一些突出问题。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

其创新创业生命过程，有利于进一步开展高职院校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2015）指出，一

创新创业系统分层教育的路径研究。

些地方和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重视不够，教育理念
滞后，与专业教育结合不紧，与实践脱节 ；教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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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创业生命过程分析
创新创业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创

单一，针对性、实效性不强 ；实践平台短缺，指导

新创业经历孕育期、初生期、成长期（含初期、中期、

The Path of Hierarchical Edu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帮扶不到位，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亟待健全；
《国务院

后期）、成熟期、衰退死亡期（如图1所示）[4]。创业者

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双创”升级版

也随之经历创新创业的认知阶段、励志阶段、实践阶

的意见》（2018）也提到，我国创新创业环境持续改

段、成果回报阶段和终结或再生阶段。

— Taking Wenzhou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善、主体日益多元、社会氛围更加浓厚，但还存在

１．创新创业的认知阶段

创新创业生态不够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尚不健

对高职学生而言，创新创业基本是从零开始。创

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还不充分及部分政策落实

新创业认知阶段相当于播下一颗创业的种子，即学生

不到位等问题。近年有关中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的

通过学习创新创业的含义、目的、意义等基础知识，

调查报告均显示，部分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投入不

去理解创新创业能力需求、精神、方式、风险等，提

足，课程缺乏或无法满足需求，缺少专业的创业服

升创新创业认知，培育创新创业意识。这一阶段是初

务指导，创业实践活动不足或流于形式。产教融合

步认知阶段，不涉及创新创业实践，属于创新创业的

背景下，政府支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尚

孕育期。

Cheng Hongbo, Ma Delong
(Wenzhou Polytechnic,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complex and changeable, resulting in difference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from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which needs
the coordination i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all parties and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method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ag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constant exploration and breakthrough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tarting with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combining with the life cycle theory,
Wenzhou Polytechnic has carried out studies on the hierarchical edu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divid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o four-levelsystematic education from
the basic level,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level, practical level, to successful operation and exit level, so as to explore a new
path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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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职业教育旨在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大国工匠、

未形成完善体系，在整个协同育人过程中，高校的

２．创新创业的励志阶段

核心地位没有得到巩固强化，企业的内在动力没有

经历了创新创业孕育期，创业者掌握了相关知

得到充分调动，学生的双创热情没有得到有效激发

识，对自身和市场有了客观了解，萌发创业冲动，立

[2]

。在大数据时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人才的工作体

志创新创业活动，进入创新创业的初生期，属于寻找

系建设缺乏全局性和整体性规划，课程结构化与严

项目、发现机会、确定方向和领域的励志阶段。励志

密性比较低，教师理论知识和社会阅历难以满足学

阶段基于对创新创业的客观思考和全面评估，对创

能工巧匠，为提升区域发展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生创新创业的需求，教育方式上存在理论教学多于

新创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大影响，需要反复论证、全

才。高职教育要体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要紧紧把

现场教学、知识传授多于技术培训、创新活动多于

面思考、深入调研，确保顺利进入生命周期的下一阶

握职业需求的导向，依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

[3]

创业实践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段。这一阶段需要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人才的培养。

具备很强的市场洞察能力、风险把控能力和经济决

创新创业系统分层教育就是依据生命周期理论，
[收稿日期] 2020-11-11

策能力。高职学生理论知识偏弱、风险意识淡薄、创

将创新创业过程划分为孕育期、初生期、成长期（含

业经验缺乏，很难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和纷繁复

初期、中期、后期）、成熟期、衰退死亡期等五个阶

杂的创业经营中做出正确决策。不切实际的盲目抉

马德龙（1979 — ），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

段，针对各阶段的不同特征，将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分

择，如同生命体的先天发育不良，会导致创新创业难

本文为浙江省高校思政名师工作室（负责人：马德龙）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室阶段性研究成果。

为基础层系统教育、融合专业层系统教育、实践层系

以继续，直至无果而终，如图1的A阶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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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层系统教育、融合专业层系统教育、实践层系

以继续，直至无果而终，如图1的A阶段所示。

[基金项目] 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7wsk149）
[作者简介] 程红波（1983 — ），男，河南商水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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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结果

表１

图１

创新创业的生命过程

３．创新创业的实践阶段

大量涌现，都会压缩创新创业利润空间，增加成本费

实践阶段相当于生命周期的成长期，包括成长

用，推动创新创业走进衰退期。原有的创新创业开始

初期、成长中期和成长后期，其特点是“创”的实施

逐渐被取代，最终走向终结或转向新的创新创业活

和验证过程。成长初期是创新创业实践的开始，所

动，如图1的F阶段所示。

需的各种资源要素开始碰撞与融合。在经济方面表

面对着失败的威胁。从创新创业初生期开始，每个阶

再探索再失败的不断往复。资源要素缺失、成本费

段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环节或因素出

用递增、经验不足、实践挫败、收益不确定等，对创

现问题，都可能引起创新创业生命的衰亡，导致创新

新创业者的意志和耐力有着巨大考验，创业者很容

创业的失败。

B阶段所示。成长中期主要表现为成本费用流出趋于

特征表现

孕育期

认知过程、培育意识

初生期

寻找机会、确定领域

成长期

实践运作、论证检验

成熟期

成果回报、未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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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生命阶段、特征表现和教育要点及方式选择
教育要点及方式选择
创新创业基础知识、意识、精神培育，兴趣提升、基础铺垫。显性方式为主的基础性、普及
性教育。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与创新创业知识相融合（机会的发现和把握）。显性与隐性教育并重。
创业活动实施（干中学、学中干），风险预警和防控，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适应不断变化的
环境要求。隐性教育为主。
未来规划，创新创业持续发展或升级转型。显性与隐性教育结合。

级的资格审核，进入对应的系统教育层级，参与相应

择、市场评估、行业判断和商品生产。目前，能够帮

的理论学习和创业实践，并随着能力的提高而上升

助学生顺利完成这一阶段教育的专门课程、师资力

到更高的系统教育层级（如图2所示）。

量相对匮乏，不同专业融合的程度差别也较大。温职
院积极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融
合式”教育 ：一是在理论知识传授上选派专业老师

创新创业成功运营与退出层系统教育

和企业专家，向各层级的学生介绍专业知识技术在

创新创业实践层系统教育
创新创业专业融合层
系统教育
创新创业基础层
系统教育

创新创业生命过程所处的环境复杂多变，时刻

现为成本费用递增，创新创业成果微弱，探索失败、

易放弃创业活动，导致创新创业走向终点，如图 1 的

生命阶段

系统教育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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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实践中的运用，分析专业的发展趋势，引导学生
从专业领域去看待创新创业；二是在创业大赛指导
上挑选优秀专业教师参与大赛指导，将专业知识融
入创业项目，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能力，提升创
业项目的专业竞争力；三是在创业实践参与上邀请

教育对象

图２

系统分层创新创业教学体系

１．创新创业基础层系统教育
每位学生都处于创新创业教育系统的核心地位，

拥有专业领域创业项目或创业经验的老师和企业家
担任导师，采用师徒制对学生进行创业指导，帮助学
生在实践中确定创新创业方向领域。

３．创新创业实践层系统教育

具有独特个性，可以创造无尽可能。创新创业教育要

实践是高职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实施素质

稳定，效率和效益不断扩大，创新创业成果增量开

创新创业是多学科交叉、多专业融合、多种方

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唤醒其创业意识，激发其创业激

教育的重要手段 [6]。创新创业实践层的教育主要对应

始加快。这种短期不稳定的“ 快闪式”成长极易引

法运用、多类资源互动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多

情，在其心中播下创新创业的种子，破除大学生创业

创新创业的成长阶段：成长初期会遭遇因风险预估

[5]

起创业者的冲动，误导其盲目扩张项目，武断扩大

要素的协同合作。从高职院校教育的供给侧出发，需

成功率仅为 2.4%的“魔咒” 。创新创业基础层系统

不足而导致的挫折和失败，这需要来自各个方面的

领域，肆意追加投资，无形中增大失败风险，进而

要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相互融合，实

教育旨在向全体学生普及创新创业基础知识，提升

精神激励、物质支持和技术帮助，以减少成本支出；

掉入快速成长期的“ 死亡陷阱”，如图 1 的C阶段所

现各种教育要素之间的有效联动；学校、政府、企事

其创新创业认知，帮助怀有创业兴趣、拥有创业能

成长中期的重点是不断完善和升级技术水准，持续

示。成长后期表现为创业成果增长放缓，市场需求

业单位、风投机构等要相互协同，采用显性教育与隐

力、具有创业潜质的学生进入下一层级的学习。温职

开拓市场并制定发展策略等；成长后期主要是告诫

开始饱和。此时不断增长的成果诱惑，使得“壁垒”

性教育相结合、隐性教育为主的教育系统分层教育，

院在三年制高职学生的第三或第四学期开展基础层

创业者理性对待创业成功，全面分析市场空间、潜在

小且易模仿的项目吸引大量竞争者涌入，市场被迅

满足创新创业生命周期不断变化的要求（见表1）。

系统教育，主要是理论讲授和案例分析，传授基础知

风险、政策导向，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创新创业项

识，培育创业意识。

目进入实施和市场运营之后，对各种资源要素的需

速瓜分，效益空间急剧缩小，创新创业逐渐开始衰

高职院校可根据自身现状，结合创新创业生命
周期规律及阶段特征，分析各阶段的不同需求；从

２．创新创业专业融合层系统教育

求不断变化。这一层级系统教育的关键是最大限度

４．创新创业的成果回报阶段

供给侧改革入手，逐级保证各种教育资源的供给和

经过基础层级的学习后，符合审核资格的学生

满足各种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为创新创业实践提

经过初生期、成长期的往复探索，创新创业业

有机融合，使学生能够高效完成不同阶段的创新创

进入创新创业专业融合层级。该层级旨在打破创业

供服务，加大对创新创业“教”与“学”的扶持，确

务开始成熟。成本支出和创业收益相对稳定，创新创

业过程，不断提升能力和水平。温职院利用校内外各

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藩篱，将两者紧密结合，着重

保校内外不同教育资源之间的联动。温职院实施“新

业步入稳定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回报阶段。但是，同类

种教育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如创业园、

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发

技术应用‘2+1’创业实验班”模式，选拔一批有创

竞争者的不断涌入和更新更好相似业务的出现，会

研创大楼、众创空间、科研实践平台、校内外实践基

掘一批具有创业欲望、立志创业实践的学生。一般来

业意愿、有创业构想、愿意参与创业实践的学生在大

导致创新创业收益快速下降，创新创业步入衰退过

地、校内外名师工作室等），施行多种支持政策（如

说，任何创新创业活动都与一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

三阶段进入创业“实验班”开展创业实践。学校聘请

程，如图1的E阶段所示。

弹性学分、休学创业等)，打破学期、师资、场所和授

和技能紧密相关，都依托于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应用。

企业家、创业导师、专业教师等担任创业实践导师，

５．创新创业的终结或再生阶段

课方式的限制，分层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不同

创新创业与专业融合教育有助于学生将专业知识技

在理论知识、企业管理和创业实践等方面进行指导，

市场的激烈竞争、产品的更新换代、新技术的

层面的学生（在校生、休学生、毕业学）接受不同等

能运用到创业实践中，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项目选

培养一批成功的创业者。

退，如图 1 的D阶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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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结果

表１

图１

创新创业的生命过程

３．创新创业的实践阶段

大量涌现，都会压缩创新创业利润空间，增加成本费

实践阶段相当于生命周期的成长期，包括成长

用，推动创新创业走进衰退期。原有的创新创业开始

初期、成长中期和成长后期，其特点是“创”的实施

逐渐被取代，最终走向终结或转向新的创新创业活

和验证过程。成长初期是创新创业实践的开始，所

动，如图1的F阶段所示。

需的各种资源要素开始碰撞与融合。在经济方面表

面对着失败的威胁。从创新创业初生期开始，每个阶

再探索再失败的不断往复。资源要素缺失、成本费

段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环节或因素出

用递增、经验不足、实践挫败、收益不确定等，对创

现问题，都可能引起创新创业生命的衰亡，导致创新

新创业者的意志和耐力有着巨大考验，创业者很容

创业的失败。

B阶段所示。成长中期主要表现为成本费用流出趋于

特征表现

孕育期

认知过程、培育意识

初生期

寻找机会、确定领域

成长期

实践运作、论证检验

成熟期

成果回报、未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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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生命阶段、特征表现和教育要点及方式选择
教育要点及方式选择
创新创业基础知识、意识、精神培育，兴趣提升、基础铺垫。显性方式为主的基础性、普及
性教育。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与创新创业知识相融合（机会的发现和把握）。显性与隐性教育并重。
创业活动实施（干中学、学中干），风险预警和防控，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适应不断变化的
环境要求。隐性教育为主。
未来规划，创新创业持续发展或升级转型。显性与隐性教育结合。

级的资格审核，进入对应的系统教育层级，参与相应

择、市场评估、行业判断和商品生产。目前，能够帮

的理论学习和创业实践，并随着能力的提高而上升

助学生顺利完成这一阶段教育的专门课程、师资力

到更高的系统教育层级（如图2所示）。

量相对匮乏，不同专业融合的程度差别也较大。温职
院积极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融
合式”教育 ：一是在理论知识传授上选派专业老师

创新创业成功运营与退出层系统教育

和企业专家，向各层级的学生介绍专业知识技术在

创新创业实践层系统教育
创新创业专业融合层
系统教育
创新创业基础层
系统教育

创新创业生命过程所处的环境复杂多变，时刻

现为成本费用递增，创新创业成果微弱，探索失败、

易放弃创业活动，导致创新创业走向终点，如图 1 的

生命阶段

系统教育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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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实践中的运用，分析专业的发展趋势，引导学生
从专业领域去看待创新创业；二是在创业大赛指导
上挑选优秀专业教师参与大赛指导，将专业知识融
入创业项目，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能力，提升创
业项目的专业竞争力；三是在创业实践参与上邀请

教育对象

图２

系统分层创新创业教学体系

１．创新创业基础层系统教育
每位学生都处于创新创业教育系统的核心地位，

拥有专业领域创业项目或创业经验的老师和企业家
担任导师，采用师徒制对学生进行创业指导，帮助学
生在实践中确定创新创业方向领域。

３．创新创业实践层系统教育

具有独特个性，可以创造无尽可能。创新创业教育要

实践是高职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实施素质

稳定，效率和效益不断扩大，创新创业成果增量开

创新创业是多学科交叉、多专业融合、多种方

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唤醒其创业意识，激发其创业激

教育的重要手段 [6]。创新创业实践层的教育主要对应

始加快。这种短期不稳定的“ 快闪式”成长极易引

法运用、多类资源互动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多

情，在其心中播下创新创业的种子，破除大学生创业

创新创业的成长阶段：成长初期会遭遇因风险预估

[5]

起创业者的冲动，误导其盲目扩张项目，武断扩大

要素的协同合作。从高职院校教育的供给侧出发，需

成功率仅为 2.4%的“魔咒” 。创新创业基础层系统

不足而导致的挫折和失败，这需要来自各个方面的

领域，肆意追加投资，无形中增大失败风险，进而

要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相互融合，实

教育旨在向全体学生普及创新创业基础知识，提升

精神激励、物质支持和技术帮助，以减少成本支出；

掉入快速成长期的“ 死亡陷阱”，如图 1 的C阶段所

现各种教育要素之间的有效联动；学校、政府、企事

其创新创业认知，帮助怀有创业兴趣、拥有创业能

成长中期的重点是不断完善和升级技术水准，持续

示。成长后期表现为创业成果增长放缓，市场需求

业单位、风投机构等要相互协同，采用显性教育与隐

力、具有创业潜质的学生进入下一层级的学习。温职

开拓市场并制定发展策略等；成长后期主要是告诫

开始饱和。此时不断增长的成果诱惑，使得“壁垒”

性教育相结合、隐性教育为主的教育系统分层教育，

院在三年制高职学生的第三或第四学期开展基础层

创业者理性对待创业成功，全面分析市场空间、潜在

小且易模仿的项目吸引大量竞争者涌入，市场被迅

满足创新创业生命周期不断变化的要求（见表1）。

系统教育，主要是理论讲授和案例分析，传授基础知

风险、政策导向，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创新创业项

识，培育创业意识。

目进入实施和市场运营之后，对各种资源要素的需

速瓜分，效益空间急剧缩小，创新创业逐渐开始衰

高职院校可根据自身现状，结合创新创业生命
周期规律及阶段特征，分析各阶段的不同需求；从

２．创新创业专业融合层系统教育

求不断变化。这一层级系统教育的关键是最大限度

４．创新创业的成果回报阶段

供给侧改革入手，逐级保证各种教育资源的供给和

经过基础层级的学习后，符合审核资格的学生

满足各种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为创新创业实践提

经过初生期、成长期的往复探索，创新创业业

有机融合，使学生能够高效完成不同阶段的创新创

进入创新创业专业融合层级。该层级旨在打破创业

供服务，加大对创新创业“教”与“学”的扶持，确

务开始成熟。成本支出和创业收益相对稳定，创新创

业过程，不断提升能力和水平。温职院利用校内外各

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藩篱，将两者紧密结合，着重

保校内外不同教育资源之间的联动。温职院实施“新

业步入稳定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回报阶段。但是，同类

种教育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如创业园、

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发

技术应用‘2+1’创业实验班”模式，选拔一批有创

竞争者的不断涌入和更新更好相似业务的出现，会

研创大楼、众创空间、科研实践平台、校内外实践基

掘一批具有创业欲望、立志创业实践的学生。一般来

业意愿、有创业构想、愿意参与创业实践的学生在大

导致创新创业收益快速下降，创新创业步入衰退过

地、校内外名师工作室等），施行多种支持政策（如

说，任何创新创业活动都与一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

三阶段进入创业“实验班”开展创业实践。学校聘请

程，如图1的E阶段所示。

弹性学分、休学创业等)，打破学期、师资、场所和授

和技能紧密相关，都依托于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应用。

企业家、创业导师、专业教师等担任创业实践导师，

５．创新创业的终结或再生阶段

课方式的限制，分层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不同

创新创业与专业融合教育有助于学生将专业知识技

在理论知识、企业管理和创业实践等方面进行指导，

市场的激烈竞争、产品的更新换代、新技术的

层面的学生（在校生、休学生、毕业学）接受不同等

能运用到创业实践中，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项目选

培养一批成功的创业者。

退，如图 1 的D阶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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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创新创业成功运营与退出层系统教育

大胆创新，结合自身技术研发的优势，建立“学校＋

创新创业进入成熟和成功阶段之后，面对的主

政府＋企业”的多元投入体系，学校提供创业项目和

要问题是持续扩大的市场化。这一阶段的创业者需

技术指导、企业负责资金投入和市场推广、政府给予

要尽快实现持续稳定性经营，或者尽快终结原有经

政策支持，多方合作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实现

营活动，转向新的创业实践。否则，大量涌入的同行

多方共赢的局面。

竞争和不断扩大的新业务冲击，必然导致创新创业

２．强化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

效益不断锐减，成本费用不断增加，迫使原有的创新

高素质、创新型师资队伍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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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高校精准化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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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走向衰退,直至死亡。因此，这一层级教育的主

的根本保证。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师资队伍普遍不足，

要功能是帮助创业者实现持续运营（由成功创业型

多为行政人员兼课，企业导师占比少，教师本身缺少

转向持续经营型）或退出经营（寻求新一轮再创业，

创业实践经历，甚至有教师认为创新创业教育不重

合理的课程设置以及创业、专业的课程融合对于创业意向有着显著影响；创业实践、创业环境与创业意向呈现正相

开始新的创业生命周期）。而高职院校能够为具有成

要，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关；个人特征包括家庭背景、心理测评、工作经历等影响着创业行为的开展。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创业意向，精准化

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的创业者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服务，

教育的发展。对此，高职院校要注重创新创业师资队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应树立人才培养分层分类的教育理念，采用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培养模式，推进教育

还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伍建设，面向校内选拔和培育一支优秀的创新创业

实践分阶段精准化的平台建设，建立质量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估体系。

[摘

要] 基于支持向量机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数学预测模型，对大学生创业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研究表明，

前两个层级是教育层面的工作，旨在让学生知

教育种子教师队伍，在企（事）业单位选聘一批优秀

[关键词] 支持向量机；创业意向；创业教育；专业教育；精准化教育

道“什么创业”以及“为什么要创业”，培育学生的

的兼职创业教师（导师），聘请创业成功的优秀校友

[中图分类号] G647.38

创业企图心；后两个层级是实务层面的工作，旨在

担任创业实践导师，对创新创业教育成果突出的教

让学生知道“如何去创业”，培育学生的创业执行力。

师给予专项奖励等，以职业化师资队伍推进高职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

四、反思与建议

３．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

创新创业系统分层教育，就是遵循创新创业生

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不足，是当前高

命周期的规律，面向在校生、学籍保留生和历年毕业

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大问题。教师对融合教育认

生，从创新创业的普及性教育入手，根据创新创业的

识不到位，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缺乏系统性培养创

生命进程，采用相应的考核标准来选拔学生进入相

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计划，专业教育教学中剥离创

应的系统教育层级，满足创新创业对不同学科知识、

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也以理论知识讲授为主，

不同专业技能、不同创业素养的要求，实现校内外多

挫伤了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学习和实践的积极性。针

种供给侧教育资源的协调和共享，为创新创业提供

对这种困境，高职院校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将创新

最切合实际的精准服务。目前，创新创业系统分层教

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同步培养学生的专业

育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完善。

意识和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要以创业

１．加强校地（企）深度合作

实践为主导，指导学生创立模拟公司，参与创业模拟

高职院校作为创新创业教育唯一投入主体的现

实践；深化校企合作，重点扶持一批专业新技术应

象十分普遍，地方政府和企业深度参与不足。这种单

用型创业项目，配备企业导师和校内专业导师，培养

一化投入体系使得创新创业大多停留在基础层、专

一批学生创业达人，以榜样的力量来激发学生的创

业融合层等较低层级，难以向实践层、成功运营与退

新创业热情。

出层等较高层级迈进。针对这些问题，高职院校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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