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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探索创业教育改革的新模式，高职院校积极尝试“2+1”创业教育

模式。在实践中存在教学设计不科学、师资队伍不稳定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2+1”创业教学模式，建议

从校园文化、师资队伍等五个方面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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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and entrepreneurial awareness, and explore a new mode of entrepreneurship ed-

ucation reform,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e great effort in the practice of“2+1”enterpreneurship teaching. During the process,

they are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teaching design and unstable teaching faculty. The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and perfect

“2+1”entrepreneurship teaching from five aspects such as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and teaching facul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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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指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

业。”。国办发〔2015〕 36号文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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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厅关于积极推进高

校建设创业学院的意见》要求各高校要结合学校资

源，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战略相衔接，

大力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即在试点本专科高

校，开展“2+1”、“3+1”、“4+2”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试点，有创业意愿的学生在完成本专业前两年

（专科）或三年（本科）课程的学习后，最后一年

转入创业学院集中学习创业相关知识。为落实上述

文件精神，浙江省高职院校积极探索实施“2+1”
创业教学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加以解决。

一、“2+1”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情况

目前浙江已有多所高职院校开展“2+1”创业

教育改革，而且各高校的教学模式和学生管理都有

各自的特点，主要有四种类型：一种是学生脱离原

专业的教学班级，独立编班，由创业学院进行管理

和教学安排；第二种是学生不脱离原专业的学习，

利用课余时间如周末或晚上完成创业学院的课程，

学生不单独编班（类似辅修第二专业的教学管理模

式）；第三种是学生脱离原专业独立编班，但是教

学计划由专业相关的企业和创业学院共同制定，由

企业专家为主要师资队伍；第四种是学生不脱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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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在业余时间参与导师的企业或工作室进行实

体项目运营，实现专业与创业项目的融合。不同的

模式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各

有特色。

“2+1”创业教育是全新的教学模式，是立足学

生创新创业的实际需求，从人才培养方案、学分设

置、课程安排、师资配置、学生管理等方面都极具

特色的新模式。新模式在实践过程中是否有水土不

服，能否满足创业班学生的需求，扶持政策落实情

况如何，创业班的教学效果如何等问题都需进一步

探索和研究。

二、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以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参加“2+
1”创业精英班的学生和大学生创业联盟的学生为

主，同时访谈了“2+1”创业班级的任课教师、教

学管理者和企业指导老师。调研主要从创业教育的

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及教学效果、期望的创业环

境、学校的创业政策和创业资源等五个维度进行。

共发放问卷130份，收回130份，其中有效问卷117
份，有效率为 90％。同时，抽取“2+1”创业班学

生20位和创业联盟学生20位进行访谈。

（一）学生的个体特征

已有的文献研究显示，学生的个性、创业兼职

经历、家族创业经历、生源地等因素对其创新创业

行为有较大的影响。调查显示“2+1”创业班学生

有过兼职实习或志愿者服务经历的数量高达 81%，

自己有过创业经历的数量达到54%，这个比例远高

于普通学生。被调查学生的家庭或者亲友有创业经

历的达到45%，这种家庭创业氛围和创业环境给学

生的创业意识和创新行为带来较大的影响。20%的

学生家庭有创办企业，从小接受经商文化熏陶，市

场嗅觉敏锐，具有敢闯敢做的温商精神，这部分学

生基本上都在学校有从事创业项目，也是受家庭文

化的影响。“2+1”创业班级学生调查的结果显示，

学生父母的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低于 1%，高

中学历的为15%，绝大部分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家

庭的文化和教育氛围对孩子的学习习惯、行为方

式、思维模式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学生比较抵触理

论课程学习，但思维活跃，喜欢折腾课程之外的各

种活动，热衷新奇的事物。比如喜欢户外健身的学

生积极成立户外运动俱乐部，有歌舞特长的学生对

外开展各种培训活动，课外兼职创业活动非常活

跃。另外，“2+1”创业班级的学生生源67%为农村

地区，学生自立能力较强，创业赚钱的意愿更强

烈，“2+1”创业班超过 85%的学生生活费完全自

理，30%的学生学费和生活费都能通过兼职完成，

这也从侧面验证了创业班学生的创业兼职经历比较

丰富。

（二）学生对“2+1”创业教育教学模式的认可度

学生对教学模式的认可程度直接影响其学习积

极性。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可以挖掘和发展学生潜在

的优势。“2+1”创业班以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

新创业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结合学生的

学习要求和兴趣，所有课程都设计了个性化的培养

方案，创业实践内容占86%以上。学生对这种教学

模式认可度较高，认为非常满意的达到90%。课程

设置相较学生原专业的课程安排有较大的变化，课

程时间安排富有弹性，课程进度根据学生的学习需

求灵活调整。例如《市场调研》的课程以学生自行

调研为主，教师定期跟踪进度和对策指导；《案例

分析》课程主要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学生自

行学习分析，教师只是点拨而已。以学生为主体的

自主学习辅之教师的指导，比传统的教师理论授课

更受创业班学生欢迎，更符合创业教育的需要，而

且机动的课程安排给有创意项目的学生提供了施展

的弹性空间。目前的弹性教学模式仍不能满足学生

的需求，26%的学生认为课程考核模式不够机动，

32%的学生认为学分制度不够灵活。访谈中，学生

们认为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进一步创新，

尤其是在教学考核方面需要更多的创新空间，如对

有创业项目的学生在日常教学考核方面要更灵活。

“2+1”创业班有近20%的同学已经创办实体企业或

者在家族企业工作，这部分学生的日常教学管理不

同于传统的大学生管理模式，对已在校外创业但不

休学的学生的管理方式、考核模式还有待创新。

（三）“2+1”创业教育的教学效果评价

创业教育的实施效果评价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研

究中的关键部分，积极正确的教学反馈是提升教学

效果的关键环节。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学习，学生对

“2+1”创业课程安排、教学模式、师资状况都有了

充分的体验和客观的认知评价。82%的学生对“2+
1”创业班的课程设置比较满意，对企业导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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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价特别高，80%以上的学生认为企业老师能将

理论与实际较好的联系，师生互动较多，上课效果

较好。企业导师教学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上课时

间不稳定，调停课频繁，影响教学的系统性。

实践课程是“2+1”创业教育中的特色课程板

块，“2+1”创业班的实践课程包括市场调研、企业

参观、沙龙座谈、实体项目运营等模块。访谈中学

生畅谈了对实践课程的理解，他们认为参观企业、

众创空间、听讲座、沙龙等实践内容的学习深度不

够，希望能有进入企业实践的学习机会，如在一个

企业实习一个星期及以上，深入了解各个流程的操

作模式等。实体项目运营的模式最受学生欢迎，但

是因为项目数量有限，专业性很强，学生参与面

不广。

访谈中学生对目前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效果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如《产品设计》课程讲解的内容过

于形式化，缺乏实操性；《创新思维》理论深度不

够，实践性不强；《创业实践》课程参观企业安排

不能满足课程实践的需求，学生希望加强结合项目

实地考察参观的活动。

（四）学生对学校创业扶持政策的认可度

为鼓励大学生创业，学校制定了相关的创业扶

持政策，如学分置换、创业之星奖励、创客工作室

支持等。经调查，学生对学校创业扶持政策的满意

度并不高，34%的学生认为一般，32%的学生不满

意，只有23%的学生比较满意。学生希望在创业过

程中能够获得有关政策、资金、资源、时间等方面

更多的帮助。比如经营场地支持，提供校园免费经

营场地；资金方面的支持，有关学生专利申请方面

缺乏相关鼓励扶持政策，学生申请专利需要支付申

请费和后续维持费用，经济压力过大；政策支持，

希望创业可以抵学分，经营业绩可以作为成绩考核。

三、“2+1”创业教育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2+1”创业班的人才培养模式采用理论、实

训、创业活动相结合，在创业课程基础上，通过校

内外导师团队的指导、创客空间的预孵化和部分资

金的支持，以培养学生的领导力、团队合作、商机

捕捉、企业经营与风险处理等多方面的创业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教学效果较好，学生满意度较高，

“2+1”创业教育新模式整体运行较好，主要问

题是：

（一）学生对创业教育的认识不足

访谈发现大部分学生对创业的认识还处在初级

阶段，对创业教育只有狭隘的理解，对“2+1”创

业教育模式的认知模糊，对创业教育的理解就是创

办企业或者工作室。创盟的很多学生表示对 “2+
1”的教育新型模式好奇但不敢尝试。因为习惯了

传统的学习和生活模式，害怕变化，不敢贸然转到

创业学院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或是不确定自己是

否需要或者适合创业；有个别学生则看重了创业学

院的弹性学分、弹性学时，抱着更容易毕业的侥幸

心理报名；已经有创业项目的学生希望有完全自由

的时间配置，不愿上课不喜欢被管理等。这些都说

明了学生对自身定位不明确，对创业教育认识不

足，缺乏创新开拓精神。目前学生的创业项目层次

较低，基本以快递、跑腿、送外卖、买卖二手货物

等为主，创新创业教育还有待进一步普及和深化。

（二）学校与企业缺乏高效的沟通联系，学生

缺乏有效的创业实践机会

有效的企业实践是创业教育的关键内容，企业

实践教学部分是影响学生创业项目安全落地的关键

环节。学校注重专业课程教学建设，主抓重点专业

的校企合作，创业学院因为新成立不久，与企业之

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创业教育与地区的经济文化融

合深度不够。“2+1”创业精英班的课程设置理论上

是以实践教学为主，实践部分占86%以上，但是因

为学院缺少与各类企业的有效对接，学生实践受到

限制。学校每周安排一次请进和送出，即请企业导

师到学校讲课和送学生到企业参观，但是这种以讲

座、参观、沙龙等内容为主的实践教学深度不够。

为推进创业实践教学，很多高校都有开展类似

跳蚤市场的学生创业活动项目，但是因为落实不到

位，形式多于实际意义。学院为“2+1”班学生和

创盟学生开设周末跳蚤市场，学生有卖水果、日用

品、零食、女生周边等，但是因为缺乏宣传，学生

认识不到位，学生投入积极性不高，市场影响力很

小，没有形成聚集效应，整体效果不理想。而且校

内创业市场与校外真实环境还有较大区别。贴近市

场真实环境的创业实践教学方案设计难度较大，实

践教学内容一直是创业教学环节中较薄弱的部分。

（三）创业师资的匹配程度还有待提升

创业师资是创业教育的核心要素，创业教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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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市场实践要求的特殊性，导师团队一般都是由

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组成。所调查的“2+1”创业

班导师由4名校内教师与10名企业教师组成，其中

3名校内教师完全没有创业实践经验，而企业导师

实践经验丰富但是理论教学水平不高（10名中只有

2人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企业导师的教学时间也难

以保证。调查数据显示，创业班的学生更青睐企业

导师的课程，他们的讲授内容和方式更能吸引学生

的兴趣。但资深创业者较少有充足的时间保证高校

教学，课程调停课较多，影响教学进程，同时企业

导师的教学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教学效果难以

保证。

（四）教学衔接设计欠科学合理

在准备“2+1”创业教育时，高校都制定了相

应的人才培养方案、学分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在

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深

入开展。“2+1”创业教育，包括课程设计、教学安

排、考核设置等内容具有特殊性，但也要纳入教务

管理系统，也要符合教学规定，这之间存在一些矛

盾，二者衔接不通畅。新模式的教学方法、教学管

理、考核方法等方面创新点较多，教师和学生的创

新意愿强烈，但是受管理制度、教学场地、教学资

源的限制有些创新无法实施，教学效果受到影响，

教学的创新性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五）校园众创空间的孵化能力有待加强

高校众创空间是助力学生创业孵化的重要场

所，是高校创业实践教育的主要基地。高校大部分

都位于郊区，交通不便，周边经济不发达，为大学

生创业提供了机会。但是高校普遍存在校内资源紧

张，学生创业活动空间有限，众创空间的孵化资源

不能满足学生需求的困局。多数众创空间都成为展

示作品和领导参观的地方，学生真正创业孵化的空

间较少。学校需要快速搭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系统，辅助大学生低成本低风险起步创业，提高创

业成功率，积累经验增强自信。

四、相关建议

（一）加强校园创业文化氛围建设

大学生为20岁左右的群体，他们朝气蓬勃，有

想法有主见，不满足现状，喜欢新鲜刺激事物，希

望改变又害怕失败。很多学生有创业想法但是不敢

付诸实践，他们不满于现状又不知如何改变，正是

需要引导的矛盾群体，急需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的

引导和鼓舞。加强校园创新创业宣传，创造校园创

业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创业意识，使其全

面认识和挖掘自己，明确创新创业教育的意义，正

确认识创业教育。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创新创业

大赛、讲座、走访众创空间、参加创业市集、创客

茶吧等各类活动，可以营造浓厚的校园创新创业氛

围。同时，挖掘树立大学生成功创新创业典型，多

渠道、全方位宣传和展示创新创业教育成果，使学

生正确认识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引领学生感受创新

创业氛围。

（二）加强导师团队建设

高校创业教师短缺是普遍现象，校内教师数量

短缺而且缺乏创业实践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不能满足学生真实创业的需求。学校要加强校内教

师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教师到专业相关的企业实

践，多提供培训机会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另外，

增加校外导师的有效投入，校外导师的实践经验弥

补校内导师的不足，校内外导师的有效结合给学生

创业提供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支持，如创新创业优秀

校友资源的使用、企业家的支持等，多角度多方位

挖掘各类师资，不拘一格降人才，组建多元化的导

师团队，满足学生多方位的需求。

（三）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创业教育起步不久，教学体系不完善，各高校

都竭力结合本校资源探索适合本校学生的教学模

式，尤其是分层分类的教学模式使用的较多。高职

院校因为校企资源较少，校友资源不丰富，加上经

费紧张，创业课程体系的开发受到较多限制。“2+
1”教学模式刚试行不久，教学方式、考核方法、

教学评价等方面都需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努力实

现突破性的创新。同时需要积极开发各类专业课程

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实现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

融合。在专创融合的基础上积极开设第二课堂，与

企业单位组织合作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活动并举，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结合学生需求和市

场需求，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努力打造满足学

生发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课程体系。

（四）借助大赛落地创业项目

创业大赛是检验教学效果，挖掘创新人才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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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途径，是积累实践经验的重要机会。各种国家

级、省市级、校级的创业大赛很多，如互联网+大
赛、大学生创业竞赛等，通过竞赛提升学生竞争

力，推动创业项目完善和落地。鼓励学生主动参加

各类大赛，在准备过程中不断完善项目；在参赛的

过程中，学生的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抗压能

力、自信心等都得到了提升，在参赛过程中创业项

目得以改善个人品质得以磨练。创业大赛是创业教

育的重要途径，高校每年可组织1～2次大型的校内

创业大赛，以赛促创，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鼓励

和帮助学生参加大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五）整合社会资源推进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需要协同地方经济共同发展，整合地

方企事业单位资源，打破行业的界限，加强学校与

地方政府、企业、单位组织的合作，建立资源互

补、资源共享的人才培养模式。高校要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把科技成果

用于企业的生产实践，推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尤其需要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给学生提供产

学研的实践基地，真正落实理论结合实践，在做中

学，在学中做，为学生创业项目的孵化做好准备，

协助学生项目落地生长。

总之，“2+1”创业教育仍处于起步和试点阶

段，在思想认识、课程设置、师资等方面还存在不

足，需要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从而提高创业教育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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