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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理论视角下激励大学生农业创业的教育方法分析
文 /岳峰

作者简介: 岳峰，男，山东临清人，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助教，法学硕士。

摘 要: 我国高校构建基于创业科学的教育体系，科学推进大学生创业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基于比较

教育理论视角，我们指出了高校激励创业教育的价值局限性与文化规范差异性，强调不同创业范式在其所处社

会的约束意义。我们认为，高校激励大学生农业创业教育既要保证其差异性特质，又要促进共同理想信念的发

展，致力于形成价值层面的创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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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加强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农学专业学生在农业生产领域就业
创业，让学生在农业教育、项目申报、科技立项等层面实现自我价值，

是就业教育领域趋向一体化以及教育方式多元化要求的基本进路。文化
相对主义比较教育理论视角下，这种要求反映到高校大学生农业创业理
念教育上，既要允许高校大学生农业创业的差异性发展，又要有意识地
促进高校大学生农业创业中方法的灵活性，进而形成方法创新的共识。

一、比较教育理论视野下激励农业创业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理论根本特质在于包容异己方式、寻求理解和对话。作为
普遍主义教育观点的反拨，比较教育理论没有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而
是转向具体方法的交流与操作。既肯定它种教育方法的客观性、合理性，

认为任何方法都有其独特价值，也指出其局限性与差异性。基于此，对
于创业教育而言，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规范，规范价值范式在其社会中具
有约束意义，同时对于它种教育价值准则和价值实践持有宽容态度。

基于比较教育理论建构激励创业机制，就是充分认识建构上述
价值态度和认知姿态的必要性。第一，激励农业创业是破解高校就
业瓶颈制约的重要路向。众所周知，科学推进大学生创业刻不容
缓，而其他诸如社会价值观、伦理思考等问题同样考验着教育工作
者智慧，寻求某种能够切实缓解矛盾、消匿冲突的范式成为必然。
激励创业能够在相对固定范围内实现学生价值的认可，形成普遍意
义可度量的借鉴与遵循，从上述信条中找寻到实现主体价值的答
案。第二，激励农业创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维度。中国农业社会进
程囿于地域、群体文化独特性和认知模式，而造成了不同经济、文
化、地缘政治意义上差异性，并通过生产方式、生活样态、思维路
向、心理架构表现出来。这种差异性的存在造成农业发展迫切需要
形成一种价值分享与共通的协调和对话机制。

二、高校激励大学生农业创业教育方法的比较分析
( 一) 高校激励大学生农业创业的教育现状
1、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农学专业与社会学、土地管理、经济学、行政

管理、汉语言文学、地理学、信息工程等七个专业的学生。学生样
本共计 2000 余人，所在年级涵盖了从大一到大四几个层面。除去不
合格的调查问卷，最后实际上的样本统计为 1857 人。如表 1 所示，

从样本信度与效度的角度来说，能够很好地体现不同生活背景及其
文化对于高校大学生农业创业形成的影响水平。

表 1 高校学生农业创业调查问卷生源情况对比

社会学 土地管理 行政管理 汉语言文学 经济学 地理学 信息工程 合计

农村生源 76 89 198 80 39 38 148 420
城市生源 219 241 243 189 179 85 165 1434

其他 2 － － － － 1 － 3

2、研究方法
我们从创业伙伴特质与行业选择、创业教育、创业地域的异同

表现作为切入点，采用了访问与问卷的实证方法，设计了高校激励
大学生农业创业调查问卷。调查问卷信度检验我们采用的重测信度

的基本检验方法，分别计算了两组相关数据系数，结果显示分别
为: Ｒ ( 农学专业学生) = 0． 87，Ｒ ( 其他专业学生) = 0． 83，

说明本次问卷具有很高的可信性。问卷从发放到回收，都普遍采用
了现场进行方式，最大程度确保问卷真实和回收率。其他专业学生
问卷回收率为 94． 3% ，有效的问卷回收率达到 92． 8% ; 农学专业
问卷回收率在 95． 8% 左右，有效的问卷回收率达到了 94． 1%。

3、数据处理
本文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加工并逐项录入，然后用 SPSS15． 0

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相关的常规统计处理，为论文提供可靠的
数据参考。根据收集的资料及数据统计结果，采用比较、分析、归
纳等方法对研究对象和问卷中所反映的情况等资料进行逻辑分析。

4、结果分析
( 1) 高校学生农业创业教育相关要素比较研究
我们把高校激励大学生农业创业教育要素进行了同质性质的检

验，结果如下表 2 显示:
表 2 各个专业学生创业教育要素判定结果同质检验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实际能力 36． 145 40． 399 21． 508 3． 724
创新意识 17． 938 19． 456 19． 439 3． 765
综合素质 13． 355 9． 441 7，933 7． 289
专业知识 19． 023 46． 786 37． 711 37． 870

表格显示，高校大学生对于农业创业的实际能力、创新意识的
创业教育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判定与反应。调查显示，除了
大四反应出的全部的异质性之外，其他的年级的学生越小，差异就
越大。对于综合素质判定上，几乎全部的显示质同，对于专业知识
的情境反应具有极强的差异性。对于专业知识的差异性，我们进行
了判定反应的基本差异比较，结果显示: 社会学的学生创新意识的
比例高于农学专业学生，其整体人数比例与其他农业学生相比，均
远远低于农学专业学生。行政管理学生中各个年级组均有实际能
力、创新意识的判定，农学专业的学生则只有在大二组中采用实际
能力为创新意识。地理学、土地管理学生在各个小组中表现，显示
出了学生的基本创业教育接受程度比例显著低于农学专业学生。

( 2) 高校激励学生农业创业教育地域性因素比较
我们把上述几种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同质性质的检验，结果

如下表 3 显示:
表 3 农学专业与其他专业学生判定同质性检查

社会

学

土地

管理

行政

管理

汉语言

文学

经济

学

地理

学

信息

工程

社会

学

农学

专业
检验

沿海地区 9 11 44 8 6 45 10 32 82
内陆地区 8 7 9 9 5 24 5 11 94
家乡地区 24 33 7 3 7 11 8 13 540

总人数 41 51 80 20 18 80 23 56 716

X2 =238. 567
P ＜0. 001

调查显示，对于创业教育的情境判定上几乎全反应具有极强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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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 p ＜0． 001) 社会学学生选择家乡地区的比例低于农学专业学
生，其整体人数比例与其他农业学生相比，均远远低于农学专业学生。
行政管理学生中各个年级多选择性观念原则判定，农学专业的学生则只
有在大二组中选择家乡地区，大三以上选择沿海地区判定逐渐占据了优
势。地理学、信息工程、经济学学生在各个小组中表现，显示出了学生
的家乡地区，其比例显著低于农学专业学生。

( 3) 高校学生农业创业特质与行业选择比较研究
我们把上述几种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同质性质的检验，结果

如下表 4 显示: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经验 32． 911 46． 543 23． 121 45． 639
资金 17． 659 45． 343 15． 041 13． 101
兴趣 7． 981 47． 214 22． 041 20． 342
理想 14． 412 38． 033 28． 454 6． 912

社会需要 18． 991 32． 542 14． 453 9． 967
家庭引导 6． 781 63． 567 50． 548 11． 123

表 4 农学专业与高校大学生创业伙伴特质与行业选择同质性检查

从表 4 来看，显示了不同质性的学生具有农业的差异。表格显
示，高校大学生对于的创业情景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判定与反
应。调查显示，对于情境判定上，几乎全反应具有极强的差异性。此种
观点的差异性进行了判定反应的基本差异比较，结果显示: 土地管理的
学生在意向性行为的判定上并无显著的差异，其余的都有明确的差异。
汉语言文学的判定的整体人数比例与其他农业学生相比，均远远低于农
学专业学生。农学专业学生创业接受人数随着年级的增加而有所提高。
社会学学生判定上与农学专业学生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到了大三组别上
农学专业学生认为损害公物不好，同龄社会学学生则做出了相反的判
定。信息工程、经济学学生在各个小组中表现，显示出了学生在意向性
不同的情况下，其比例显著低于农学专业学生。

( 4) 结论
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观和创业伙伴特质与行业选择差异较为显

著，这种差异随着年级增长而逐步缩小。第一，创业教育方面，学
生反应基本上是相同的。信息工程、地理学学生人数参半，学生认
为公道的价值更为重要。第二，创业地域念方面，沿海地区比例高
于家乡地区。第三，创业伙伴特质与行业选择观念，汉语言文学专
业学生创业伙伴特质与行业选择形成较早，经济学学生形成相对较
晚，管理类学生行为意向性基本人数比例有提高倾向。

三、比较教育理论下高校激励大学生农业创业教育的路径创新

( 一) 强化农业特色教育的顺延性质。基于比较教育理论的高
校激励学生农业创业教育，教育机构中要有计划地对于农业类型知
识和创业知识的习得。农业特色教育要通过专业人士的相关支持，

来完善其价值体系，又要通过日常交流，促成对于创业的认知。其
次，农业特色教育要完善成农业特色遗产的重要载体。要实现学生
价值观教育的转化力度，就要完善农业特色的价值要素，强化教育
层面的外部支撑，释放农业专业学生价值观教育发展活力。

( 二) 完善教育模式与文化资本投入。高校大学生农业创业必
然要强化外在影响进而实现教育模式的接轨。一方面，要充分借鉴
跨文化的教育模式，将高校大学生置于农业创业环境考察，强化其
对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和调节作用，尽量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和
教学内容等。不同文化中个体间的差异，必须注重高校大学生心理
的特征。另一方面，要根据农业地区特点筛选相关的教育项目和产
品分类，根据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进程制定相关的市场定位、运作模
式等，逐步把文化投入推向市场。

( 三) 农业创业教育现代性挖掘。比较教育理论背景下，文化
因素在在阐释个体和环境的作用关系时，注重文化及文化现象的塑
造作用。激励创业能够在相对固定范围内实现学生价值的认可，形
成普遍意义可度量的借鉴与遵循，从上述信条中找寻到实现主体价
值的答案。与农学专业学生相比，其他专业学生在农业创业方面还
存在单一、狭隘的内容。我们应当挖掘价值观具体意识及文化根
基，探索情感与价值架构，探析地域文化的共性，规避负面风险，

塑成统摄人心的创业教育方法体系。总之，比较教育理论视角下，

农业创业教育反映到高校大学生农业创业的基本理路上，既要允许
高校大学生农业创业的差异性发展，又有意识地促进高校大学生农
业创业中方法的灵活性，进而形成方法创新的共识。

( 作者单位: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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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接第 273 页) 进一步加强推免生校际交流，留校限额不再受限;

进一步健全推免生名额分配机制，合理安排使用推免名额; 进一步
优化研究生推免工作中推荐、接收工作程序; 进一步加强推免环节
信息公开，保证推免工作公平公正。同时，为健全运行机制和管理
模式，保证推免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完善推免工作的各项环节，教育
部建立“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
管理服务系统”，作为推免工作统一的信息备案公开平台和网上报
考录取系统，为提高对考生的服务水平，保证推免工作更为公平、
合理、科学、高效，保障各项推免工作可以顺利的开展和得以落实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平台。

四、结束语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是研究生招生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选拔拔尖创新人才、扩大研究生招生单位招生自
主权、完善研究生招生多元录取机制、提高研究生招生质量的重要
举措，也是促进和激励在校本科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全面发展
的有效机制。研究生招生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保证研究生质量的重要环节，因此我国研究生推荐免试制度必将会
随时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与内在革新的需求而不断的改革和完

善，从而切实保障考生自主报考和招生单位科学选拔、择优录取，

维护公平竞争的招生环境，更加注重推免工作的公平公正。
( 作者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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