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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视域下的高校

就业指导课程改革探索
张 惠

（曲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

摘 要 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创新创业教育被高校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就业指导课程作为

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途径，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通过对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现状的分析发现，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就

业指导课程在开设观念、课程内容和实施过程三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亟需改革，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针对性的

改革建议，以期促进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建设与创新创业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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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Reform of College Employment Guidance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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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Premier Li Keqiang proposed "mass entrepreneurship, popular innov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

ship education has been taken as an important task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important wa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

preneurship education, employment guidance courses should also receive more atten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course,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certain deficiencie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concept, course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reform is urgently

needed.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proposes reform proposal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mployment guid-

ance courses and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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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今时代是科技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创业已

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和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

重要途径。自 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命题之后，“双创”作为社会各界谈论的

热点，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频率越来越高。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浪潮中，青年大学生这一群体朝气蓬勃、精力旺盛，有着

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并且依托高校这一重要的学术资

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理应成为“双创”的重要力量。众多

高校在政策的导向和驱动下，日益意识到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

重要意义，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加快培养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勇

于投身实践的创新创业人才，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和社会技

能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已成为当代大学的

一项重要任务与使命。就业指导课程作为高校实施创新创业

教育的重要途径，也应得到更多关注。

1 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现状

自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高校纷纷

响应号召，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创新创业教

育的改革也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高校纷纷成立大

学生创新创业指导中心，开辟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将创新创

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就业指导课程也逐渐引入创

新创业教育的内容，凸显出“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创

业”的工作思路。

根据以往的研究，目前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主要是课程内

容具有较大普适性的基础类就业指导课程，如“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就业指导”，少

数高校开设了更加强调专业知识的专业类就业指导课程和重

视培养学生创业能力的创业类就业指导课程，但由于不同高校

间的办学水平、师资配备等存在较大差异，各高校之间无论是

就业课程的数量还是课程的内容都存着严重不平衡的现象，教

学效果也有较大差别。①

2 高校就业指导课程存在的不足

2.1 观念上重视程度不够

通过对当前就业指导课程开设现状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分

析，笔者发现，大到学校与学院层面，小到教师与学生层面，普

遍存着在对就业指导课程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

就学校与学院层面而言，由于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学质量并

不直接影响本学校的生源、院校排名、学术成果等当前评价大

学办学水平的主流指标，所以虽然目前很多高校都成立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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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中心，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并将其列为必修课程，但是相

比英语等公共必修课，就业指导课程无论是在经费投入、还是

师资力量的配备上都相对较少。

就教师层面而言，目前从事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师大都是学

院辅导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在该课程之外还承担繁重的管理工

作，对于教材和课程的钻研程度不一，且开课之前大都没有经

过系统的培训，开课质量良莠不齐；同时，不少教师认为就业指

导课程只是学校在当前政策形势下设置的应景课程，学校不重

视，学生不重视，而且课程教学质量的好坏并不直接影响他们

的考核、绩效与晋升，并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教学积极性与主

动性。

自学生层面而言，大部分学生都是把精力集中在专业课

程，认为就业指导课程只是修满学分必需的公共课，成绩好坏

对自己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在就业指导课程上投入的时间和

精力都远远不够，更鲜有学生将之提升到助力自己创新创业、

谋划职业生涯、合理规划人生的高度。

2.2 课程内容结构不合理

就目前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开设现状来看，课程内容并不

能真正实现助力学生创新创业、促进学生就业的目的，课程内

容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课程内容多依据统

编教材，缺乏针对性与多样性。课程对大学生就业的共性问题

如当前的就业政策、就业形势等介绍得比较多，对就业中的个

性问题如大学生的职业观念、就业心理、个性特质、潜能开发、

创业创新能力与职业体验等讲授得比较少，更缺乏面向不同专

业方向学生的针对性指导；二是课程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缺

少技能性和实践性内容。大多高校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与市

场的联系较少，没有体现社会各界与不同用人单位的职业要

求，没有为学生提供提高就业、创业技能的机会，表现出“纸上

谈兵”的特点。三是课程内容中缺少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容，目

前的就业指导课程的内容体系主要聚焦于大学生职业规划和

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两个方面，对于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的关注偏少。

2.3 课程实施过程实践性程度低

就业指导课程本应是一门凸显技能性、实践性的综合型课

程，旨在帮助大学生习得就业创业的技能技巧，增加他们成功

就业创业的几率。然而现在大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大都

直接采用讲座式教学，大班授课，教学方式以讲授法为主，偏重

于理论传授，不仅课程内容缺少实践性知识，课程实施中也缺

少实践性环节，学生鲜有外出实践和体验的机会，整体实施过

程表现出实践性程度低的特点。

3 高校就业课程的改革路径

3.1 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就业指导课程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形势下，创新创业教育已经被

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现代化建设发展体系中，提升到高等教育

办学理念和教育体制改革的高度。②高校应立足于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任务来抓，将就业指导课程作为实行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突破

口，高度重视，加强对教材建设、教师培训及评价体系等具体问

题的研究，自上而下推行课程改革。

若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创新创业教育，高校领导们需从对宏

观教育规律的把握入手，深入思考“双创”形势下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的本质、目的和价值，以深化就业指导课程的改革为契机，

加大课程经费投入，深化课程改革，兼顾课程目标的设置、课程

内容的组织、教学方法的选择以及教学效果的评价等各个方

面，注重师资培训，不断创新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学方法与考核

方式，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3.2 强调课程内容的针对性与时代性

课程内容直接影响到课程的实际实施效果，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态势下，就业指导课程的内容应体现针对性与时代

性，具体来讲，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课程内容应面向市

场，聚焦热点，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互联网和大数据

的时代，课程内容应该紧跟时代，积极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政策导向，调动教师和学生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充分利用

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优势，整合优秀的课程资源，开发出体现时

代性的课程内容；二是课程内容要针对具体学科，结合学科特

点。大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专业教育的特点，学生的很

多精力都用于专业学习，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应思考与学科的

连接点，有机结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分类指导，力求使学

生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进行创新创业；三是课程内容应尽量照

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学生的个体差异体现在自身性格、兴

趣爱好、职业取向等多个方面，面向这些学生，课程内容的设计

应凸显个性化，尊重差异，因材施教，以便更好地调动学生创新

创业的积极性。

3.3 强调课程的实践性与体验性

创新创业教育不应是纸上谈兵的教育，而应该是重视实践

与体验的教育，就业指导课程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依托，

应该体现出高度的实践性与体验性。一方面，课程应为学生提

供更多的实践与体验机会，创新课程形式，突出实践性和学生

主体性原则，重视发掘学生的创造力，如组织学生去企业实地

参观调研，以了解目标领域的技能、素质要求；开展面试模拟活

动以提高学生的面试技巧；邀请创业成功人士举办经验交流

会，给学生机会与其面对面交流，学习创新创业的技能。另一

方面，课程的教学手段应多样化，不能采取单纯的讲授法，而应

注重实践操作、案例分析，综合运用案例教学、场景模拟、讨论

辩论和社会调查等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技能

相促进，提高教学效果。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其教育效果的显现

并非立竿见影的，就业指导课程的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

就需要高校坚定改革的决心，坚持贯彻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政

策，以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良

好态势为目标，在改革的实践中持续探索，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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