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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年的国家政府会议中，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倒新”[1]；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

“双创”成为焦点的热议话题。目前，高校的创业教育成为热

点问题。虽然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但其经历时间短暂，经验少，还是摸着石头过

河，相关的理论研究还不成系统，实践成功经验需要加强，

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实践

上，高校创业教育及管理模式仍处于萌芽阶段[2]，创业教育

管理体系的特殊性应作为重点研究对象，需要结合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创业教育管理体系。因此，研究、实践创业教育模

式体系，结合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系而建立科学系统

的创业教育管理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构建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本研究借鉴IPPS课程教学模式，构建适合高职院校学

生的创业课程体系。IPPS教学模式是指：创意（idea）、项目

（project）、计划（plan）、战略（strategy）[3]。在IPPS教学过

程中，教师需要确定教学内容，改革教学过程，创新教学方

法，设置可行的评价体系，以达到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

IPPS需要遵循以下教学原则：（1）课程必须符合教育规

律，通过系统的学习形成知识框架体系[4]。（2）课程设置需

要不断地更新和修改，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3）课程设

置必须符合一定的准则和教学认知规律，课程体系中的不

同程度的难易度的排序需要和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安排顺序

一致。

在构成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时，结合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案的课程体系，构建创业教育理论课程体系（见表1）；创业

教育实践课程体系如表2所示。

2    构建师资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
高职学生创业教育的关键是创业型师资队伍的构建。高

水平、高素质创业型教育师资队伍的构建是快速推进创新创

业教育的重要保障。目前，构建创业型师资队伍提高师资水

平是各高职院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2.1  构建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职师资队伍

创业创新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求教师具

备一定的讲课能力，还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创业方面的经

验。创业型师资队伍应来自于经济、工程、企业、投资公司及

高校等领域构成专职教师，同时还应聘请具有一定的学术背

景和创业经验的人士作为兼职的创业教学与研究工作。除了

构建一支专业的创业教育团队外，还应积极引入创业型人才

比如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投资家等，构成创业教育指导委

员会，指导创业教育工作。

高职院校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创业教育课程研发队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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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创业教育理论课程体系

学习阶段 创业课程

入门阶段

（生手）

创业的有关基础知识

（主要包括创业精神、激情、信息辨识与分析、创业素质、商业判断、商业谈判、领导力、应变力、社会责任等内容）

创新有关的基础知识

（包含创新的来源、创新的思维方法、创新的过程等）

专项阶段

（熟手）

创办企业需要面对机遇和挑战

（包含寻找商机、机会评判、公司创办、公司发展战略制定、组织设计、市场营销、资本市场、税务、知识产权、合同、谈

判、国际贸易、风险投资等内容）

创业环境的知识

（政府政策、市场环境、资本市场制度习俗、电子经济环境等内容）

综合阶段

（能手）

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和国际视野的一些课程

（主要包含：战略制定及规划、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投资、国际商务及财务管理、国际商务、内部员工创新创业、公益事业、

电子商务的特点、电子商务的构建、高科技企业的创业、产业竞争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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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创业教育的理论以及实践研究，探索高职院校创业教育

的现状及政策动态，为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寻求一条发展之

路。研究就业形式及动态，就业理论及方法和技巧，整理创

业就业案例和案例分析，尽快编纂出一套符合高职特点的创

业就业系列教材。

2.2  强化师资队伍培训

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是一个比专业教育还要复杂的一

项教学工程，需要一支高水准、高素质、有创业体验的师资队

伍。强化师资队伍培训，快速提升教师创业素质是推进创业

教育的核心所在。特别是要注重培养教师本身的创新意识、

创业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促使师资队伍从知识型向能力型

创新型转化。为此，高职院校一定鼓励各个教师走进企业进

行实践、从事创业实践体验或自主办企业，提高实践教学的

水平。另外，还要积极探索丰富多彩的创新创业实践，加强国

内和国际的创业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学术研讨，全力培养和

打造出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创业型教学师资队伍。

3    构建设备齐全、功能完善的创业型实训基地
创业教育不可能仅仅是进行知识的讲授，更多的是需要

进行实践教学和实训训练以及模拟创业的实训基地。因此，

构建功能完善的创业型实训基地是创业教育中极为重要的

一个环节。

3.1  整合校内各种实训基地资源，构建创业型实训基地

以校内创业孵化基地、协同创业中心、创业中心为平台，

整合现有的实训资源包括各个专业的校内实训基地，构建创

业实训一体化的实训基地。由学校统一协调，成立专门的组

织机构进行管理，并负责提供基金，同政府部门沟通，搭建

各种实训平台，创立示范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基金支持、

咨询支持及管理支持等服务项目，让学生处于主体地位，切

实体验创业经历的全部过程，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

创业技能[5]。

3.2  开发校内市场，进行创业锻炼

以创业孵化基地为中心，学生在系统性地学习了创业教

育的各个环节，有了创意项目以后，申报创业基金，在创业孵

化基地进行实战演练。积极开发高校校内市场，学生创业更

了解学生的需求，更能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且有着一

定的人脉资源，因此在校内有着独特的优势，同时又有学校的

创业指导教师进行指导，学生校内创业更容易培养和孵化。

3.3  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大学生校外创业实践基地

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构建校企共建的校外创

业实践基地，形成产学研一体的校外实训基地。通过和企业

深度合作，为学生就业创业和企业之间搭建一座桥梁，组织

学生进行见习、实习更加贴近市场、企业。使学生感受企业

氛围、吸收企业文化，从而增长才干，达到就业和创业的目

的，取得学校和企业双赢。

4    结语
当今大学生毕业人数逐年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

就业压力。如何解决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找寻就业出路是一

个重要问题，以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案。

教会大学生去创业就是各个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结合各个

专业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和实训资源进行创业就业教育，并且

构建符合各个专业特点的创业教育体系及模式，对学生进行

创业教育培养，这样，学生在学校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

识，同时也学到了创业就业知识，就能够在毕业时充分运用

所学知识进行创业实践，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和一部分学

生创业带动其他同学一起创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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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创业教育实践课程体系

学习阶段 支撑课程

入门阶段

（生手）
创业专题讲座、企业参观考察

专项阶段

（熟手）
市场调研与评估、创业计划书制定、沙盘演练等

综合阶段

（能手）
创业创业设计、创新大赛、模拟创业、企业创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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