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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系统研究中国创业教育的演进历程是从根本上廓清现实存在的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模糊认

识的重要途径。中国创业教育发端于 1988 年，直接榫接创造教育，是本土创造而不是“舶来品”; 中国

创业教育的“六年研究”具有深远的国际背景，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高校创业教育始于 1997 年，政策导向经历了从“以创带就”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拓展; 展望

未来，“面向全体”是主流趋势，形成“三位一体、特色鲜明”的教育模式，实现“课程实践化、实践课程

化”是纵深发展的关键，在体制机制、师资队伍、社会资源方面构建系统化协同推进的支持体系是实现

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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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深入人心，蔚为风气。创新创业已经成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作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高校创业教育也得到了全社会前所未有

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社会上多数人对创新创业知之甚少，必须从历史上把中国创业教育的来龙去

脉说清楚才能够从根本上廓清一些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就是要从纵向上对中国创业教育

的演进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对中国创业教育的本土创造、“六年研究”和高校实践进行“鸟瞰式”的巡

礼，在此基础上科学研判中国创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以期以史鉴今，述往思来。

一、中国创业教育的本土创造

( 一) 中国创业教育的历史发端考证

关于中国创业教育的历史发端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发端于 1989 年。多数学者认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1989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通过的《学会关心: 21 世纪的

教育———圆桌会议报告》，提出了“创业教育”的概念( 赵金华、孙迎光，2012) 。第二种认为发端于 1990
年，将中国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业教育课题的成员国，由原国家教委组织的五省一市参加的亚太

地区“提高青少年创业能力的教育改革合作项目”作为历史发端的标志( 刘海涛、贾万刚，2011) 。对于

这两种观点，本文认为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主要原因是在此之前以胡晓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已

经明确提出并深入阐释了创业教育的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展了一定范围的创业教育试验。
本文利用目前收集到的相关文献①，经过深入细致考证，认为中国创业教育的概念在 1988 年由胡晓风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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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根据胡晓风撰写的《创业教育的由来》一文记载，“创业教育是近十年来吸收全国各地研究陶

行知的成果并结合四川的实际于 1988 年 3 月 16 日提出来的”( 胡晓风，1995 ) 。在创业教育思想指引

下，四川省合川县以深入开展“生活教育整体试验”为契机，将各级各类教育均纳入试验范围，进行了广

泛的创业教育试验。在胡晓风的积极推动下，创业教育得到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从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教育试验。二是四川陶研会在总结回顾十五年工作时详细记载了这一

过程:“胡晓风同志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关于开展创业教育试验报告，认为它是生活教育在现阶段的运

用和发展。1988 年 5 月，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认为这种新构想‘很有道理’，‘贵

在试验示范’，并指示成立‘创业教育指导小组’进行试验，由省教委主其事，四川陶研会和四川生活教

育社协助具体实施。”( 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1995) 合川县的“创业教育实验扩展为全社会的经科教结

合，农村的农科教结合，普教的德智体结合的大型试验”( 衡超伦，1994) 。三是创业教育试验于 1988 年

3 月在四川省合川县启动，经过 3 年初期准备之后，于 1992 年正式在全县( 1992 年撤县建市) 展开。试

验主体范围包括“职前”和“职后”两个教育周期。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试验，合川教育逐步转移到提高

民族素质、满足社会和人生需要的轨道上来，教育的整体水平得以提高，中介作用得以发挥，对振兴地

方经济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 二) 胡晓风创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阐释创业教育的概念。首先，创业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其要点“在于把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社会教育融为一体，并以学校教育为主体，建构教育的整体”( 胡晓风，1991) 。“进行人生志在创

业、向着创造生活前进的教育”( 胡晓风，1991) 。其次，创业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创业教育以培

养合理的人生为宗旨。”“创业教育就是培养人生志在创业的创造教育，就是构建合理的人生的教育，或

者说是提高人生质量的教育”，“是在人生历程中进行创造和职业相结合的教育”。“创业教育是整个

生活的教育。”( 胡晓风、姚文忠、金成林，1989) 再次，创业教育是深化教育改革的新措施。创业教育是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解决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问题的具体措施。通过实施创业教育活

动，“培养青少年具有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生活能力和从事一定职业的劳动能力”，即“青少年

的创造思维得以充分发挥，……为社会创造新的知识”，发展生产力。
二是阐释创业教育的内容。他从民主教育、全民教育、全面教育、终生教育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民主教育就是将民主作风融入教育的全过程，全面普及、立体普及。相信和尊重受教育者，为受教育者

个性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实现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各得其所。全民教育旨在提高全

民族的文化素质，“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都是受教育者”，“创业教育首先要针对时弊解决学有所用问

题”，只有这样，教育才能为振兴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全面教育是创业教育的基础和核心，是全面发

展的教育，包括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教育内容的全面性( 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 ，人的自

由、全面、和谐发展的全面性。终生教育以“众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地共同求进的决心”为目标，将教育

的过程贯穿人的一生，使教育与生活完整地结合起来。胡晓风等人( 1989) 按照整个人生历程将教育分

为初始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三个周期，形成连环教育圈。
三是阐释创业教育的功能。首先是培植生活力。能有效地协调地去参与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构

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就是生活力。教育就是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促进全社会

共同构建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生活教育以“事”为中心、教学做合一以“做”为目的，其内在根据都是

为满足“需要”而做事。“需要”是培植生活力的“接口”。其次是培养劳动力。把劳动实践作为人生定

向流程的最重要内容，使受教育者有能够自主构建良好劳动生活方式的能力。人的劳动方式表现为职

业生活方式，即在一定职业岗位上的劳动生活方式。适合个性发展的职业就是一个人的事业。“只有

通过劳动实践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 胡晓风、姚文忠、金成林，1989 ) 职业与事业吻合则相互促

进，反之会相互妨碍，处理好职业同事业的关系对受教育者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再次是发挥创造力。
创造是什么? 创造是一种社会需要，在人的一切活动中赋予创造性，社会才得以发展。教育活动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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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点不在于创造某种实在的东西，而在于通过创造出来的事和物，使受教育者懂得和理解自我塑造的

过程和规律，并自觉贯彻终生。创造为什么? 最重要的是通过创造活动形成创造意识，使受教育者具

有创造精神。将创造力和劳动力结合起来，使实践活动的结果具有新颖性、先进性和应用性特点，即达

到前所未有、具有先行先导作用且可通过实践验证的效果。创造力的结构是什么? 知识、能力、个性品

格是创造力的基本构成要素。知识对创造力的作用，不仅限于记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知识的分割和

组合，形成新的创造设想，并对其进行分析与验证。能力是实现活动的手段，包括观察力、思考力、记忆

力和想象力等。知识和能力都要靠创造性个性品格承载和支撑。创造活动总是受一定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指导。
四是阐释创业教育的原则。首先是依靠科技，立足教育，发展经济。科技、教育、经济形成序列，才

能充分发展生产力。要培养能把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的创业人才，从而达到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目

的。其次是德育为本，创业为用。用全面发展的教育观点指导创业教育问题，将德育和人的全面发展

有机结合起来。再次是学问和职业一贯。这涉及如何处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普通教

育侧重对受教育者基本知识的传授和一般能力的培养，以升学、成功就业为目标取向。职业教育重视

对人的专业理论、专业技能的培养，以人的社会价值为目标取向。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应协调发展，互

相渗透，一方面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注重发挥人才的社会价值。二者的融合才能完成教育为经

济发展服务的历史使命( 胡晓风、姚文忠、金成林，1989) 。
( 三) 胡晓风创业教育思想评价

首先，胡晓风的创业教育思想作为全新的教育观念，适应了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顺应了时代需

要。“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也符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的要求。”( 方明、丁丁，1995) 胡晓风等人把创业教育置于教育体系之高端或本质内容来认识，而不是简

单视之为一种教育手段或方法( 赵金华、孙迎光，2012) 。其次，胡晓风提出的创业教育思想以马克思主

义教育原理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前提条件; 注重培养青

少年的创业意识与创业精神，使之具备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生活能力和从事一定职业的劳动

能力; 力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业教育使学生

成为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动的主体，将所学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与中国

实际的有机结合。再次，胡晓风的创业教育思想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推向深入。胡晓风立足于中

国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重点关照到既是创造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创造教育实验的身体力行

者———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他认为创业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着眼点，

是生活教育在现阶段的运用与发展，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是创业教育的主要理论渊源。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会长方明将“提出创业教育”列为 1980 年以来，十五年中“生活教育”学说研究、实验和发展取得的

“可喜的成果”之第一项，对胡晓风提出创业教育思想给予高度评价( 方明、丁丁，1995) 。

二、中国创业教育的“六年研究”

( 一)“六年研究”的两个阶段

“六年研究”的第一阶段( 1990 年下半年到 1991 年底) 。从 1990 年下半年到 1991 年底，中国作为

“提高青少年创业能力的教育联合革新项目”的项目国家，参与了创业教育的研究与实验。由国家教委

基础教育司劳动技术处牵头，成立了该项目的国家协调组，并在“五省一市”布点进行研究和实验。国

家协调组约每四个月进行一次国家级活动，交流各项目单位的试验情况和经验，解决实验中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实验主要在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 成人教育) 两个领域展开。基础教育领域的目标是: 提

高和培养在校学生的创业能力，使之具备创业意识，增强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基础教育领域项目实

施的主要方式包括五种: 依托学校教学课程、课程渗透、与校内外活动相结合、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创收

活动( 彭钢，1993) 。继续教育领域的目标是: 使离校而又未就业的青年，提高和培养创业能力，使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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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创业意识和精神，获得创业的本领，改善生活状况，为社会服务( 彭钢，1993 ) 。继续教育领域项目实

施的主要方式包括三种: 办培训班、建立创业经营小组、师徒结对( 彭钢，1993) 。
“六年研究”的第二阶段( 1992 年初至 1995 年 9 月) 。1992 年初至 1995 年 9 月，一些省市继续以

创业教育为主题开展深入研究，该阶段主要探索基础教育领域、职业教育领域、成人教育领域实施创业

教育的共性特征和普遍联系，为把握创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基本过程和基本性质提供依据，并以此为基

础，建立起比较完备、科学的创业教育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第二阶段在巩固继续教育领域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职业教育领域，其主要推进方式是完成了系列规划课题。②第二阶段的

教育实验和研究，高度自觉地将创业教育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同轨运行、同步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教育

改革的深入发展，实现了“从创业教育研究到创业教育工程”的转变; 创业教育作为一项教育科研成果，

也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充分展示其活力，发挥出巨大的社会效益( 毛家瑞、彭钢，1996; 毛家瑞，1995) 。
( 二)“六年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是厘清了创业教育的基本概念。提出了创业教育的定义:“所谓创业教育，是指以开发和提高青

少年的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具有开创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 是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基础上进行的，采取渗透和结合的方式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实施的，具有独立的教育体系、功能

和地位的教育。”( 彭钢，1995) 对与创业教育定义密切相关的广义的创业教育与狭义的创业教育的关

系，创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创业教育的“核心概念”及其“周边关

系”进行了科学而准确的界定，为深入推进创业教育实践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框定了创业教育研究的基本内容。首先是对创业教育外部联系与规律的把握。包括: 人类教

育实践活动中与创业教育有关的教育思想、观念经验、实践素材的搜集、分析、整理与加工; 创业教育形

成和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 关于创业教育形成的教育哲学观和价值观; 关于创业教育的地位、作
用、功能和价值; 关于创业教育的社会运行和社区管理; 广义创业教育目标的基本内涵和性质。其次是

创业教育内部联系与规律的把握。包括: 创业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 创业教育的基本模型和框

架; 创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基本性质和基本原则; 创业教育的教学原理、特征、运行和方式; 创业教育的

目标体系及其设计和操作; 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及其设计和操作; 创业教育的评价体系及其设计和操

作; 创业教育的教学管理体系及其设计和操作。再次是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从边缘和交

叉的角度，在多种视野的比较中，来把握创业教育的内外部联系和规律。其中创业教育内部规律、内部

联系的探索和把握处于最关键、最核心的地位。但是仅有这些也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创业教育放在社

会背景中进行考查，从更高的层面上，整体性、动态性地认识创业教育的基本规律、性质和特征。与此

同时，多学科原理和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利于认识视野从具体过渡到抽象、从局部进入整体，将分析趋

向综合、从一维步入多维、从平面走向立体，更加有利于思维的开阔性和目光的长远性，有利于创业教

育学的研究( 彭钢，1995) 。
三是形成了创业教育的基本模型。主要形成创业教育的“四大模型”。一是“创业教育基本模

型”，构建了一个包括“创业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创业教育的方式和途径”、“创业教育的领域和范围”
等“三个维度”的基本模型。二是“创业基本素质模型”，创业基本素质由创业意识、创业心理品质、创
业能力和创业知识结构四个子系统构成。三是“创业实践活动模型”，该模型以实践目标和任务为中介

和纽带，将学习目标和任务与心理发展目标和任务联系起来; 以实践过程为中介和纽带，将学习活动过

程和心理发展过程联系起来; 以实践效果评价为中介和纽带，将学习效果评价与心理发展评价结合起

来。四是“创业教育实施模式”，针对成人教育领域、职业教育领域和基础教育领域的不同特点，形成了

辐射、结合和渗透三种教育模式。成人教育领域主要采用辐射模式，职业教育领域主要采用结合模式，

基础教育领域主要采用渗透模式( 毛家瑞、彭钢，1996) 。
( 三)“六年研究”的启示与反思

“六年研究”“以开创性的个性为逻辑起点，推演出创业教育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构建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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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模式、课程模式、评价模式和社区管理模式，探讨创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基本过程、基本方式和基

本途径，从而建立起‘创业教育学’”( 毛家瑞、彭钢，1996) 。在中国创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的历

史上，“六年研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是关于创业教育的基本概念。在“六年研究”中，“五省一市”项目单位高度认同联合国在东京

会议上提出的广义创业教育概念。江苏省的毛家瑞、彭钢等人一直在坚持使用和不断完善这一概念，

但是北京市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北京市由纪秩尚等人提出了“创业素质教育”的

概念，认为“创业素质包括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是 21 世纪国民素质的必备要素”，创业素质教育系属

广义的创业教育。在创业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验的起始阶段，“创业教育”与“创业素质教育”两个

概念同时出现，互换使用。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 一是这种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时的

研究者在认识上的不一致，需要在深入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求同存异，谋求共识; 二是当时的研究者并

不认为两个概念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可以通用。不论是哪种可能，给我们的启示

是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统一对创业教育的认识。
二是关于创业教育的实验与推广。“六年研究”期间，中国的创业教育重点在于对初中毕业后未能

继续升学的青年进行继续教育，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这对创业教育实验的推广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小学生不在目标人口范围之内，造成教育针对性不强，影响了基础教育领域创

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中国中小学创业教育仍然付诸阙如，也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六年

研究”前期，创业教育在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领域广泛实验，在“五省一市”发展势头良好，积

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发展到后期，虽然教育实验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创业教

育实验逐渐式微，回到理论研究范围，而且前期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没有得到推广和应用。尤其是“六年

研究”项目周期结束之后，从事创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的优秀学者，由于各种原因，绝大多数没

有继续坚持做创业教育研究与实验，从而使得“六年研究”的理论和实验成果未能在实践中得以持续发

展。
三是关于自主探索和试点经验的借鉴与继承。“六年研究”主要是在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

育领域进行的实验与研究，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情况确实有诸多不同。但总的来说“六年研究”对创业

教育学基本原理的探索与实践，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创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开创性的

个人，这既是 1989 年“面向 21 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的重要教育哲学观点，也是“六年研究”期间

得到认可和验证的创业教育的重要价值理念。可是，中国高校在开展创业教育的初期，并没有将培养

具有开创性的个人作为创业教育的目的，而是走了“功利化”的弯路，把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创办企业作

为创业教育的目的。从创业大学生的后续发展情况来看，高校希望在短期内使毕业生中涌现大批“企

业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能够很好地吸收借鉴“六年研究”积累的研究和实验成果，中国高校的

创业教育或许会从一开始就超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避免走弯路。

三、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 一) 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兴起

关于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起点和具体标志性事件，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认为起点是

1997 年，以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作为标志性事件。有研究认为:“1997 年，高校创业教育在清华大学

首开先河，以‘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的举办正式拉开了创业教育的帷幕，从此以创业大赛带动创业

教育的教育模式逐步形成。”这一说法中的起始年份正确，但是具体标志性事件有误。之所以不能以清

华大学首届创业计划大赛作为中国高校创业教育在 1997 年开始的具体标志性事件，是因为清华大学

首届创业计划大赛开始于 1998 年 5 月。第二种认为起点是 1998 年。有学者直接将中国高校创业教育

的起点定在了 1998 年:“我国大学生创业大潮的发轫源自于 1998 年 5 月清华大学的学生们首发并组

织的‘创业计划大赛’。”这一提法在知识点上是准确的，但是却把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起点拖后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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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是不可取的。
本研究认为中国创业教育的起点是 1997 年，标志性事件是清华大学开设创新与创业方向课程。

《创业教育在中国: 试点与实践》研究报告记载:“1997 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最早在国内 MBA 培

养计划中设立专业方向，在 MBA 项目中开设了创新与创业方向，中心的成员是创新和创业课程的教

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6 ) 根据这一记载，中国大学的创业教育开始于 1997 年，

它的标志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 MBA 项目中开设创新与创业方向课程。据雷家骕教授回忆，

1997 年清华大学就实际开设了“创新与创业管理”方向课程，1998 年学校正式批准了这门课程。可见

在 1997 年清华大学就以融入到其他课程的方式实际开设了这个方向的课程，据此，我们将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在 MBA 项目中开设创新与创业方向课程作为中国高校创业教育在 1997 年开始的标志。
( 二) 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中国高校创业教育以 1997 年为起点，到目前为止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③

一是高校自发探索阶段( 1997—2002． 04) 。1997 年开始，清华、复旦、华东师大、武大、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等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做了有益的探索。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达到 15%，进入

了大众化阶段。当年 4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召开的普通高等学校“创业教育”试点工作座谈会敏

锐地洞察到这一重大变化，明确地指出“高等学校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社会适应性，同

时也要加强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2) 。国家的强势

推动，巩固和提升了高校自发探索阶段取得的成果。
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引导下的多元探索阶段( 2002． 04—2010． 04 ) 。2002 年 4 月，教育部在 9 所大

学④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试点工作。试点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三种教育模式。即: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

表，以课堂教学为主导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代表，以提高学生创业意识、创业

技能为重点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代表，以创新教育为基础，为学生创业提供实习基

地、政策支持和指导服务等综合式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2008 年，教育部通过“质量工程”项目，又立

项建设了 32 个创新与创业教育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取得了较好的预期成果。
三是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的全面推进阶段( 2010． 04—2015． 05) 。2010 年 5 月，教育部颁行《关于

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 教育部，2010) ，这是第一个推进创业

教育的全局性文件。教育部成立了由知名企业家、企事业单位专家、高校教师、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这是在教育部领导下，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进行

研究、咨询、指导、评估和服务的专家组织。教育部建立了高教司、科技司、学生司、就业指导中心四个

司局的联动机制，形成了创新创业教育、创业基地建设、创业政策支持、创业服务“四位一体、整体推进”
的格局。2012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 试行) 》，对创业教育的教学

目标、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推动了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教育部，2012) 。经过努力，逐步形成了“政府促进创业、市场驱

动创业、学校推助创业、社会扶持创业、个人自主创业”的局面( 刘延东，2011) 。
四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深入推进阶段( 2015． 05—现在) 。近十年来，两个政策导向极大地促进了

创业教育的发展。一是“以创带就”，始于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

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方针，强调要“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

育，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 胡锦涛，2007) 。在“以创带就”政策导向下，高校创业教育立足于就业

这样一个最大的民生问题展开，围绕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将“自主创业”作为灵活就业的两个方式( 另

一个为“自由职业”) 之一，千方百计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始于 2015 年。
《201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作为驱动经济发

展的“双引擎”，明确指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

流动和公平正义。个人和企业要勇于创业创新，全社会要厚植创业创新文化，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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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此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在中国迅速兴起。在这种社

会氛围中，2015 年 5 月，国务院颁行《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站在国家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

就业的高度，明确了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提出了 9 项改

革任务、30 条具体举措。由国务院发布文件，推进深化改革，标志着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进入了在国

家统一领导下深入推进的新阶段。这一阶段，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已经由“以创带就”拓展为以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质拓展为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支持创新者去创

业，使创新创业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 三) 高校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是育人合力尚未形成。高校创业教育各有优势、各有特色，遇到的瓶颈问题也不尽相同。办学

实力较强的综合性高校，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观念影响下，学生自主创业意愿不强，创业项目的转

化落地率较低，创业教育的“锦标观念”突出，功利色彩较浓。普通高校以及高职院校受限于学校学科

力量，缺乏对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提升，缺少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教材编写困难重重，

也无法吸引优质社会资源与学生创业项目进行有效对接。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创业教育的

氛围刚刚形成，全国各地区的成功案例及典型经验尚未形成和推广，各省对于扶持高校开展创业教育

的平台建设和政策支持也在逐步确定的阶段，尚未在行业内或区域内形成资源互补和良性互动，无法

形成发展的合力。
二是运行机制尚未成熟。运行机制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独立式”运行机制，设立专门的教育管理

机构，由专职人员负责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 二是“嵌入式”运行机制，依托工商管理学院、商学院，

成立了相关教学管理机构，多由兼职教师负责相关工作的开展; 三是“联动式”运行机制，由学校领导牵

头，协调教务、学生、就业、科技创业园区等机构成立工作指导委员会，各部门协同负责，这也是目前高

校较为普遍的运行机制。由于尚未进行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高校对于开展创业教育工作的认知程度

和执行力度也不尽相同。大部分高校还未设立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领导协调、分工负责的工作体制

正在磨合中，在促进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工作效益、形成工作合力方面仍存积弊。
三是学科体系亟待建立。创业教育学科体系尚未建立，师资队伍相对匮乏、教法方法尚需改进、教

材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尤其突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专职教师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缺乏

对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科学设计和深入研究; 兼职教师缺乏准入标准，队伍流动性大，缺少认证体系和

激励机制。现有教学方式，在提升教学实效和共享教学资源上面临着双重挑战。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在

大部分高校都为辅修课程，在学生投入精力有限、获取知识的渠道日益多元的背景下，课堂教学的局限

性日益凸显; 创业教育是非常注重模拟和实践的课程，如何实现资源共享是提升创业教育整体水平的

重要环节。教材建设方面，数量少，种类单一，针对性差，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 其根本原因在于创

业教育的学科建设尚未完成，科学研究刚刚起步，对诸多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未达成共识。

四、中国创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面向全体”是主流趋势。教育部于 2010 年和 2012 年分别颁行文件强调“创业教育要面向全体学

生”⑤，各高校也通过多种方式积极贯彻“面向全体”的教育理念，从创业教育的目标和对象对其做出解

读，认为“面向全体”是以培养所有学生的创业观念、知识和能力为目标，重点在于创业意识启蒙和创业

知识普及。事实上“面向全体”的创业教育有更为广阔的科学内涵，如有学者提出的“广谱式”和“全校

性”创新创业教育，就是“面向全体”理念的深化和具体化。有学者将“面向全体”的创新创业教育分为

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发展阶段( 梅伟惠，2012) 。本研究认为，以数量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初级阶段已经

结束，当前正处在以组织转型为目标的中级阶段，应该加快深化改革的步伐，尽快过渡到高级阶段，实

现理念置顶、和谐共存、创建生态系统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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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特色鲜明的教育模式是重要途径。高校创业教育的特色模式主要有“校本模式”、“区域模

式”和“行业模式”三类，高校在坚持“校本模式”的同时主要呈现出向区域特色和行业特色发展的趋

势。未来各高校的创业教育要形成“三位一体、特色鲜明”的模式。各高校创业教育模式要将“校本、区
域和行业”三方面有机结合，统筹协调、紧密联系，以实效性作为创业教育模式选择的判别标准，形成具

有鲜明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使创业教育的效果最大化。“三位一体、特色鲜明”模式的核心在于“利益

契合、准确定位”。高校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研究与区域特色、行业特色融合的利益契合点，让地方政

府、企业通过“官产学”合作的形式积极参与创业教育，为创业教育提供资源，并构建高校自身发展与区

域经济和行业共同进步的良性互动机制，整合校内外资源，最终实现区域特色、行业特色与高等教育的

协调、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完善教育体系是实现纵深发展的关键。创业教育体系的核心是课程教育体系和实践教育体系，发

展的方向是通过“课程实践化、实践课程化”，实现从“知行并重”到“知行融合”的跨越。创业教育课程

教育体系的实践化，包括“课程内容实践化”和“教学方法实践化”两个方面。“课程内容实践化”是指

教学内容要与创业实践紧密结合，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中增加创业实践内容。在增加创业实践内容的

同时，也不能弱化理论知识。创业教育课程内容实践化不等于“去理论化”，不能将理论与实践对立起

来，而应将二者有机融合，通过实践案例来丰富理论知识，通过理论知识来指导创业实践。“教学方法

实践化”是指在教学中综合运用开放式、互动式、研讨式、案例式等多种实践取向的教学方法。在课程

教学中综合运用模拟教学、活动教学、体验教学、案例教学等方式，增加学生的创业实践体验，这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创业实践教育体系覆盖率低的不足。通过创业实践，学生学习的创业理论知识得以运

用，也在实践中积累创业的相关经验。创业实践教育体系包括竞赛、园区和活动等载体。当前应该在

科学规划基础上，完善现有载体、探索新型载体、强化育人功能，实现创业实践教育体系的规范化发展。
一要科学规划，将创业实践教育与专业实践教育有机结合，在内容、形式、师资、管理和保障等方面参照

“课程”体系的标准去建构和完善; 二要转变实践教育观念，使学生和教师正确看待创业实践的目的和

意义; 三要规范实践教育过程，突出强化实践教育的育人功能; 四要完善实践教育考核方式，轻结果评

比，重能力培养。
构建系统化协同推进的支持体系是有力保障。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体制机制、师资队

伍、社会资源等多个因素作为支撑保障。首先是成立大学生创业教育专门机构，完善体制机制。创业

教育越深入发展，对于机构和制度保障的要求越强烈。建立专门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机构，并健全制度、
理顺机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具体而言，要结合自身特点成立大学生创业学院或中心，要把创业教育

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纳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 要理顺领导体制，建立健全由教学、就业、科研、团委、
大学科技园等部门参加的创业教育和自主创业工作协调机制; 要统筹校内资源，整体规划和协调创业

教育、创业基地建设、创业政策扶持和创业指导服务等工作，明确分工，确保人员、场地、经费投入。其

次是打造“三师型”师资队伍。要重点建设、完善师资队伍结构中的“三种类型”: 理论型的校内专职教

师、综合型的校内外兼职教师、实践型的社会兼职教师。教师必须具备“三种素质”: 能讲课，拥有“广而

深”的专业知识; 能咨询，拥有“精而专”的实践技能; 能实战，拥有“丰而强”的创业阅历和能力。再次

是构建科学化、规范化、具有可行性的产学联盟支持系统。产学联盟是一种全新的合作形式，包括各高

校之间的高校联盟以及企业间的企业联盟。产学联盟支持系统的构建有三个原则，即利益契合、优势

互补、资源整合。它包含五个子系统，即作用系统、平台系统、组织保障系统、机制保障系统和过程控制

系统。通过作用系统推动高校和企业相互合作，具体合作途径则通过平台系统实现，通过组织保障系

统和机制保障系统确保产学联盟的有序有效运行，通过过程控制系统对合作支持系统进行控制，对创

业教育提供资源、实践、经验和研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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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ANG Zhanren

( Employment ＆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Ｒesearch Institut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Ｒ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a systematic way is an im-
portant approach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straightens out its origins． The au-
thor argues that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tarted in 1988，and Chinese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HU
Xiaofeng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oroughly． Guided by this thought，a rang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ought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reativity-oriented education，and it was created in China but not imported from overseas． The
Six-Year Ｒesearch of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a profound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The re-
search，based on the logic origin of the pioneering individuality，deduced the conceptual system and theoreti-
cal framework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and constructed the target pattern，curriculum model，as-
sessment model，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l． Besides，the research also discussed about the funda-
mental laws，process，method and essential ways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refore，the research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which took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edagogical experimen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started in 1997，when Tsinghua University first of-
fered the curriculu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o far it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guided the expanding period from“business startup drives the employment”to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significant expansion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the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innovation． Innovators are encouraged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making the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 engine of motiva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urrently，the greatest
challenges facing universities’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the holistic education has not been shaped;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is not yet well-established; the curriculum system has not been developed; and par-
ticularly，there are other challenge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teaching staff，improper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xtbooks． Looking to the future trend of education for all，it’s vital to create an integrated
mode of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actice-based curriculum and curriculum-based prac-
tice for sustained 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a supporting system to coordinate the mechanism，teaching staff，
and social resources help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evolution process，the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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