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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双创”教育同济共生系统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湖南农业大学及其涉农生物学科的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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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共生理论视阈，对高校“双创”教育（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系统内的同济共生关系与机理，从

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四个维度予以观照，并系统梳理了典型个案湖南农业大学涉农生物
学“双创”人才培养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对高校“双创”教育系统中基于项目和平台高效传导、互济共享机
制，多元契合、友好共生的动能生发机制，以一体化共生为目标导向的多维度协同机制建构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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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ly supportive symbiosis system and its mechanism
for 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alysis based on agriculture related
biological talents training practice
WANG Ruozhong, WANG Lang, XIA Shitou, YI Zili, XIAO Langtao*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 the mutually supportive symbiosis relationship and its mechanism
underneath

the

university

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dual-creative

education)

system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from four elements of symbiotic units, symbiotic interface, symbiotic environment and
symbiotic mod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from typical cases of agriculture related biological talents training at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e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highly effective transmission
based on project and platform of the dual-creation educ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mutually sharing
mechanism,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friendly symbiotic mechanism of kinetic energy generation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v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target-oriented integrated symbiosis we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Keywords: innovative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mbiosis system; mutually supportive symbiosis
mechanism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提供创新、创业人才保障已然成为高校

集中在“双创”教育的理念、内涵、内在联系、实
施策略等方面。

的重要使命。高校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简称高校

李志义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是专业教育的有机

“双创”教育，下同）如何实现最大价值效应，一

构成，是专业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性、前瞻性

直是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学界对

的集中体现[1]。赵继认为创新创业教育不能视为现

高校“双创”教育也展开了广泛探讨，其研究主要

有基础教育、专业教育的补充，而应贯穿于大学本
科教育全过程[2]。刘军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既不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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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新教育，也与单纯的创业教育存在区别，更不
是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的简单叠加，而是一项系统
性的人才培养与教育活动[3]。张彦认为双创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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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和系统工程[4]。 栾伟玲认

但这一概念也准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事物

为，创新教育重在培育创新思维，创业教育重在提

间的关系，为人们促进某一系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

高实践能力，而双创教育的内容是依据其目标决定

一种新理念，并拓展了方法论视野。不论是作为目

的，可以分解为创新创业基本素养与意识、创新创

标还是结果，“同济”和“共生”倡导的是同济、

业专业知识、创新创业专业能力与技能等 3 个一级

共存的过程和互利、双赢的价值。

[5]

指标和 15 个二级指标 。刘来玉等认为双创教育包

共生理论认为，共生系统中任何事物都不是独

括首创精神、创新意识、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

立存在和发展的，彼此之间均会形成一种相互促

[6]

以及技术、社交和管理技能的培养 。张冰等认为

进、同济共生的关系。共生系统一般包括共生单元、

双创教育的核心内涵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

共生界面、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四个要素[15]。笔者

业意识和创业能力[7]。陈川等认为，创业教育是创

现将高校“双创”教育系统置于共生理论视阈予以

新教育的首要活动与内容，创业教育是创新教育中

观照，并分析其“共生单元”等要素之间的关系，

[8]

最高层次的教育 。鲁宇红等认为，创业教育的本

以更好地把握高校“双创”教育共生系统的目的性、

质和核心是创新教育，创业教育是创新教育的一个

整体性、开放性

[9]

[16]

等特征。

全过程 。周敏等认为，创业教育为创新教育提供

（1）共生单元。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关系的

载体, 创新教育为创业教育奠定基础。创业教育成

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在高校“双创”教育体

败在于是否有效开展创新教育，创业教育成果又可

系中，作为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的“共生单元”

[10]

以检验创新教育成效

。陈亮、曾尔雷、马永斌等

认为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校“双创”教育必
须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也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等
多主体参与和多途径实施

[11-13]

。“双创”教育不仅
[7]

大致可作多个层面的细分。
高校“双创”教育系统宏观层面有高校、政府、
企业、社团等共生单元；微观层面有院系、创新创
业平台、教育教学管理、服务部门等共生单元。
“双

是一种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

创”教育系统中共生单元的能量生产与交换，如高

大多数学者主张“双创”教育在目标取向上应回归

校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及举办创业规划设计与竞赛、

“育人”的本质，在实施方式上须有机融入专业教

企业深入高校进行相关宣传活动、社团组织有关创

育之中。

新创意活动、市场投放创业资金等，可促进高校“双

鉴于学界主要是从教育学视阈对“双创”教育

创”教育的同济共生。

进行探讨，而鲜有生态学视角的考察，笔者拟首先

（2）共生界面。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及其共

将高校“双创”教育置于共生理论视阈来观照和剖

生主体相互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媒介或

析，再基于典型个案湖南农业大学涉农生物学人才

载体，及其相应的路线或空间，是决定共生系统效

培养的实践及其经验，对“双创”教育同济共生机

率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在“双创”教育共生系统

制予以探讨，以期为新时代中国高校教育教学改

中，高校、创业导师、社团、媒介等既是能量生产

革，尤其为推动 “双创”教育的理论、实践创新

单位，也是能量传输的中介或媒体。
在创新教育、创业教育两个子系统之间、“双

提供参考。

创”教育系统中众多共生单元（或主体）之间进行

一、共生理论视阈“双创”教育系统观照

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共生界面中，高校与政府、

“同济”一词最早出自《孙子·九地》：“夫

高校与企业，学校与学院、学科平台等的共生界面

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高校作为“双创”

也如左右手”， “同济” 无疑也可以理解为事物

教育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共生单元”，可以通过完

之间互帮互助，同心协力，战胜困难，也比喻利害

善激励机制、搭建“双创”平台、营造“双创”氛

相同。“共生”一词虽然起源于生物学，描述的是

围等，产生创新教育、创业教育共生的能量；另一

，如豆

方面又可通过方向引导、政策激励、资金帮扶等手

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共生以及小丑鱼与海葵的共生，

段，促进“双创”教育共生单元之间的信息传输、

[14]

不同种属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的状态或现象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4

http://qks.hunau.edu.cn/

2018 年 4 月

物质交流、能量传导。例如，在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烈、能力突出的这部分学生；创新教育也不能仅仅

方面，加强基础设施条件建设，开放模拟型和实战

通过有关创新思维课程的设置，停留在创新意识激

型创新创业训练孵化基地，有针对性地培育创新创

发这一表层，而是要在帮助其获得创新能力后勇于

业团队，有效扩大和盘活各种创新创业资源，并实

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而这需要提供如资金、项目、

现资源利用效应最大化。其实现形式主要有：为设

政策等方面的实质性帮扶。因此，如果进一步从资

置创新创业课程提供相应的指导；通过组建师生科

源要素、政策制度视角来考察高校“双创”教育的

研团队，研发创新性技术和产品，参与各类竞赛；

共生环境，就不能否认也还存在要素投入不足、制

通过专项经费重点支持建设创业园或创业基地，开

度尚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消极因素，由此可能导

设创客空间，搭建知识传播、创意交流、点子分享、

致在“双创”教育中，学校、学院、专业、课程等

跨专业碰撞、协同创造的桥梁；组建创业学院，采

层面在人、财、物投入及相应服务方面不匹配、不

取“3+1”模式，每年面向毕业班学生招生，在创

衔接现象。这无疑会抑制“双创”教育同济共生，

[17]

业学院学习一年，指导创业项目，促成大胆创业

。

需要逐步完善和优化。

此外，高校学生自愿成立、自行管理的创新协会、

（4）共生模式。共生模式主要指共生单元之

创业小组等社团组织，往往可以在“双创”教育系

间彼此影响和作用的方式、共生主体结合的形式。

统各共生单元之间起到沟通、协调、宣传、服务等

从共生单元的组织程度、相互之间作用的强度来

作用。

看，共生模式一般是沿着以下路线转型升级的：点

新闻媒体作为共生界面可以促进“双创”教育
系统各共生单元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高校通过学校

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一体化共生[15]。
高校“双创”教育共生模式因校情不同必然存

官网、校报校刊、社团刊物、微信微博等媒体对有

在差异。应该说，大多数还属于中低端的“点共生”

关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人物等进行宣传报道，能促

“ 间歇共生”“连续共生”模式。高校“双创”教

使大学生更多地关注创新与创业，更广泛更直观地

育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教育活动，其本质在于创新精

感受创新创业带来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营造

神的培育[17]，而不少高校“双创”教育还局限于创

双创教育共生发展的良好氛围。

业行为孵化等一个或几个“点”，属于典型的低端

（3）共生环境。共生单元之间的关系是在一

“点共生”模式，甚至这种“点共生”还很不稳定，

定环境（即共生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共生环境

只是一种间歇性共生，而非连续性共生。毫无疑问，

是指某一组特定共生关系以外的所有因素总和。根

高校“双创”教育共生模式会随着共生主体间在信

据环境对共生系统作用的不同，共生环境分成正向

息、知识、资金、技术等要素之间的互补性、融合

环境、中性环境和反向环境等三类。高校“双创”

性、稳定性增强而不断趋近“一体化共生”模式。

教育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系统，涉及人、财、物、制
度等多方面、多层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共生

二、
“双创”教育同济共生典型个案剖析

环境中充满了大量复杂多变的因素。共生环境中的

基于高校“双创”教育的同济共生系统属性，

因素及其对“双创”教育的效应均处于动态变化与

湖南农业大学秉持同济共生理念，充分利用校内外

转换之中

[15]

。

一切可供利用的资源，不断优化“双创”教育生态

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不少困难，从学生需

系统，大胆创新高素质 “双创”人才培养机制，

求视角来审视，“双创”教育共生环境中既蕴含机

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其涉农生物学科从自身学科

遇，也不乏挑战。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

优势和专业特色出发，创立多维协同模式，获得了

态势的形成，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的意识普遍增

数以百计的省部级和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强，对“双创”教育的需求更加多元化。越来越多

计划项目，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涉农生物学“双创”

的大学生提前感受到了被动就业的压力，希望通过

人才。据统计 2013—2017 年累计培养 5 702 名涉农

创业教育获得创业的能力从而实现主动就业、高质

生物学相关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生参与学

量就业。因此，创业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创业欲望强

校组织的“科技下乡博士团”先后 3 次被中宣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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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委评为“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三下乡’社会

赛提供经费、实验平台、教师指导等公共性服务。

实践活动优秀团队”；培养了 8 011 名本科生，其

同时每年与有关企业、专业协会联合定期开展 “植

中 200 余人出国深造，22 名遴选为大学生村官。尤

物生物多样性”“植物生理生化实验”“生物学实

为可喜的是近年培养的“双创”人才中还涌现了受

验技能”等为主题的实验技能大赛。政策的有效衔

到国家表彰和习近平同志接见的全国“优秀村官”

接为拓宽“双创”教育各共生单元及其参与主体的

彭万贵，以及在自己成功创业的同时，还帮助洞庭

共生界面，提高其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的频次和

湖区藕农解决销售难题的彭思华、帮助湖南橘农解

有效性，增进 “双创”教育的同济共生效应提供

决病虫害防治难题的莫博程、带领青海藏区农牧民

了制度保障。

脱贫致富的索南才让等一批先进典型。2013—2017

（2）依托项目和平台，拓宽 “双创”教育同

年在学校获得的 71 个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济共生界面。共生界面作为由多个共生单元及其共

计划项目中，生物学科多达 41 项；在 154 项省级

生主体为支点构成的多条联线而形成的能量传导、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生物学科多达 73

物质传送和信息传递的界面，其界面大小及其中联

项。“双创”教育训练项目引领着学生创新创业大

线多少、联线载荷大小、品质高低、畅通与否等是

潮，学生注册登记公司 59 个，组织策划和成功实

决定共生系统中各共生单元及其共生主体之间同

施创新创业项目 296 个，参与创业人数逐年攀升。

济共生效应的重要因素。

湖南农业大学涉农生物学“双创”教育同济共
生及其人才培养经验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生物学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在其“双创”教育系
统中，实验实践平台是其共生界面的重要支柱和节

（1）加强政策衔接，在制度上强化共生单元

点。学校和相关学院通过以下创新性措施成功实现

及其共生主体的同济共生关系。共生单元及共生主

了生物学科相关研究项目、实践教学平台、科技服

体的同济共生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制度的有效

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并以此加强了与政府和有关企

关联和衔接。政府、学校、企业、学科、平台等共生

业的关联，使共生界面更加多元和丰富。一是以学

单元及其共生主体横向、纵向的适时制度衔接、嵌入，

校生物学创新团队承担的国家“863”计划、“973”

必然促进高校“双创”教育共生单元之间双向互动行

计划以及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等

为，强化其同济共生关系，增进创新和创业教育效果。

资助的重大项目为支撑，设立学生创新课题，鼓励

2010—2015 年国务院、教育部、湖南省先后制

学生与教师一起开展科技攻关。二是充分利用国家

订一系列有关高校“双创”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如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国家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心、国家级植物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植物

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

功能成分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作物种质创新与

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根

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植物激素与生

据其“双创”教育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基地、平

长发育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省植物功能成分利

台服务等建设和落实大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创新

用协同创新中心、植物遗传与分子生物学湖南省高

实验、“双创”竞赛等重点工作及其要求，学校第

校重点实验室、植物表观遗传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一时间出台《深化双创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并相

湖南省植物生产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中心

继制订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科技创新基金项

等平台，吸纳校内外参与“双创”的博士生、硕士

目、就业创业经费等方面的管理办法，在制度配套

生、本科生共同开展创新性学习和研究。由此搭建

的基础上逐年增加项目数量，稳步拓宽项目的种类

起涉农生物学科“双创”教育的“立交桥”，形成

与覆盖面，对校级以上竞赛获奖者可计算一定学分

了不同层次和角度的同济共生界面，为“双创”教

并予以奖励，以此引导和组织开展基于专业学科的

育效率提升提供了重要物质和媒介保障。

“双创”竞赛。生物科学技术学院和涉农生物学科

（3）注重学科文化积淀和传承，优化“双创”

专业则结合“六求”素质拓展教育常规项目，着力

教育同济共生环境。良好的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及

强化大学生“双创”能力训练，为其学生参训和参

其共生主体同济共生不可忽视的生态条件。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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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科研方法融入实践教学，设置刚性和柔性两类

学校生物学科是由著名植物生理学家胡笃敬

“双创”学分，强化“双创”教育类课程，夯实“双

教授于 1951 年创办的传统优势学科。长期以来一

创”能力培养的课程基础；三是推进实践性教学与

代又一代学者本着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攻坚克

理论教学，即“做”与“学”一体化，从实践项目

难的坚毅精神，不仅在涉农生物学领域内取得了大

设计着手，训练学生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四是优

批教学科研成果，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教学相

化师资结构，注重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国内与国

长、同济共生的教育理念，并在一代又一代学人中

外、学校与企业“三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凝聚

薪火相传，不断发扬光大。这正是当代涉农生物学

“双创”指导教师队伍力量；五是聚集多方优良资

科教学科研团队“传帮带送”“包容互助”蔚成风

源，依托各级创新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双

气的学科文化“源头活水”。为了将优良学科文化

创”环境；六是构建全员评价、全面评价、全程评

传统渗透到涉农生物学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学校

价为主的“三全”评价体系，优化“双创”教育评

支持涉农生物学科及学院每年在 5 月 20 日，即“国

价指标，强化“双创” 教育评价的目标价值导向，

际植物日”举办“植物标本制作与展览”“爱植物、

增强目标、课程、方法、教师和环境维度的协同。

爱生活”“亲近植物，走近健康”“国际植物日植

“双创”教育多维协同模式在实践中日趋完

物生产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国际植物日暨

善，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双创”教育改革方面产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建院纪念学术活动”等主题活

生了广泛的示范辐射效应，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动，延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实业家开办“植物激素

和社会效益。

实时微量检测技术”“植物生理与人类生活”“植
物生长发育与人类生活”“专业与学生成功典型事

三、高校“双创”教育同济共生机制建构

迹”等专题讲座，以及“现代生物学研究进展”“SKY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达并全面渗透到社会各领

大讲坛”等前沿学术报告，有效激发了学生的求知

域的当下，高校应该结合自身优势、发挥专业特色，

欲、学业进取心和学习主动性，培养了学生严谨治

基于“双创”教育一体化目标模式，不断探索“双

学、不畏困难、勇于探索、团结协作与无私奉献的

创”教育生态系统同济共生机制，促进其共生效应

精神，为“双创”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最大限度地产生和释放。

（4）以一体化共生为目标导向，积极探索“双

根据同济共生理论以及典型个案湖南农业

创”教育多维协同模式。一体化共生是“双创”教

大学及其涉农生物学科的实践和经验，高校“双

育同济共生高级阶段的理想模式，即共生系统形成

创”教育同济共生机制建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核

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多元的共生界面，共生单元

心机制。

及其共生主体相互支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

（1）以科技项目和创新平台互联互通为基础，

惠互利、共同发展。该模式的构建并实现最大共生

建立“双创”教育系统中物质、信息、能量高效传

效应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创新和长期磨合的过程，不

导、互济共享机制。

可能一蹴而就。
学校在多年的涉农生物学科“双创”教育实践

高校“双创”教育系统不同层面或相同层面的
共生单元之间虽然在理论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始终以一体化共生为目标导向，从培养目标、

但由于价值理念的差异、利益的多元、制度的阻隔，

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师队伍、资源共享、绩效

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双向或多向通道；

评价等多个维度不断改革和创新，努力探索“多维

或者虽有一定通道，但少有物质、信息、能量的交

协同”模式，促进“双创”教育系统内各个因子同

流；或者虽有交流但传导效能低下。因此，基于高

济共生，协调发展。一是统筹设计本、硕、博三层

校实际，以各类科技项目和创新平台为依托建立

次人才的培养目标，突显培养具有“三农”情怀的

“双创”教育物质、信息、能量高效传导、互济共

“双创”人才目标定位；二是重构课程体系，着力

享机制至为关键。无疑，一定数量和不同层级的科

将科学研究融入教学，包括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

技项目和创新平台是建构这一机制的基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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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一体化共生为目标导向循序建构本科、

目和创新平台后，就要深入调查并多方面广泛听取

硕士、博士多层次，各级各类共生单元及其主体多

专家和服务对象意见，对互通路径、共生界面和机

维度的协同机制。

制设计进行可行性论证。经过阶段性运行和试错后

就高校“双创”教育系统而论，其共生模式也
有一个由点到面，由间歇而连续，由低级到高端，

确定下来。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建立创

最后形成一体化共生模式的演进过程。高校“双创”

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专业文化与校园文化多维契

教育应坚持育人本位，以“一体化共生”为目标导

合、友好共生的动能生发机制。

向，循序构建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各类参与

高校“双创”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培

共生单元及其主体多维度的协同机制。

育人才。同时“双创”教育系统最能动的因素也是

尽管创业与创新两种行为存在差异，创业在现

人，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勇于探索、敢于追求、不畏

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指向创办小微企业，将专业知识

困难、团结合作、坚持不懈的参与者。鉴于创新、

与技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等行为，其范围和适用群

创业中充满艰难困苦，只有建立创新精神与创业精

体相对有限。而创新则是指不拘现状、乐于尝试、

神、专业文化与校园文化多维契合、友好共生的动

勇于开拓、善于变革的思想和行为取向，甚至更多

能生发机制，才能不断激发参与的师生创新创业的

的是强调创造性思维层面。但基于“双创”教育的

内在动能，提升其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抗挫和创新

重心在“教育”，根本任务是“育人”[21]，“双创”

能力。

教育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并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学校和学院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

真正意义上的“双创”教育应着眼于给未来几

结合校园文化、专业文化建设强化大学生创新和创

代人设定创新创业遗传代码，以培养最具革命性的

业精神的化育。创新创业精神既要通过传授创新创

创新创业人才作为根本价值取向[22]，因为创新创业

业方面的人文知识来强化，也要通过大量的创新创

精神是各行各业都可以传承和发扬的一种职业精

业思维和技能的实训予以磨砺。只有双管齐下才能

神。高校“双创”教育的根本任务应定位为培养具

激励其不断探索求异、开拓进取的主体意识与开发

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双创”人才。

创造性思维，让其在不同学科背景、学术思想的科
学研究间思想碰撞，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高校应根据这一定位，在“双创”教育系统中
统筹规划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的培养目标、专

学科文化和校园文化是创新创业精神的培育、

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改革、教师队伍、资源配

“双创”教育氛围的营造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专

置、绩效评价，进而构建各学院、学科、“双创”

业（学科）文化是一个学科长期积淀的，以知识为

平台、管理及服务部门等共生单元及其参与主体多

本原、以学科为载体的各种语言符号、理论方法、

维度协同机制，形成多途径、多方式引导支持师生

[18]

价值标准、伦理规范以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的总和

。

参与“双创”教育的格局。尤其要激励教师将创新

[19]

思维培养和创业精神的磨砺融入或体现于专业教

等特性，决定了

育、课程教学、学业评价中，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

它是“双创”人才成长的重要养料。而校园作为人

程。因为专业教育中蕴含大量科学与技术问题，这

才培育的“营养钵”，校园文化更是“双创”教育

些问题的发现和提出须依赖于专业教育的扎实推

系统的重要环境构成要素，对“双创”人才具有潜

进。只有这样才能让“双创”教育的共生土壤富有

移默化的熏陶和浸润效用。因此，学校应以社会主

营养。同时要基于 “全员育人”理念将“双创”教

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加强学科文化和校园文化创

育渗透到科技下乡、技能竞赛等课外素质拓展活动

新和建设，尤其应将创新创业精神贯通“双创”教

中，引导学生通过专业学习提升创新能力，能站在

育、学科建设、课程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服务全

所学专业领域的高端前沿，走学术创业或专业创业

过程。同时要利用多种媒介全方位宣扬“双创”政

的道路，以区别于社会上一般的创业模式，彰显大

策及典型人物，引领师生创新创业。

学生创业特色与活力。总之只有循序构建多维协同

专业（学科）文化具有的规训、濡化和凝聚功能
[20]

以及其异质性、内隐性、延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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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才能确保高校“双创”教育动能充足、激励

[11] 陈亮，王燕萍，邹建华．高职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

有效、保障有力、运行平稳，避免创新、创业教育

合共生模式实践——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为例

不同步、不匹配、不协调，稳步走向一体化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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