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本报通讯员 刘爱华

近日， 首届全球科大人创新创业大赛
总决赛在合肥落幕， 比赛特别面向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校友、师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吸
引了 240 余个项目参赛，为在校师生、校友
搭建了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这是中国科大
近年来双创教育不断创新的一个缩影。 近
年来，该校不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着力培
养学生创新创业思维，打造“金课”体系，培
育“金奖”项目，建设“金牌”导师团队，培植
“金字”招牌，通过这四根“金手指”的指引，
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科大特色的高校双创
教育之路。

“金课”提升育人质量

《创业会计与财务》课程刚开始，一位
神秘的旁听者从教室后面悄悄推门而入，
静静听完整节课， 他来到授课教师张瑞稳
面前， 含笑称赞道：“张老师， 您讲得太好
了，我不知不觉听了整整一节课，谢谢您！ ”
这位神秘的旁听者， 是该校党委书记舒歌
群。 不久，舒歌群把听课感受反馈给了该校
双创学院常务副院长朱东杰。 朱东杰舒心
地笑了：“看来我们打造‘金课’的努力，方
向是对的”。

当前，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已经从尝试
探索阶段发展到细化分层、多元发展的新
阶段。 作为一所以基础科学研究著称的高
校，如何基于科技创新开展双创教育？ 中
国科大对双创教育有着清晰明确的定位：
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 能力和素质，能
应对未来发展的困难和挑战，能担当起未
来国家建设的重任、拥有更多职业选择和
发展空间的创新型人才。 因此，学校领导
班子一致认为，“面向未来，创新创业教育
要实现高水平发展，必须融入高校人才培

养全过程。 ”
课程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的基础。 于是，从 2019 年 11 月中
国科大双创学院成立起， 该校就抓住课程
建设这个根本， 筹划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
双创课程体系。

经过多次研讨， 双创学院最终确定了
“分段培养 、分类指导 、校企结合 、面向实
战”的课程体系建设原则，并由此提出了课
程“标准”：课堂上不讲或少讲理论、从实战
角度提炼有价值的知识点。 这对传统课程
是颠覆性的改变，对老师也是极大的挑战。

短短两年时间的打磨，《创业会计与财
务》等 10 门选修课程已成为双创学院的招
牌“金课”，不仅全部纳入学校本科生通识
教育模块，并且向全校硕士、博士研究生开
放。 其中，《设计创新思维》 还荣获教育部
“首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认定。

“金奖”点燃学生激情

各类双创大赛是双创教育的 “练兵
场”，更是点燃学生激情的“燃点”。 中国科
大以“互联网+”“挑战杯”等系列赛事为抓
手，通过举办“创新创业大讲堂”“双创训练
营”等多种形式和不同切入点的主题活动，
帮助学生在竞争中提高、在实践中成长。

近年来，在各类双创赛事中，中国科大
获奖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 在刚刚结
束的第七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上，该校共获得国家级、省级金奖 27 项，
开创了该校在此赛事上的最好成绩 。 在
2021 五角场创新创业大赛（同济专场）中，
中国科大学生团队与来自上海交大、 南京
大学等 14 所高校的 30 余支创业团队同台
竞技，最终荣获金奖并名列金奖首位。

成绩可以证明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有
潜力和竞争力，但又不能仅凭成绩来评判
学生和项目。 某个团队在“互联网+”比赛
中没有获得奖项， 团队成员们有点气馁，
想中断项目。 指导老师抛出了一个问题：

开展双创项目的初心是什么，是为了提升
自我、实现梦想，还只是为了比赛？ 团队成
员们思考之后豁然开朗。 通过参赛， 大家
明白了比赛只是手段，“以赛促学、 促教、
促创”才是目标。

比赛有终点， 而团队和个人的成长永
远在路上。 学院领导班子达成了这个共识：
“参加比赛只是学生成长、项目发展的‘加
速器’和‘助推器’，它并不是双创教育的最
终目的， 更不能影响学院对学生团队的指
导和支持。 ”

“金刚钻”培养一流导师

创新创业教育内容涉及广泛， 实践性
和技术性很强， 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
知识，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指导能力。
那么，如何让“学院派”的高校教师成为“实
战导师”呢？

双创学院用了两招：一是引进“外援”，
以课程、讲座、项目辅导的形式，遴选聘请
校内外专家、成功企业家、创业投资者担任
双创导师，建立“金牌”导师队伍；二是“内
部”培养，开展双创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的
创新创业素养。

2020 年 12 月 4 日，双创学院举办创新
创业导师授聘仪式， 校长包信和院士为首
批 24 位双创导师颁发了证书。24 位导师以
指导方式的不同，分为项目指导、技术指导
和课程讲座三类，人员涵盖校内外。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项校内外多部门协
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工程。 如果把
创新创业教育比喻成学骑自行车，光靠看书
不行，得有场地、有自行车，有指导者。 学校
里没有场地、 自行车或者合适的指导者，就
要向外寻找。 中国科大聘请的双创导师里，
不乏投资人、创业者，他们为学校的双创教
育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搭建了更广阔的舞
台。 双创学院有个“实践课堂”，在老师们的
带领下， 让学生到企业里实地参观学习，由
企业 CEO、CTO 上课，介绍实战经验。 一位
大四学生， 在企业学习研讨后由衷地表示：

“这是大学阶段最有收获的课程。 ”
目前，“实践课堂” 已经覆盖所有双创

课程。 “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调整，创业就
是开创事业。 双创教育就是为学生播撒创
新创业精神的种子，然后默默耕耘，勤于浇
水施肥，静待开花结果。 ”双创学院教学副
院长吴强表示。

“金招牌”赋能梦想起航

双创离不开资金的支持。2020 年 5 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创新创业基金”成
立。 迄今共有 130 多个项目立项，获得超过
1000 万元资金支持。 在校长包信和院士的
推动下，双创基金大胆创新管理模式：面向
全校学生招募、遴选并成立了两支“双创基
金”学生管理团队。 团队参照基金管理公司
的组建及运作模式， 通过在双创学院虚拟
注册公司的方式，制定工作计划、管理制度
及考核标准， 受双创学院委托具体负责双
创基金的管理。

让学生站在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来管理双
创基金，这一做法是国内首创。管理基金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怎样保证公平公正？

学生团队经过审慎研讨， 对项目立项
和考核定下了三条标准：诚信第一，而且是
“一票否决”， 然后才是项目的创新性和应
用前景。 立项标准很“硬”，基金管理团队的
成员曾在夜里十点走访项目组所在的实验
室， 察看项目实际开展情况； 结项标准很
“柔”，某个项目没完成既定目标，基金团队
经过研判，认为项目团队已尽到最大努力，
最终允许结项。 “我们的初心是培养学生的
分析和判断能力， 让他们具有创新创业的
实战经验和创新思维。 ”朱东杰说，“创新和
创业都很难，要允许失败。 ”

中国科大这种“公益基金支持、学生团
队管理、全程服务辅导、重在能力养成”的
双创项目培育和双创团队培养模式， 被众
多专家和同行誉为“科大模式”，已成为学
校的“金字”招牌。 “双创基金”支持的项目
中，已有 10 余个项目实际落地。

·校园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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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联手共绘小岗新貌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富有小岗当地特色的各类土特产包装盒、袋、瓶、罐，以
及围绕“小岗精神”设计的数百件各式文创产品，近日在凤
阳县小岗村里的“院地党委共建成果展”中火热展出。 这场
展览由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党委和小岗村党委联
合主办。

小岗村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地标，其中诞生的
“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经过不断丰富，已逐渐沉淀和凝
练为“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 合工大建筑与艺
术学院从 2018 年 9 月起，与小岗村党委开展合作共建项目，
计划相继在小岗村建立合肥工业大学（小岗）乡村振兴研究
中心、建筑与艺术学院小岗文创产品研发中心、建筑与艺术
学院名师工作室，依托专业特色，围绕“小岗精神”、乡村振兴
等开展研究，探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方面校地
共建新模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建筑与艺术学院借助
校地共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主题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学
习教育的生动实践，教育全院师生不仅要讲好新时代小岗故
事，更要把新时代“小岗精神”传承和发展好。本次展览以“绘
小岗新貌，谱育人新篇”为主题，通过小岗历史沿革、院地党
委共建、共建教学成果模块，展示出小岗的改革创新历程、乡
村文化精神和地域性特色“新文创”设计产品，充分体现多
元、融合、创新共建模式。

其中，共建教学成果模块融入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结合
本科课程《包装与容器设计》《艺术设计初步》《视觉数字色彩
设计》以及研究生乡村文化艺术研究，深入挖掘“小岗精神”
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小岗系列产品进行统筹设计，通过对
小岗本土文化符号的提炼和文化精神标识的挖掘，将乡土的
内生智慧与创意设计相结合，地域性特色与产品创新创意思
维相融合，实现乡村文化的活态保护，彰显出品牌的价值，传
递出“小岗精神”的深刻内涵，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
合，构建“三全”立体育人体系，凸显思政育人成效。

本次展览的具体指导教师表示，展出作品展现出了建筑
与艺术学院师生对传统文脉、地域精神和社会现象的关注与
思考；以方法推导、线索演绎实现创意、材料、媒介与功能的
整合，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一次“艺术激活乡村”
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实践。

党史教育融入大学课程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本节课程内容是桥梁工程。提到桥，大家都知道我国古
代桥梁建筑的杰出代表———泸定桥， 它更为人所熟知的是
‘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先让我们通过视频来回顾这段历史。”
日前，在安徽农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导论》课堂，主讲教师
杨智良没有按部就班按教学大纲安排讲起，而是先和同学们
聊起了各式各样的桥，以及它们背后精彩的历史故事。

“原以为这门专业课很枯燥，没想到很有趣！ ”2020 级土
木工程专业学生高君恺说。 党史教育在课程中运用得好，就
能形成正向能量，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杨智良发现，看飞夺
泸定桥这段视频时，同学们格外安静专注。“这就是课程思政
的力量！ ”他说。

为了让专业课教学在立德树人基础上更有吸引力，学校
和教师们没少下功夫。 该校近年大力推动课程思政改革，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制定评
价标准。 截至去年年底，该校两千多门课程全部开展了课程
思政改革。 教务处处长曹成茂认为，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
程＋思政，要把党史国情融入到课程中，不能生拉硬套，要像
盐溶于水中，自然而然，这就更加考验教师站讲台的本领。很
多教师都用实际行动来积极响应。他们表示，时代在变，学生
的思想在变，教学方式也要变。

眼下正是小麦播种的关键时期，农学院教授董召荣把课
堂搬到了小麦田，也把党史学习教育搬进了田地。“淮海战役
的胜利，就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最后一把米，用来做
军粮， 千千万万的支前百姓推着独轮车， 向前线运送了 9.6
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我们眼前的麦子，不仅仅是粮食，革命
时期是战备物资，和平时期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现在搞乡
村振兴，粮食产业更是支柱。同学们，你们学的专业大有前途
啊！ ”董召荣说。 他表示，学生们走到田间地头，才能了解国
情，田间地头就是农业大学最好的课堂。

合肥蜀山区多措并举
服务毕业生就业

临近岁末，合肥市蜀山区聚焦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群
体，摸清就业需求，强化专项服务，促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群体就业创业。

该区坚持线上+线下长期开展招聘活动，确保校园招聘
渠道畅通；广泛宣传《合肥市就业见习管理办法》，落实各项
就业见习政策，并保持与本地企、事业单位沟通联系； 制定
标准化服务流程，以电话、短信、网络、上门等多种方式为毕
业生提供就业信息。 同时，对来肥参加就业面试的非市域范
围全日制普通高校（含海外、港澳台地区高校）的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在核实发生真实有效的面试行为后，发放面试
补贴。 （赖英）

·教育短波·

安康码支付进校园
12 月 8 日，安徽科技学院在全省率先实现“安康码+支

付”进校园，创新发展出一条疫情防控与惠民便民融合服务
的新途径。

据悉，学校所在地凤阳县的数据资源局与该校联合开发
完成了“一码就餐”“一码消费”的智慧校园系统。师生们只需
出示“安康码”在刷卡机上“扫一扫”，即可完成与校园卡支付
系统关联的快速购物；对师生“安康码”码色信息异常的，系
统将自动预警并将数据信息同步更新到疫情防控管理平台，
学校可在第一时间根据刷卡信息进行溯源核查，实现疫情精
准防控。此外，在皖事通慧滁州校园卡微服务上，还设有一卡
通消费明细记录查询、挂失等功能。 （郭凯）

··教育视点··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举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思维，打造
“金课”体系，培育“金奖”项目，建设“金牌”导师团队，培植“金字”招
牌，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高校双创教育之路———

“金手指”激活创新创业教育

荨 12 月 15 日， 合肥市西园小学北校的课后特色
课堂上，学生们在做反曲弓项目练习。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荩 12月 14日， 铜陵市春晓小学铜艺课外班的小朋友
们在学习制作铜工艺品。

本报记者 杨竹 本报通讯员 詹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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