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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unique educational notion of senior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eep-rooted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innov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senior medical institutions
is lagging behin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hina as an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we have
gradually found the urgency of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ound talents
in senior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start-up hybrids in the
university of higher medical school and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credit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cubation base should be built to create a good campus atmosphere. More importantly,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method should be adopt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related management system,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with interest and thinking. The multi-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f the school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topological talents, and construct the school enterprise and bridg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higher medical colleges. Education
resources are integrated to establish friendly development mechanism with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o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ho are
adapted to the society, and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pathways of compound talent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enior medi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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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高等医科院校独特的办学理念，以及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背景，高等医科院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
育发展落后，而在创新型国家推进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培养高等医学院校创新创业复合型人才的迫切性；
高等医学院校创新创业复合型人才培养除了要通过加强思想引导，将创新创业纳入学分体制，搭建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外，更重要的是从教育方式的改革创新出发，加快教育体系建设，完
善相关管理制度，以兴趣和思维引导为主流，学校多方管理机构共同协作构建拓扑式人才培养教育体系，
并结合高等医科院校实际情况构建校企结合桥梁，整合高校资源，与综合性高校建立友好发展机制，共
同维护创新创业教育事业的健康成长，培育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创业复合型人才，探索具有高等医学
院校特色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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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高等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
1.1.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健全
在高等医学院校中，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发展尚不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内容仅与就业相结合，
没有融入到同学们所学习的每一门学科当中，忽略对创新性思维的启发，灌输式教育过程中学生的积极
性不高、缺乏以实践为基础的探索；其次，创新创业教育被定义为课外教育、它没有真正的融入到医学
院校人才培养体系中、更多的存在于讲座、创新创业计划大赛等第二教育课堂中；当然医学院校中缺乏
创新创业专业指导老师也是其教育体系不健全的一大因素[1]，因此不健全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导致了高
等医科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受阻。

1.2. 高等医科院校整体创新创业氛围欠缺
1.2.1. 高等医科院校因其特殊的办学目的在创新创业教育事业发展上相对迟缓，基础薄弱
高等医科院校因为其学科特点与其他理工类，文史类大学的学科存在差异，高等医科院校课程多，
内容难懂繁琐，学制长，办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良好临床技能的优秀医生。所以高
等医科院校的老师、学生都对创新创业的理解认识较浅甚至是曲解创新创业的含义。对创新创业的理解
认识不足以及来自校方的支持不足使得创新创业教育在高等医学院校的发展相对其他综合性高校较迟
缓。创新创业能力方面，因为本身高等医科院校的老师也是来自医学及医学相关专业，对学生的创新创
业指导局限于科研创新，指导缺乏系统性，除此之外高等医科院校因为学科的单一性，没有与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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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创新创业人士建立良好的沟通教育机制，形成了高等医科院校缺乏生动形象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
的态势。再者就当今的重大就业压力，高等医科院校对同学们的就业指导工作没有落到实处，没有真正
发挥就业指导课程的作用，只集中指导与医学专业对应的社会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没有成为新时代高
等医科院校就业指导的新思路。因此高等医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匮乏，发展基础薄弱。
1.2.2. 保守的就业心理阻碍高等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事业发展
在整个社会的认识中，医生的社会地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医护人员有“救死扶伤”的崇高理想，
为人类的医学事业发展奋斗终身。在大学期间同学们想的是如何通过增长知识、提高学习成绩、提升学
历来增加就业竞争力、暂时缓解就业压力。因此创业意识淡薄、加上在校课程设置的限制、面对严峻的
就业压力，医学类专业同学毕业后追求的是稳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极少选择艰难的创业之路[2]。医学
类专业同学普遍的保守的就业心理，是他们不愿意跳出自己的固有知识体系，积极勇敢接受创新创业教
育、探索新事物，开拓新就业领域的重要原因，他们对创新创业教育接受度呈现降低趋势，进一步使我
国创新创业教育事业发展受阻。

1.3. 高等医科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思路局限
1.3.1. 高等医科院校的创新思维启蒙教育没有深入贯彻到各个学科体系当中
创新创业和高等医科院校的同学紧密联系，医学知识的发展日新月异，医学科研实验本身就是一种
创新探索、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就蕴含着创业的机遇。此时创新思维启蒙教育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渗
透于各个学科体系的创新思维启蒙教育将潜移默化的影响医学院校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学习方法等方面、
创新就会变成一种习惯。而当前医学院校并未将创新思维启蒙教育融入各个学科体系，导致同学们无法
跨越惯有的思维模式，难以实现创新创业、只有将创新创业意识融入到各个学科体系当中，高等医科院
校的创新创业氛围才会浓郁，医学生才能正确认识到创新创业的重要性，打开创新创业教育的新思路，
形成一种共同探讨进步式的教育理念。
1.3.2. 医科院校的创新计划训练与创业计划训练没有深入到每一个同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一新生在接受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后，应该辅助于适当实践训
练才能使这门课程的精髓深入人心。医学院校近年也在积极参与“大学生科技节”“大学生创新创业计
划大赛”等全国性的创新创业课外活动，从参赛的情况来看，医学院校中同学们的参与热情不高，调查
显示医学专业学生中仅有 8%的学生表示参加过创业竞赛[3]，各类活动的侧重点为医学研究方向，参赛
同学来自于医学科研实验室，从大一新生阶段开始接触医学实验，在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摸索中获得系统
的医学科研创新知识与技能；另一部分同学是在参与大赛的过程中接受到来自非专业老师的指导；除此
之外，在吉林省关于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认识的调查中发现，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是精英教育的比重为
88.89%，了解“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的人仅占参与调查总人数的 74.46% [1]，这说明创新创业计划训
练没有深入到所有同学中，只有充分参与体验感受创新创业计划设计，才能提升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对
创新创业的理解与认识。

1.4. 社会对高等医科院校创新创业人才的期待
2012 年教育部、卫生部印发的《关于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中谈到要通过实施“卓越
医生教育培养计划”，深化医学教育体制改革，以培养具有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高精尖创新型医学人才，
从而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在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多样化的行为生活方式、医疗卫生服务等多重因
素的作用下，人们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复杂，而医生则在解决健康问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患者
在求医过程中对医生的职业期待日益增长。面对来自病患的压力、教育职业方面的压力、家庭方面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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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医生对自己的职业期待同样在无形中增长。另一方面高等医科院校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决定了我
国未来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前沿科技力量，在发展创业型经济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社会背景下，时代对
高等医科院校创新创业人才的期待也在增长；医学的进步会使得我们不满足当前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
医学的进步与发展必将介入我们生活的更多领域，医学的进步同样昭示着社会对高等医科院校创新创业
人才的期待[4]。

2. 医学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建议
2.1.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教育校园文化氛围
2.1.1. 加强思想引导，从教育的根本理念出发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教师是教育体系当中的重要指挥棒，对学生的教育引导起到关键作用，因此高等医科院校的教师们
应当首先成为引领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先驱者，从自身做起，为同学们树立精神榜样，从各个学科体系
深入贯彻积极的创新意识、创业教育思想，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意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牢牢抓
住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特点[5]，创新思想教育方式，将思想教育植入到高等医科院校的各个课程体系
中，当创新创业思想教育理念在一门学科中完成由量到质的飞跃时，创新创业思想意识就会潜移默化的
影响医学生的学习生活，从而在高等医科院校中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学习氛围。
2.1.2. 将创新创业融入到高等医科院校大学生的学年综合测评中
将创新创业融入到高等医科院校大学生的学年综合测评中，形成大学生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以此来
激发同学们的思考能力、学习热情、化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出击，发挥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寻找自己感
兴趣的知识模块进行探索学习或者主动参与到创新创业实践训练过程中，鼓励在校大学生做自主创业探
索、为将来的创业就业奠定基础[6]。以多方位的思考来增强高等医科院校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
的理解认识，在实践过程中提高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动手能力，与人沟通交流能力，为将来步入临床工
作做铺垫。在学生综合测评中加入创新创业知识能力掌握板块，强调了创新创业意识对高等医科院校大
学生的重要性，使高等医学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更加规范完善。
2.1.3. 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孵化平台
在高等医科院校中整合优秀的师资力量，号召感兴趣、有一定社会活动组织经验的同学，在老师的
指导下搭建一个具有创新创业教育咨询服务功能、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功能、创新创业项目帮扶功能、对
外联络企业与教育机构功能的综合性创新创业教育孵化平台[7]。从而扩大创新创业教育的影响力，在整
个校园内营造一种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增强高等医科大学学生对创新创业的理解，为需要创新创业实
践机会的同学提供一个锻炼自己综合能力的机会，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孵化平台提供给广大有创新创业
梦的学子免费的场地以及优质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创新创业系统指导，以降低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前
期投入、增长医科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2.2. 加快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完善学校相关管理制度
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本身起步慢，基础薄弱，而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制度的完善又是创新
发展的基石，所以加快教育管理体系建设健全完善是当前医学院校迈出创新创业教育的第一步。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建设涉及到学校教务、团委等多个部门，既要做到分工明确，也要实现资源的最优化；制定
确切的管理机制制度，明确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着眼于当前创新
创业教育面临的困难与阻碍，致力于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不断推进；在实践中发展完善进步提高。
建立以“兴趣为导向，思维引导为基石”的拓扑结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以社团组织、学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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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创新创业公共课为支点，成立创新创业兴趣小组俱乐部，吸纳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同学共同参与
到创新创业教育建设中来，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举办创新创业思维启发沙龙，以校
级八大组织和各学院学生会为根据地，在广大学生干部中率先实施创新创业思维启发教育，从学生干部
再到同学中，逐渐扩大范围，深入内容。实现将创新创业思维启发从集中到发散到同学当中去，形成各
级学生组织源源不断向创新创业俱乐部输送具备良好综合素质人才的局势，创新创业理念深入到全体同
学心中，将这批学生骨干与具有创新创业想法的同学融合到一起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思维启发与训练的继
续学习，双向促进人才的培养，缩短培养具有综合能力的创新创业人才的时间，进一步实现从创新理念
到创新创业设计的转变，最终将可行度高的创新创业计划转化为现实成果，进行创新创业实践探索。

2.3. 搭建高校合作平台、优化配置，整合资源
2.3.1. 大学城内集中高校资源交叉课程学习
通过高校资源的整合，在大学城范围内建立高校联盟，强强联手，将各类型大学资源融合在一起，
高校联盟中的大学生可通过网络平台选取自己感兴趣的高校课程，利用空闲时间走下网络，走进不同类
型的大学进行学习，拓展知识面，增加知识储备，培养跨领域思维，为高等医科院校学生在医学领域的
创新创业思维启发奠定良好的基础；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更能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增进高等医科院校与
其他高校同学们之间的友谊，为医学与非医学创新创业事业的搭建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基础；复杂多变
的校园环境也为高等医科院校同学们摆脱思维定式、培养危机处理能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高校资
源的整合不仅让高等医科院校大学生走入非医学院校中感受更加新颖发散式的思维模式，而且还能让非
医学类的高校同学更好的了解生命科学，提升当代大学生的医学文化修养，促进了各大高校之间的文化
交流，同时也为减少医患矛盾、营造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做出贡献。
2.3.2. 大学城高校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共商创新创业新航向
通过互联网建立大学城范围内的高校创新创业高峰论坛，邀请从各大高校走出去的创新创业成功者
分享自己的创新创业经验、分析当前各领域创新创业局势，拓宽高等医科院校在校大学生的眼界，从广
谱角度了解认识创新创业的局势，综合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信息，紧密的将医学以及生命科学技术的研
发创新与非医学类创新创业思路结合起来，共同探讨医学创新创业的突破口；除此之外还有高峰论坛上
各大高校创新创业领军团队的项目分享报告，以不同的视角分析创新创业项目的各种可能性，与创新创
业界的前辈共同讨论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存在的问题及其优势，以及未来创新创业发展的新思路、
新航向；从医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应该如何赶上时代的潮流，走在新时期创新创业的最前沿，不断的推
动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发展。
2.3.3. 校企结合新思路，开创医学生就业创业新领域
高等医科院校创新创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同样也可以借鉴综合性大学的校企结合的人才培养思路，制
药厂、生物科技公司、医学实验动物养殖科研院所、医疗器械公司、医-养结合型医院等与医学类专业相
关的企业与高等医科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高等医科院校在校大学生可以利用假期时间到上述
相关企业进行参观、学习、专业见习实习，为医科院校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发展开拓新思路，为高等医科
院校大学生的创新性实验探索提供了更加科学专业的指导以及更大的研究平台；跳出以往的思维定式，
重新定义医科院校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方向，鼓励学生以专业结合兴趣的方式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同时
也为与医学相关类企业培养具有扎实临床基础知识的应用型人才提供机遇。
2.3.4. 建立高校友好合作帮扶机制，创新创业事业共同健康成长
通过建立高校合作平台，在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上与其他高等教育学府形成“一对一”
DOI: 10.12677/ces.2018.62020

129

创新教育研究

曹文琪 等

或“多对多”型的友好合作帮扶机制，利用课外时间交换考察，学习经验，共同提高。独立医学院校的
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与其他综合性高校的创新创业发展存在一定差距，综合性高校拥有丰富的创业教育资
源支持体系，独立的医学院校相对而言就比较匮乏,师资力量薄弱、创业基金难提供、创业基地建设较少
[8]。通过建立这样一种友好帮扶机制解决高等医科院校资源匮乏问题，在相对成熟的综合性大学创新创
业教育指导下，结合高等医科院校实际情况，能有效缩短高等医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进程、及时
的规避高等医学院校创新创业发展道路上的陷阱，造就适应社会发展，与高等医科院校文化紧密结合的
创新创业教育事业。另一方面为了保障综合性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综合性高校必须持续
不断的积极探索新的领域，发现新的创新创业优质资源，高校合作平台的搭建反向作用于综合性高校，
双向促进高等教育学府的创新创业事业发展。

3. 结语
高等医学院校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不仅仅局限于本文中所谈到的营造良好的
校园氛围、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加强高校合作交流、优化配置，整合资源等内容。教育的成功源于正
确的指导，坚定的执行力，和源源不断的动力，只有真正深入了解高等医学院校当前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的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老师、同学、教育机构、国家社会等多方联合的共同努力，高等医学院校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才会越来越规范化、成熟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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