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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内涵·价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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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深入分析了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内涵，论述了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现实 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从确立公

益创业新理念、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搭建公益创业平台、构建合理的评价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探讨大学生公益创业教
育的具体实施路径，以期为高校开展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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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和国家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思想，同时要求高校加强
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水平。在此背景下，公益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作为一种有效的
创业方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已成为扩大就业、稳定发展、激发活力的有效手段。但是，相较于社
会上公益创业的如火如荼，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就显得滞后很多，满足不了公益创业发展的需要。因此，亟
须厘清大学生公益创业的内涵、价值及其实施路径，为高校做好公益创业教育，培养出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
公益创业人才提供支撑，从而助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1

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内涵

公益创业又称社会创业，是指社会团体或个人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开展的创业行为，兴起于 19 世纪英
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期间，而将公益创业概念引向全世界的是 1980 年的美国人比尔·德雷顿（BillDray－
ton），他创办的阿苏迦（Ashoka）是全世界第一个非营利性组织。[1]公益创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创业，他融社
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于一体，既包含非营利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商业行为，也包含盈利机构承担社
会责任所进行的公益性商业运作，具有公益性、
创新性、效益性等特点。
所谓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是指针对大学生开展公益创业时所必需的知识、理念、思想、能力、公益企业
运作模式和创业经验的教育。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核心是公益，灵魂是创新。因此，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
要秉承培养大学生公益理念和社会责任的指导思想，不仅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岗位适任能力，还要培养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物质财富创造能力，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精神财富创造能力；
不仅要引导学生实现个人价值，还要引导学生实现其社会价值。因而，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是集创新创业教
育与社会责任教育于一体的系统性教育活动，其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兼顾公众利益，从而实现人
格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是一种导向型的教育形式。
2
2.1

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价值

有利于引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升大学生公益创业质量
公益创业区别于普通创业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其公益性，要求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要优先考虑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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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众利益，并以此为引领，贯穿整个创业过程。当前，高校普遍重视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但在教育过程中
存在重创业技能、轻社会责任，重创业精神、轻公益思想，重理论知识、轻职业能力，重实际利益、轻公共利益
等问题。此外，现阶段的大学生属于“95 后”
，他们思维活跃、思想开放,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严重，传统
的创业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已不能适应这些新特点和新趋势，这给高校的创业教育带来了挑战，同时这也
为积极改革创业教育方法，推进公益创业教育提供了契机。公益创业教育应在吸收传统创业教育成功经验
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和人群特征，在吸收中变革，在传承中创新，从而将公益创业教育引
向深入，提升大学生公益创业质量。
2.2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塑造大学生健全人格
健全的人格是人生道路上的指明灯，它可以为大学生指明前进的方向，明晰应承担的责任，明确奋斗目
标，并提供充足的动力。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曾经说过：
“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
[2]
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爱因斯坦也说：
“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重
要……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格的伟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影响大学生人格培
育的因素（如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等）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所以，在开展大
学生公益创业教育中，要更加注重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要紧紧把握公益创业的公益性特点，以社会责任
和公众利益为先导，正确引导学生的创业动机，培育学生积极向上的创业精神，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公益创
业人才。
2.3

有利于贯彻国家战略，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
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是党和国家创新创业战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践行方式，是社会转型发展和经

济提档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也是高校深化内涵建设，提升办学水平的重要手段，更是大学生实现人生理想的
重要途径。[3]因此，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培育大学生社会意识、担当意识层面，还要提升大学
生的创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具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项目，才能孵化出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性组织或
企业。所以，高校应准确把握国家有关战略的主导思想，通过一系列公益创业项目实践来培育大学生的创业
能力，帮助大学生熟练掌握市场分析、市场营销、市场决策、组织协调等有关创业知识和能力，从而保证大学
生公益创业能持续、健康发展。
2.4

有利于大学生追逐创业梦想，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
马斯洛需求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其最高层次就是自我实现。[4]人不仅是一种物质性存在，更

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性存在。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希望自己能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因
此，在中华民族努力实现复兴梦的背景下，在全社会高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旗帜的当下，大学生公益创
业教育要以此为基础，将公益创业教育目标与实现学生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统一起来，努力培养大学生
的公众意识和公民责任感，摈弃传统创业教育中不合时宜的内容，革新公益创业教育理念，优化公益创业教
育内容，培养公益创业精神，畅通公益创业途径，营造有利于公益创业的校园文化，激励广大学生在公益创
业中追逐自己的创业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3.1

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实施路径

转变观念，确立公益创业新理念
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既包含个人本位价值观，也包含社会本位价值观；既鼓励通过个人的全面发展，进而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倡导通过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来为个人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促进
个人的成长成才。也就是说，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高校在开展大学生公益创业时，要
从时代背景和教育需要出发，转变观念，统一认识，将高等教育的个人本位价值观和社会本位价值观融为一
体，将公益创业的核心思想与创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内化为学校教书育人的职责和使命，贯穿于学校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在思想上，要转变原有的功利化、
工具化的价值取向，更加注重创业之“道”的传授，适当降低
创业之“术”的内容占比。在实践中，要以校企协同、专业相融为指引，不仅要将公益创业能力培养与专业能
力培养相结合，而且要将学校资源与企业资源相结合，从而形成由内及外的协调育人机制，为培养学生的公
益创业能力孕育良好的校内外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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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协作，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能通过商业运作来解决公益问题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所
以，从事公益创业的创业者必须同时具备企业家和公益人的双重身份，具备双重能力和品格。有数据显示，
人生当中最佳的创业年龄是 18-25 岁，因此大学生当仁不让地成为创业的主力军，这也是时代赋予当代大
学生的历史使命。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开展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但其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内容、
资金投入都不能满足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需要，也制约了高校公益创业教育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高
校公益创业教育滞后所造成的人、财、物的欠缺和教学经验、教学案例的不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探索
公益创业人才培养新模式，要借助社会的力量，充分利用社会组织或企业的公益资源，优化整合，形成内外
协作、共同育人的新模式。具体操作中，高校要和社会组织或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共同构建公益创业
课程体系，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共同实施教学（基础理论课由高校负责教学，实践课由社会组织或企业负责
教学），让学生在内外协作教学中尽快掌握公益创业的精髓，切实提高公益创业能力。
3.3 统筹兼顾，搭建大学生公益创业平台
近年来，大学生公益创业已逐步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大学生公益创业能力的获得不能仅靠课
堂教学来培养，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而需要多方统筹兼顾，搭建起一系列有利于大学生公益创业平台，
来促进大学生公益创业能力的提升。首先，高校要创建大学生公益创业组织，成立公益创业基金，扶持大学
生积极开展公益创业实践。高校自身在交通、环保、服务等方面就有很多公益事情要做，完全可以通过购买
服务等方式，将这些公益项目交给大学生公益创业团队去做，并为其提供相应的后勤保障和资源支撑。同
时，高校还应定期举办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创业知识等公益创业系列讲座，提高大学生的公益创业素养。其
次，要鼓励大学生公益创业团队积极参与各级各类公益创业大赛，如“青年恒好”大学生创业活动、
“ 北极
光—清华”全国大学生公益创业实践赛等。通过参赛帮助学生熟悉创业流程、了解创业关键、规避创业风险，
并逐步掌握市场分析、市场决策、市场营销等一系列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团队合作意识和市场
竞争意识。最后，要建立公益项目孵化基地，将优质的大学生公益创业项目落地生根，并做好孵化项目的场
地、资金扶持以及推广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等后期技术指导工作，确保公益创业项目的持续、稳定
发展。
3.4

公益导向，构建合理的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是运用一定的科学手段，对教育理念、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系统评价的手段和方法，是开

展教育评价活动的依据和标准，对促进大学生公益创业具体举足轻重的作用。现行的教学评价机制往往比
较注重对创业项目数量、创业学生数量、创客空间数量、孵化项目数量等硬指标的评价，而对于创业精神、公
众意识、社会责任等软指标的关注度不够，这也是制约大学生公益创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些却正是
公益创业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因此，
必须对现有的评价机制进行改革。首先，
要提高公益创业软指标在评价
机制中的比重，
将项目的公益性和社会性作为公益创业评价的关键要素。其次，要对公益创业项目的商业目
标与公益目标的可实现程度、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及其风险等进行评价。这既包含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预
估性评价，
又包含对项目的发展过程进行形成性评价，
还包含对项目的发展预期进行终结性评价。再次，
要采
用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的数量、
层级、
影响力、
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评价。最后，
要根据评价反馈，
结
合大学生公益创业发展动向，
滚动修订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
做到评价机制的与时俱进和科学适用。
4

结束语

大学生公益创业作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大学生创业的一种有益补充，对于完善公共服务、改善社会
治理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公益创业又将大学生的创业梦想和社会责任完美结合起来，不
仅有利于稳定就业，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利于完善高校创业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适配性。但目
前大学生公益创业还面临着政策体系不完善、创业经验不足、创业前景不明朗等诸多困难，要做好这项工
作，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高校几方面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事业。只有这
样，才能切实提高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水平，才能让大学生公益创业项目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下转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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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资源整合是前提和基础，建立和完善宣传教育的支持和保障机制才是关键。此
外，还需要高校微观的组织、资金、技术等的保障。其中，党委领导下的组织领导是“方向盘”，财政支持下的
物质投入是“助力器”，网络环境下的技术支持是
“驱动器”，网络传播下的信息监管是“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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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Colleges under Micro-culture Ecology
JIANG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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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llege is the main place for college students’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With the
formation of micro-cultural ecology represented by micro-blog, Wechat and mobile media, colleges must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First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ing micro -culture on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colleges, and then studies its status quo as well as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from such angles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multi -network platform integration, which helps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Micro culture; Socialist core value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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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welfar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college students’public welfar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based
on which four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the new concept of public service entrepreneurship, exploring the new
model of talent cultivation, building the public service entrepreneurship platform and constructing reasonable
evaluation mechanism are proposed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welfar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colleges to carry out public welfar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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