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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
互 联 网 的 勃
兴，创业“黄金
时代”的到来，
创业教育仍需
不断迎接时代
挑战， 为草根
创业者提供更
好的创业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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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创业“黄金时代”到来，创业生态环境仍需完善———

互联网时代创业教育如何升级？

■实习生 代欣彤 本报记者 柴葳

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十
四届中国MBA发展论坛上，以“草根创
业时代的创业教育” 为主题的创新主题
分论坛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聆听者。
长达4小时的论坛，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阿里巴巴报告厅坐了满满的近300人。
虽然现场志愿者另行安排了一间能容纳
75人的小型会议室，但连接两个会场的
走廊上仍站满了人。

人流如潮的论坛现场， 映衬的是刚
刚兴起、 却已极速风靡大众的草根创业

产业。 “互联网创新思维”、 “创业培
训”、“天使投资”、“90后创业”……几位
创业“先行者” 嘉宾抛出的话题无不聚
焦互联网时代的创业主题。 论坛上， 不
少专家和天使投资人称， 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勃兴， 创业的“黄金时代” 的到
来， 创业教育仍需不断迎接时代挑战，
为草根创业者提供更好的创业生态环
境。

互联网时代是不是大学
生创业的利好？

“5年前， 我并不鼓励大学生创业，
如今则不同。 有了好的市场环境， 再加
上天使投资人的出现， 大学生创业有了
更多保障。” 联想之星创业培训教务长、
天使投资人周自强认为， 互联网时代是
大学生创业的好时代， 这个时代鼓励和

培育了年轻的创新人才。 不同于传统创
业者， 他们可以发展一条依托路径、 人
脉和资源的创业之路， 只因今日他们在
互联网大平台上， 面对以用户为中心的
市场， 可以颠覆许多传统行业中根深蒂
固的顽疾， 发展个性创新。 “因为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 创业者会为用户创造出
更好体验的产品， 从而可以吸引到更多
的投资。” 周自强强调。

洪泰基金创始人、 论坛演讲嘉宾盛
希泰将2014年定义为创业元年， 因为
时代的变迁让天使投资、 草根创业都迎
来了“黄金时代”。 “大家所坐的阿里
巴巴厅就是草根创业的最大神话， 阿里
巴巴的上市鼓舞了太多人。” 盛希泰并
不讳言移动互联网创业将成为洪泰基金
的投资方向， 但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
创业者才容易得到天使投资人的青睐。

他鼓励大学生创业者紧紧抓住移动互联
网的机遇， “现代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都依依不舍地和手机告别， 手机终端是
时代的需求。”

创业者是教育的结果还是
“浑然天成”？

草根创业时代的来临让创业教育备
受关注。 如今， 由高校、 社会创业机构
和企业共同主导推进的创业教育， 与传
统教育形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除了需
要理论和实践的学习， 也需要教育者为
学习者考虑时代和市场因素。

草根的创业者是教育出来的，还是浑
然天成的？ 在创业教育中， 教师可以干
什么？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信
息系统系教授黄涛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引
发热议。 （下转第三版）

视中教 线

一场6.3级地震，康定所有学校只有21名学生受轻伤———

每周一跑，“跑”出安全

■通讯员 鲁磊 本报记者 倪秀
11月24日发自四川康定

11月24日，星期一，早晨8点半，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中学已是一片
忙碌景象：操场上，教师和学生正在打扫
卫生；教室里，书声琅琅。

就在两天前， 康定县发生6.3级地
震。 地震时， 康定中学全体师生和正在
参加家长会的家长共4000多人， 不到
两分钟就疏散到安全地带， 无一人伤
亡。 与此同时， 位于震中塔公乡的木雅
祖庆学校， 2000余名学生也迅速从4层
高的回廊式教学楼中撤出， 仅有19名
学生轻微摔伤。 而康定县所有学校在地
震中共有21名学生受轻伤， 无一人遇
难。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中国教育报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4000人“2分钟撤离”
“没想到会撤离得这么快， 真是让

人吃惊！” 回忆起11月22日下午16时55
分发生的那场地震， 康定中学校长陈军
自己也感到惊讶。

陈军告诉记者， 当时， 他正在教学
楼四层的会议室里开会， 桌子突然晃动
起来， 水杯里的水也被晃出来， 接着天
花板上的石膏往下掉。 “不好！ 地震
了！” 陈军心头一紧， 赶紧冲出会议室
疏散师生。

康定中学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一所学
校， 平时在校学生4500余人， 地震当

天， 学生和到校参加家长会的家长超过
4000人。 “几千人在学校， 出点儿事
是大问题！” 陈军说。

当陈军一口气从四楼跑到一楼广播
站时， 却发现大部分学生和家长已经安
全撤离到操场上， 从地震发生到完成撤
离， 前后不超过2分钟。 经过清点， 师
生和家长无一人伤亡。

地震发生时， 高三 （7） 班学生杨
兴强正和同学在四楼的远程视频教室上
课， 突然感到桌子剧烈晃动。 意识到地
震了， 讲台上的老师大喊：“快趴下，钻桌
子！”5秒钟后，晃动不再剧烈，学生们赶紧
打开门， 沿着平常演练指定路线跑到操
场，“整个过程就花了几十秒钟”。

在经过一天的整理和建筑物查勘
后， 康定中学在11月23日晚开始学生
晚自习， 率先在地震灾区恢复了正常的
教学秩序。

从“一月一跑”到“一周一跑”
“灾难不是‘狼来了’， 如果不是我

们平常的应急演练， 别说震后第一时间
复课， 可能还会造成让人难以想象的损
失。” 甘孜州教育局副局长杨思微深有
感触地对中国教育报记者说。

杨思微所说的应急演练， 全称叫作
“防灾减灾应急演练”， 包括地震逃生、
火灾逃生、 地质灾害逃生等多个演练类
别。

据甘孜州教育局安全办负责人曾燕
介绍， 甘孜州的康定、 雅江、 道孚、 炉
霍等地处于多条地震断裂带上， 加之境

内地形地貌多样， 地质灾害频发。 所
以， 2008年汶川地震后， 甘孜州便要
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
灾应急演练， 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灾
害来临时的人员伤亡。 因为演练要求每
个月进行一次， 被师生们打趣为“一月
一跑”。

“去年冬天， 四川省地震局发布了
康定所处的鲜水河断裂带不稳定的预警
信息， 全州进一步加强了防灾演练的要
求。” 曾燕说， 除了从教室逃生演练，
各学校还陆续增加了从寝室、 食堂等不
同人员聚集场所的逃生演练， 并把演练
的频率调整为每周一次。 从此， 应急演
练在师生中间又有了新名字： “一周一
跑”。

“很凑巧，地震发生前一天，学校刚
组织学生进行了地震应急疏散演练。”在
陈军看来， 学校几千人在这次地震中能
快速安全撤离，“一周一跑” 功不可没。

地震发生时， 正在寝室的高三
（1） 班学生多吉泽绒正准备换鞋下楼
打篮球， “突然感觉到有人推了我一
把”， 意识到地震后， 他很快沿着平常
演练的路线跑到操场。

“等我跑到指定地点后， 发现很多
同学和家长已经在操场上了。” 多吉泽
绒说， “从今年3月开始， 学校又增加
了从寝室到操场的逃生演练路线。 有时
晚上刚睡下， 听到学校指令， 我们就得
拿上衣服疏散。”

班主任何兴华告诉记者， 考虑到演
练的安全和方便， 我们都不选半夜或学

生熟睡的时间， 而选择学生刚睡下时。
“我们几乎每‘跑’ 一次， 就修订一

次‘逃跑方案’， 直到路线最优、 速度最
快、 效率最高。” 陈军介绍说， 通过“一
周一跑”， 学校的应急减灾预案越来越精
细： 路线越来越优化， 人群分流更均匀；
教职工组织疏散更有序， 学校每名教师
都有一个组织疏散的“点位”； 避震和疏
散的时间分配更合理， 遭遇地震的第一
步是找准遮蔽体“伏而待定”， “伏” 的
时间需要多久， 在反复演练中逐渐明晰
起来。

陈军说， 正是平常坚持演练， 让学
生们能正确认识灾难， 认识生命， 让他
们能很快以平常心对待地震， 投入到复
课学习中。

应急储备室救了急
地震发生时， 木雅祖庆学校2000多

名师生有序疏散， 只有19名学生由于穿
着厚而长的藏袍， 疏散时迈不开步子，
轻微摔伤。

初冬的塔公草原， 夜晚温度降到零
度， 因校舍受损而露宿户外的木雅祖庆
学校学生牵动着大家的心。 而让人意外
的是， 晚上8点， 当救援队赶到该校时，
师生们已在操场上搭起了37顶厚厚的牛
毛毡帐篷。

“多亏了应急储备室，我们才能在地震
后一个半小时内就搭起了帐篷。”木雅祖庆
学校德育教师曲西告诉记者， 教师们从应
急储备室中搬出了帐篷、食品和药品，一些
受轻伤的学生很快得到了包扎。

曲西口中的“应急储备室” 在这次
地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应对灾害后期物资紧张的情
况， 我们在加强学校应急逃生演练的同
时， 要求州教育局和每所学校都结合实
际设立一个应急储备室。” 甘孜州教育局
办公室主任罗春涛介绍说。

11月23日晚， 中国教育报记者走进
甘孜州教育局的应急储备室， 食品、 药
品， 钳子、 螺丝刀、 锯子、 铲子等救援
工具和电筒、 取火棒、 绳索等应急工具，
分门别类地摆满了房间两旁的铁架。

据介绍， 甘孜州教育局在甘孜县、
泸定县、 巴塘县3个不同方位部署了应
急物资储备仓库， 辐射3个片区， 以备
发生紧急情况及时调运。 这次地震发生
后， 政府就立刻从设在甘孜县的物资仓
库， 紧急调运了530床棉被、 5000盒方
便面连夜送抵震中的木雅祖庆学校。

“这次地震震级大， 但受损小， 可以
说是天帮忙、 人努力， 真是不幸中的万
幸。” 甘孜州州长益西达瓦告诉记者，

“天帮忙” 是因为震源较深， 未给地面建
筑造成大的损害； “人努力” 体现在州
委、 州政府对防灾减灾教育的重视， 以
及对学校安全教育的重视。

11 月 22
日， 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
康 定 县 发 生
6.3级地震。该
县所有学校在
地震中只有21
名 学 生 受 轻
伤， 无一人死
亡。 他们是如
何做到的？ 中
国教育报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
访。

新疆学生健康与学校考评挂钩
学生体质连续3年下降体育工作不合格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 新疆规定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将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和地方教育发展水平的
重要指标。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若连续3年下降， 学
校体育工作将被评定为不合格。

新疆要求各学校规范记录每个学生的体质健康
测试成绩及其评定等级， 并将体质健康测试情况作
为学生评优评先、 毕业考核或者升学的重要依据。

根据规定， 学校不能保证学生每天1小时校园
体育活动时间的、 未按国家规定开足体育与健康课
的、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 未按要求
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如实上报数据的， 以
及评估中弄虚作假的， 学校体育工作等级评定为不
合格。

据悉， 新疆将探索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抽查
复核工作机制， 同时加大经费投入， 不断改善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的环境、 设备、 场地等条件， 确保测
试环境的安全性。

河南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4年引领6万人创业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记者11月23日从河
南省教育厅获悉， 2014年至2017年， 该省将实施
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力争4年内引领6万
大学生创业， 使大学生创业率达到3%。

按计划，河南将构建覆盖院校、园区、社会的创
业公共服务体系，如选拔创业导师，建立全省统一的
创业项目库，通过创业竞赛每年推出创业带头人等。

同时，河南加大高校毕业生创业资金支持力度，
2014年省财政安排3000万元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
加强信贷资金支持，除国家限制性行业外，在河南自
主创业大学生均可在创业地申请最高不超过10万
元的担保贷款，贷款期限内给予全额财政贴息，力争
每年为大学生发放担保贷款不少于3亿元；降低贷款
门槛， 对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取得合格证书或
创业项目经信用社区推荐的，可取消反担保；鼓励高
校、群团组织等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反担保。

筲光曝 台 /

南京邮电大学违规招收
涉外办学项目学生

本报讯（记者 万玉凤） 记者从江苏省教育厅
官方网站上获悉， 近日， 南京邮电大学因违规招收
涉外办学项目学生， 被江苏省教育厅通报批评。

经查， 自2007年7月起， 南京邮电大学未经批
准以南京邮电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为招生主体违规面
向社会举办涉外办学项目， 违反规定招收高考落榜
生， 学员前3年在国内学习获得英方HND文凭， 第
4年到英国的大学就读， 获得学士学位。 2007年至
2010年， 该校违反规定招生89人赴英国攻读学士
学位。 自2009年7月起，未经批准，南京邮电大学以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为招生主体违规面向社会
举办涉外办学项目，违反规定招收高考落榜生，学员
在国内学习1至2年，赴国外学习2至3年后获得学士
学位，2009年至2012年，该校违反规定招生69人，留
学美国、 英国、 加拿大、 荷兰、 马来西亚等国攻读
学士学位。 （下转第三版）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新浪微博

康定县雅江中学开展“每
周一跑” 应急演练 （2013年
摄）。 （资料图片）

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专题研
究部署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提
出了一系列新观
点、 新举措。 这
对当前深化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
推进教育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有何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
教工作存在哪些
难点？ 日前， 记
者就此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秦惠民，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
院长、 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敬波， 对依
法治教中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追问， 从宏观
到微观来透析这一话题。

本报推出聚焦依法治教特别策
划， 请看今日五版———

以法治思维推进
教育治理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