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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新创业教育，全球的高
校似乎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什么才
是恰当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如何
营造创新创业教育氛围？怎样才能
促进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如何能
与社会、企业形成自然贯通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在聚焦于创新与创业
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上，
国内外教育专家针对这些话题各抒
己见，并形成了一些共识。

校企合作：
发挥专业学科优势

本届国际教育年会的主题是，
“创新与创业可持续发展人才成长
之路：学校、企业和社会的合作伙伴
关系”。每当谈到创新创业，如何与
企业合作都是高校绕不开的话题。

“说到校企合作，我们通常想到
的是拉赞助，或学生毕业去企业工
作。那么校企合作更深层次的合作
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年会开幕式
的讨论环节，主持人董关鹏抛出了
这个看似尖锐，却是当前我国高校
与企业合作时普遍面临的问题。

如果高校与企业要保持深层次
的合作，那么高校必须自问，能为
企业提供什么。对此，南京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校务委员会主席孙爱武
表示，“高校要给企业一些专业建
设方面的支持。”

专业学科领域的前沿研究是高
校的优势，因此高校应该发挥优
势，为企业提供专业发展方面的支
持，这样才能与企业在专业人才培
养中更加融合。

在爱尔兰，凯瑞集团与当地高
校近年来在科研、教育和设备等方
面开展了多维度的合作。凯瑞集团
食品和营养业务首席创新官艾伯
特·麦奎德（Albert McQuaid）介
绍说，在科研合作方面，高校对营
养学的研究能帮助他们确定产品的
改善计划，帮助他们更好地定位市
场和消费群体。与此同时，凯瑞集
团在教育方面不但为合作高校提供
了企业角度的专业课程和活动，还
为学生开设了创新中心，帮助学生
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发展需求。

这种合作正是企业与高校深度
融合的成功案例，双方或多方之间
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创新与创业的
双赢。而专业研究，正是高校能够
提供给企业的“财富”。

“高校要着重发展专业领域的
深度研究，这才是高校独有的优势。”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校长玛格丽特·
嘉德娜（Margaret Gardner）在讨
论中多次表示，专业学科的发展与
专业人才培养才是高校保持“吸引
力”的关键。

“我们鼓励教师与企业合作。教
师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学生也会参与进来，一起解决企业
面临的实际问题。”爱尔兰都柏林大
学是凯瑞集团的合作高校之一，校
长 安 德 鲁·迪 克 斯（Andrew J.
Deeks）说，“我们就是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培养创新人才。”

多元体验：
激发学生创新

去年，一本“可以喝的书”被美
国《时代》杂志评为当年最优秀的
25个设计之一，因为这本有26页水
过滤纸张的书，可以满足一个人 4
年的饮水量，而这项发明可以拯救
全球缺水地区6.63亿人的生命。

发明者是美国加州麦克吉尔大
学的博士生特丽萨·丹科维斯基

（Theresa Dankovich）。这项历
时 8 年的研究起源于她的一次非洲
旅行。

“美景之下，我反复看到令人
心痛的场景——烈日下，孩子们渴
得嘴唇干裂，但是他们喝不到纯净
的饮用水。”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当时的目标是利用纳米材
料，创造一种抗菌的廉价纸张，可
以作为水过滤系统。8 年之后，她
成功了。

“我们发现，越是在课堂之外
有更多实践，在专业学科之外涉猎
更多领域的学生，在创新和创业方
面的能力越强。”经过多年的教育
观察，玛格丽特·嘉德娜得出了这
样的结论。

如今，国际上越来越多的高校
注重学生多元化的生活体验。有的
高校通过招收国际学生使校园的学
生种族和文化更加多元，有的高校
借暑期项目帮助学生前往资源匮乏
的地区开展与专业相关的探究，有
的高校则鼓励学生从事更多公益性
的社会活动等。

“在经营企业的时候，不能只想
到你的利润和你的利益，应该更多
考虑怎样帮助到别人。”本次论坛的

嘉宾，美国苹果公司副总裁戈峻这
样告诉青年学生。

各国顶尖高校不遗余力为学生
创造多元化体验的目的，就是帮助
他们意识到人类发展更加多样的需
求，并在学生的心中埋下创新的种
子，使他们的创新思维在未来学习
或工作中的某一个时间点被激发。

其中，最关键的是植入个人思
维中的创新精神，这也是创业成功
的必备条件。戈峻说：“如果你是
一个创业者，你必须永远保留你的
创新精神。”否则，创业者将很快变
成失业者。

“问题”导向：
改变思维方式

“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使命’，
例如高校有研究型和应用型之分。
同样，对于创新与创业人才的培养，
不同的高校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安
德鲁·迪克斯在讨论结束时表示，

“对于学生的培养也是一样，我们不

能将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企业家，
因为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个性和特
长，每个专业对社会发展也有不同
的贡献。”

多年前，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
生陈简（Jane Chen）得到了一份
关于全球早产儿的死亡数据：“每年
全球出生的 2000 万早产儿中，接近
400 万在出生后一个月内就会死
亡，特别是在贫穷地区。”从这一刻
起，她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当得知新生儿大多因保暖不
足而死亡，而一个保暖箱却价值 2
万美元时，她与计算机系和科学化
学系的同学一起组建团队，发挥各
自的专业特长，成功研发了廉价并
操作简单的保暖箱。如今，这种
保暖箱已经拯救数十万早产儿的
生命。

“以问题为导向更能激发学生
创新思维与专业学习的积极性。”玛
格丽特·嘉德娜说，“我们需要改变
的是教学方式。”

爱尔兰的高校在创新创业方面
鼓励教师与企业合作，解决企业专
业研发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他们
赋予了教师双重的职责，既要有卓
越的学术研究，又要与企业家保持
深度的探讨。在他们看来，只有这
样才可以激发教师和学生在专业领
域不断探索的热情。

“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不是要
教给学生创造财富的技能，而是通
过这些项目培养他们适应未来社会
与科技发展的能力，例如人际交往
能力、领导力、信息技术能力、跨
文化理解能力等。”安德鲁·迪克
斯说。

的确，在高等教育中，创新创
业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培养创
新型人才的一种方式。就像玛格
丽特·嘉德娜所说，“大学的创新
教育就是不断地挑战学生，激发
他们创新、改变的潜力，使他们
不断质疑，不断创造新的方式解
决问题。”

创新创业教育的国际视角创新创业教育的国际视角
本报记者 张东

国际观察

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爱尔兰的
经济受到重创。而如今，这个仅有
460 万人口的国家已渡过“难关”，
成为欧洲最适宜创业的国家，被人
们称作“欧洲硅谷”。那么，究竟是
什么持续推动着爱尔兰的创业热
潮？原因很多，包括税收政策、政府
支持等，而最关键的是爱尔兰高等
教育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催生了一批
创新创业的高素质人才。

推动爱尔兰“大众创业”取得成
功的关键人物，就是时任爱尔兰就
业、企业和创新部部长的理查德·布
鲁顿（Richard Bruton）。近日，
他以爱尔兰教育与技能部部长的身
份出席了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教育年
会，其间接受了本报专访，分享了爱
尔兰创新创业教育的战略与思考。

记者：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创新
与创业。爱尔兰作为主宾国，在创
新和创业方面，尤其在教育中的创

新与创业方面，是否有值得与中国
教育者分享的部分？

理查德·布鲁顿：创新一直是爱
尔兰经济发展转型的核心，在过去
五年里，爱尔兰的就业率增长一直
保持在 1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了
不起的一个成就。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创新
创业也是一个关键。实际上，爱尔兰
一直是将创新与创业这两个元素融
入到教育体系当中，特别是高等教育
阶段。大学里有孵化器和一些咨询
和投资机构，能够帮助学生将很多想
法成功地商业化。对于学生创业来
说，资金支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每
年，爱尔兰科技和贸易局都会资助很
多高等院校里的创业项目。

同时，我们也会吸引企业在爱尔
兰的教育机构里进行投资，而高校可
以帮助企业来进行更加专业的研
究。而且，我们也在驱动一些创业型
的公司，比如软件、医疗器械、信息技
术等领域会涌现很多创新型的公
司。爱尔兰的理工学院为创业型公
司提供了很好的人才基础，他们为爱
尔兰的创业公司，以及驻爱尔兰的跨
国公司前往欧洲和世界开展业务提
供了良好的服务。

记者：在鼓励学生创业方面，爱
尔兰在政策上有何鼓励？

理查德·布鲁顿：其实，爱尔兰
的政策也是希望社会行业与企业伙
伴参与到教育中来。例如，爱尔兰
教育中 30%的资金是来源于企业
的。企业将资金投入到高校的研究

项目当中，高校就可以为企业将来
的发展提供更加科学的意见与建
议。这种模式也为爱尔兰的科技研
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这种环境
中，学生也可以通过实践去检测他
们的想法，了解他们希望做的事情
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关
性。

记者：爱尔兰的高等教育位于
欧洲前列，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
独特之处？

理查德·布鲁顿：针对爱尔兰的
高校，我们开发了一个标准框架，包
含了一系列具体的评价内容。这些
评价不只是世界高等教育排名中所
使用的一些标准，而且还包括很多
其他的标准，比如研究的情况，高
校课程体系里是否包含新技术，学
校是否有能力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
获得教育机会，以及高校吸引海外
留学生的能力等。对于高等教育的
评价，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衡量的标
准体系，而且也有相应的机制去奖
励一些成功的项目。我们也是用这
个框架去推动爱尔兰的教育不断地
向卓越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也正
在考核这个框架，看它是否能够满足
我们设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欧
盟教育体系中最好的国家。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高等教育
中的创新创业。那么，在爱尔兰中
小学的教育中，有没有涉及创新与
创业的相关课程或内容呢？

理查德·布鲁顿：在中小学阶
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创造力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的培
养渗透在了相关课程的教学与学习
中。例如，计算机编码课程如今在
爱尔兰中等教育阶段实施，我们也
希望能够在小学阶段推广这个课
程。因为，对于未来的年轻人来
说，这种课程不但能帮助他们学习
计算机科学，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
力。

记者：您在就任教育与技能部
部长后不久，就颁发了一项关于教育
的第一行动计划（The First Action
Plan of Education）。而且，这项计
划的目标是使爱尔兰的教育到2026
年成为欧洲第一。请问这项计划出
台的原因是什么？对于爱尔兰的教
育发展和改革有何具体的规划？

理查德·布鲁顿：我觉得设定一
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相信
这个目标是可行的，因为目前爱尔
兰的教育在欧盟国家中位居第五。
但是，我们也面临很多亟需解决的
问题。我们经常在讨论，教育到底
应该是什么样的，对于那些有特殊
需求的学生或弱势群体，教育能够
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当然，我
们正在向最好的教育努力，例如为
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语言教育选择，
包括能将汉语纳入到爱尔兰的课程
体系当中，而且能使学生学习到更
多编程、计算机、科学课程等。

记者：作为欧盟的成员国之一，
爱尔兰教育在创新与创业方面是否
与欧盟其他成员国有相关合作？

理查德·布鲁顿：现在，欧盟有

一个非常重大的计划，叫作“地平线
2020”，鼓励和推动欧盟成员国之
间进行合作，也欢迎欧盟以外的国
家和地区参与。这是欧盟的一个旗
舰项目，是应对当前全球所面临的
一些挑战，比如社会、经济、环境和
技术方面的挑战。爱尔兰的很多高
等院校参与其中，同时也提供了很
多高质量的研究，而且作为欧盟的
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也在探
索为国际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机
会。

记者：目前，前往爱尔兰留学的
中国学生人数是否有所增长？对于
爱尔兰与中国教育的合作，您有什
么设想？

理查德·布鲁顿：现在，中国在
爱 尔 兰 的 留 学 生 人 数 增 长 率 是
20%，而且我们也希望中国留学生
的规模继续扩大，希望在未来几年
增长率可以达到50%。从目前的趋
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
去爱尔兰攻读研究生学位，这也反
映了中国学生自身的教育需求。另
外，爱尔兰的一些高校和中国的部
分高校在开展一系列的合作项目，
在这些合作的项目中，双方院校也
会根据学生的需求提供不同的课
程。

多年来，爱尔兰一直在高等教
育里探索创业与创新的做法。如
今，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也把创业
与创新置于发展的关键，我们也希
望今后能与中国在某些领域建立长
期的伙伴关系。

高素质“双创”人才帮爱尔兰渡过经济“难关”
——访爱尔兰教育与技能部部长理查德·布鲁顿

本报记者 张东

国际广角

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繁荣市场经济、促进就业、吸引人才的重要抓手。我国高
校也正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然而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随之出现。近日，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第十七届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上，国内外的教育者针对创新创业教育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与感悟。

如果你一定要数一数在法国读书的国际学生的
话，那么，在这个群体里，中国学生的身影是最多
的。据法国高等教育署统计，每年约 11000 名中国
学生赴法留学，目前在法国就读的中国学生约 4 万
人。中法两国政府近期宣布，希望这个数字在 2020
年达到 5 万。为此，法国政府在 3 月 7 日通过了一项
关于留学生权益的新法案，大大简化了中国留学生抵
达法国后的行政程序。近日，39 所法国高等教育机
构来到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
国际教育年会。

“我们要培养负责任的经理人”

在本次年会上，法国有 19 所商学院参展。法国
高等商学院系统致力于培养商界精英，毕业生薪酬
高，适应能力强，很受企业欢迎。因此名牌商学院对
申请者要求高，筛选标准严格。

法国马赛商学院（KEDGE Business School）
负责国际提升项目的劳伦斯·玛丽艾特·萨切兹说：

“我们的教育哲学是创造、分享和关心，要把学生培
养成负责任的经理人。如果你想去帮助别人，就要付
诸行动，而且要想办法带动更多的人来关心别人。我
们的教育方法是边学边做。比如，如果你想为失学的
孩子建一所新的学校，那就要创立一个项目，想办法
筹到钱去完成各种各样需要做的事情。”

“不要羞于成为自己”

艺术类院校也是法国展团的亮点。在本次展会
上，法国高等教育署针对艺术院校推出了“艺术校
园”（Campus Art） 网络申请平台，汇聚了 70 多
所艺术、建筑类院校和开设有艺术、建筑类专业的综
合性公立大学。通过这个平台，申请者可以直接向学
校提交电子版申请资料，获得预注册完成签证申请程
序。在会展现场，不少预约成功的学生来到现场接受
面试。

法国高等设计学院 （ECV） 的招生代表宾德尔
说：“我们的学生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利用艺
术手段设计出产品。对世界开放是我们的基因。”他
提醒中国学生：“不要羞于成为你自己。如果还没有
创造出很好的作品，不要着急。中国学生学习勤奋，
有创造力，很勇敢，应该感到自豪。”

“为了祖国，为了科学和荣誉”

据法国高等教育署李赖佩玲介绍，法国高等教育
署特别邀请了法国理工类院校参展。

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被称为“X”，因为校徽
是两门交叉的大炮。这是一所拿破仑时代建成的学
院，拿破仑曾一度把它变为一所军事学校。它的校训
是“为了祖国，为了科学和荣誉”。现在，法国巴黎
综合理工学院有 22 个实验室，其中 21 个与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的高
端研究。该校的博士项目具有研究性质，依托于科研
实验室，为博士生提供个性化研究的科学教育。在校
博士生如果有幸被选入“高端”实验室工作，将得到
一定数额的奖金。

“最大的挑战是语言”

法国“n+i”工程师学校联盟也参加了这次展
会。该联盟目前有 50 所盟校，“n+i”工程师项目包
括本科国际合作项目，即到法国工程师院校进行为期
5 个月的访问；硕士项目，培训期为 2 年，包括 6 个
月的企业带薪实习，完成学业的学生可以获得法国工
程师文凭或国际硕士文凭；硕士预科项目，为期一
年，为进入法国硕士课程做准备；硕士后项目，在获
得硕士文凭后接受为期一年的专业领域课程培训，以
更好地融入职业生涯；博士预科或法国研究领域创新
体验，面向博士生，旨在帮助大家更好地选择法国的
研究机构。

“n+i”工程师学校联盟代表王思思说：“中国的
基础教育在国际上是非常好的，对来‘n+i’工程师
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专业课，
而是语言。”

语言问题是中国学生赴国外留学的常见问题，为
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解决语言问题，法国高等教育署推
出了“深入法国”（Immersion France） 应用程
序，通过它，学生可以申请去有资质的语言培训机构
进行 1 周至 6 个月的语言学习，而这项语言学习和其
他留法学习计划不相冲突。如果学生申请3个月以内
的语言学习，他们不需要经过法国高等教育署程序，
可直接申请旅游签证。

“了解他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的过程”

为了顺应新的市场需求，法国高等翻译学院改名
为巴黎高等跨文化管理与交流学院。“跨文化交流是
未来的趋势。欧洲很久以来就已形成了跨文化交流的
氛围，中学生在学校里学习几种语言，毕业后去其他
国家读书、工作，是很常见的事。”学校代表杨思思
说，“学生学习外语的过程，是了解语言、文化、社
会的过程。”

学生进入巴黎高等跨文化管理与交流学院后，前
两年主要接受通识教育，包括国际关系、欧洲建设
史、经济、法律等，意在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知识结
构。进入大三后，学生逐渐学习市场、营销、管理等
专业课程。跨文化课程使学生具有更广泛的求职空
间，比如跨文化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做翻译、采
购、项目管理、人力资源、进出口管理等工作。学院
所倡导的跨文化理念以及为此开设的各种课程，使毕
业生进入职场后，能够较快地适应各种环境。

法国高校都在关心啥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法国展团即景

本报记者 杨桂青

环球对话

爱尔兰教育与技能部部长
理查德·布鲁顿

人在说话时，耳朵也会发出声音。这款蓝牙耳麦的研究团队通过一个内置在耳朵里的麦克风，捕捉到说
话时从耳朵产生的声波，达到有效阻隔外界杂音干扰的效果。据了解，这一设备的核心技术包括吸音材料、
声波路径结构和消除回音技术等，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CFP供图

内置在耳朵里的麦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