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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现在学生创业项目水平
这么高。”一上午的项目评下来，第
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
评委、北京的投资人杨波手心冒汗，

“做了 3 年的国赛评委，感觉这届比
赛参赛队伍质量和水平最高”。

“鱼池里的鱼苗多了，自然有鲤
鱼跃出龙门。”杨波早已深刻地感受
到这样的变化。几个月前，他担任北
京市市赛和校赛的评委，学生参与的
热情远高于之前几届，在这个级别的
比赛中，很多高水平的项目已经涌
现。

这几年各地创新创业风起云涌，
大学生团体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的 《2017
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 近日发布，
报告显示，大学生创业意愿持续高
涨。其中，30%的在校大学生创业意
愿强烈，与 2016 年相比，上升了 8
个百分点；更有 3.8%的学生表示一
定要创业；有一定创业意愿的学生占
57.9%，从未想过创业的只占12.1%。

这 场 风 暴 延 伸 到 中 国 “ 互 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这个终
端。3 年多来，2257 所高校、225 万
学子、55 万个团队项目参赛⋯⋯一
个个硬数字，标注着中国青年创新创
业热情的井喷式增长。

这届大赛，大赛评委、江苏创业
者投资服务集团董事长连文杰在众多
项目中感受到一种铅华洗去的沉稳。

“选手在创业动机和创业项目方面都
更加理性和务实。”

举办了 4 届“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
比赛机制和体系。大赛分层分类分赛
道，引导高校师生往更高、更深两个
方向去开展创新创业。更高，就是开
展高端技术研究；更深，就是深入基
层，适合农村乡镇生产应用。

从无人直升机系统、微小卫星，
到 Niceky 自抗凝性高通量血液透析
器、终极发动机这些注重学科交叉和
跨行业创新，到体现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一轮工业革命重点
领域的前沿趋势和最新成果，再到

“小满粮仓”用电商模式帮助贫困农
户销售5000余万元农产品，“彩云本
草”团队带领乌蒙山区老百姓种植千
亩中药材⋯⋯越来越多的项目走回创
新创业的初心，4 岁的“双创赛”也
正在走向成熟。

创新创业赛场不是秀
场是战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咱们应
该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吧？”在赛场
上，一位参赛者刚刚讲完，一位评委
拿起话筒跟他寒暄，就在几个月前科
技部组织的创业大赛上，正是这位创
业者，同样的 ppt，同样的 10 分钟
路演。

“又是跑赛者？”评委在下面窃窃
私语。有一些创业者会把大量的精力
花在准备各种各样创业大赛的舞台
上，更有甚者，他们花在各类创业大
赛和路演活动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他
们做项目的时间。评委和投资人将这
些人称为“跑赛者”。

“跑赛者只是个中性词。”杨波对
跑赛者的出现并没有批评，而是认为
这是创业项目在最大程度争取曝光的
机会，“到底是‘见光死’还是‘见
光活’就要看项目的硬实力”。

“这也不能全怪学生。”这几年，
由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孵化
器、文化传播公司等各个方面组织的
创新创业大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一些地方为了争抢大学生创业者，不
断出台各种激励扶持政策，甚至相互
攀比，推出一些恶性竞争政策。

好项目涌现的原因，除了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高
校里引进的创业导师确实也功不可
没，他们帮助学生团队规避了创业阶
段的许多问题。”连文杰说。

不过，创业导师的引入也带来另
外一个问题，对于项目的过度包装和

矫枉过正。
投资界代表、海源资本合伙人孙

松廷说：“正如大学生的年龄一般，
青春是最大的资本，可是经过专家的
一系列涂脂抹粉和微整形，反而把最
大的特色给抹掉了。毕竟有些担任创
业导师的教师和企业家都是教育和企
业运营出身，没有企业股权买卖和资
本运营经验，经其辅导的项目在路演
台上，有着说不出的违和感和别扭。”

“大学生创业大赛不是维密秀。”
杨波说，这不是秀场，而是战场。

从 2012 年在浙江大学担任创业
校外导师开始，浙江千里马人力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文祥见证了双
创之风吹遍神州大地，大学生创新创
业从青苗到一片麦田，繁荣背后是他
的隐忧。

每年洪文祥都要评审200多个大
学生创业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国
赛的项目。事实上，给各种项目打分
只是“台前”工作，他把大量的精力
放在了“幕后”——他对这些项目进
行了连续几年的追踪。

洪文祥曾经想联合浙大成立一个
投资基金，对其中的一些优秀项目进
行长期的创业支持和辅导。但是他在
回访时发现，绝大部分的团队在一年
以后就解散了，“这些主要成员读研的
读研、读博的读博，好好的项目就停
了”。这让他感到无比惋惜，团队的不
稳定，成了大学生创业最大的弊病。

“一个国奖的金牌项目拿到 5 万
元或者 10 万元，很多时候钱一分，
团队就散了。”很少发脾气的洪文祥
在一次创业比赛的赛场上大动肝火，
原因是他在赛场上遇到了前一年自己
评审过的一个项目，只是 CEO 换成
了原来团队的二号人物，洪文祥一问
才知，原来的 CEO 出国深造，新
CEO 重新参赛的原因只是“不想做
凤尾”。

“请你作出选择，几年以后你是
选择履行契约，还是守护你的这些用
户，全职进入这个行业。”在金奖争
夺赛初创组的现场，评委向安小文化
的创始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生
命医学学院的季瑾宣发问。

“我可以不回答吗？”季瑾宣面临
着抉择，一条是身为定向生的她必须
要走的医生之路，一条是她刚刚初见
雏形的平台“安小文化”。对于大学
一年级新生来说，这样的选择似乎为
时过早。

“你必须回答。”评委咄咄逼人，
因为他知道初创团队的持续性对一个
项目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赛场之上，一分钟的漫长沉默。
“我选择安小。”季瑾宣说。

洪文祥曾经辅导过一个 3D 打印
的项目，这个项目获得了大赛金奖，
尽管获奖，但还只是停留在创意组的
作品，项目负责人告诉洪文祥自己项
目的估值已经超过1000万元。

更让他瞠目的是，3 个月后，这
位负责人再次联系洪文祥，他们公司
做出了第一台模型机，希望洪文祥帮
助他们邀请几家企业和投资人进行一
次小范围的路演。路演现场，洪文祥
和其他投资人都领到了一盒他们用
3D打印机打印的月饼。

而就这 3 个月的时间，这位负责
人对自己项目的估值已经翻了 3 倍，
到了3000万元。“太浮躁了，没有完
整的团队，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只
是 拿 出 了 样 品 ， 一 拍 脑 门 就 估 值
3000万元。”

洪文祥说出了很多评委的心声，
大学生创业最大的难题是“脚踏实
地”。

“在高校创业教育中，市场调研
很重要。现在很多大学生创业者很有
想象力，但是客户需求、市场需求却
不清楚，原创技术与市场结合不强，
投融资的时候漫天要价，项目落地肯
定受影响。”大赛评委、北京新板资
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伙人刘峰说。

培育企业家精神还是
屈从资本逻辑

“打断一下，你能从你的大数据
中看到这些数据背后的土地和老百姓
吗？”在优秀项目投资洽谈会现场，
刘峰打断了正在阐述自己团队大数据
技术实力的厦门大学“我知盘中餐”
项目负责人陈欢。

“建立平台容易，利用网上的数
据抓取去分析和指导农民种养，但如
何保证准确和科学？平台要有平台责
任，不能用农民和土地来试错。”刘
峰又追问了一个问题。

这让陈欢一时语塞。刘峰给他讲
了自己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是物
联网界的“大牛”，在一次回乡时发
现，村里的渔民因为无法掌握鱼的状
态，鱼塘普遍增产困难。于是，他将
物联网技术应用到鱼塘，帮助渔民科
学合理的养殖，一亩鱼塘的产量增加
5到10倍。

技术和需求导向，这是个看似“先
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对于众多
评委和参赛者来说，却关乎初心。

“这毕竟不是一个科技成果大
赛，而是一个创新创业大赛。”连文
杰举起手中一瓶矿泉水说，“企业家
要做的不是研究水的提纯技术，而是
满足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喝到干净水的
需求，技术只是实现需求的手段。”
在银牌复活赛时，连文杰看到很多优
秀但商业路径漫长的创意，他补充
道：“在某种程度上，资本逻辑会扼
杀创造力。”

在这次大赛的采访中，几乎所有
的评委都会提到一个词“企业家精
神”。

如今好多人都忘记了，“entre-
preneur”（企业家） 这个词的原意

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企
业家不是拥有巨大财富的富翁，也不是
那些玩弄 0 和 1 的资本操控者，他们是
改变世界的人。这才是创新的最终归
宿。”连文杰说。

走过 4年的大赛，一种变化正在悄
然发生。越来越多的项目终于开始将目
光聚焦到了高校多年的存量资产——实
验室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金银铜牌的
获得者——北京理工大学中云智车团
队、北京邮电大学聚力维度团队、浙江
大学邦巍科技团队、厦门大学罗化新材
料团队、北京理工大学枭龙科技团队，
几乎都是这样的高技术型团队。

孙松廷说：“以前这块领域是投资
的雷区，毕竟知识产权在没有明确拥有
主体时，矛盾频频爆发。而随着高校深
层次改革的深入，产学研用的倍速推
进，大学生创业团队凭借近水楼台先得
月的优势和天然信任，内部掘金成功。
而作为行业门槛之一的技术优势，也成
为了吸引投资人的夜明珠。”

然而，技术就是唯一的王道吗？
在今年首次设置的“红色青年之

旅”赛道中，出现了项目撞车的情况，
同样是授粉熊蜂项目，和南京大学的相
比，山东财经大学因没有核心技术而落
选。

在山东财经大学校团委副书记田远
看来，这与整个大赛的技术导向有关。

“对投资人来说，技术壁垒高，投资转
化快，风险小，自然更青睐技术创新性
项目。这是符合资本逻辑和大赛初衷
的。”田远分析，作为创业大赛，投资
导向是合理的，大学生项目最终要落
地，而落地最好的标准就是商业价值，
投资人看的项目多，项目价值如何，投
多少，他们是代表实践导向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资本不是
万能的，资本和教育的逻辑完全不同，
价值也有短期和长期之分。资本要求投
资短、回报高，而教育是长期甚至滞后
的，创业竞赛只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结
果的呈现方式而已。”田远说。

纵观整个比赛，不少高校领队和评
委也观察到，冠军争夺赛的前五强全部
被高精尖的技术创新占领，“红旅”赛
道项目、公益项目和文化创业服务类项
目等无一入围；而在 58 强争夺赛中，
这类赛项占比也较低。

“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应该
更丰富，更具引导性。”田远说，比如

“红旅”赛道项目，引导大学生下基
层、访民生，学生对国情的理解、内心
情感、思想认识变化很大，以此为契
机，聚焦精准扶贫，开展创新创业活
动，帮助更多的人脱贫致富，学生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也会更强。

福建省互联网创业促进会会长汤锐
华表示，“红旅”赛道项目的开设非常有
意义，不要过多追求技术含量、高科技含
量，也不要过多强调创业数据。从某个
技术乃至某个产品去创新创业，真正立
足乡镇、扎根农村，重点解决某个区域的
某个问题，用新技术、新理念、新人才去
引领农民革新观念、服务农村生产。

“创新、担当、责任、百折不挠。”
在田远看来，此次大赛，不少大赛项目
团队展现出了企业家精神的特质。

在清华大学大赛项目领队俸绪娴看
来，企业家精神可以具体理解为敢于创

新的首创精神、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
感、善于领航宽容的团队精神，而这些
精神和品格必须在实践中锤炼和提升。

但对高校来说，培养企业家精神的
难度和挑战不小——以专业对接一个行
业，从校门到校门的师资，95 后学生
对社会的不了解等，都对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如何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植入企业家
精神？山东财经大学用“三千计划”

（去一千个村子、一千个企业、一千个
社区） 去尝试，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向基
层，了解国情，发现痛点，创新创业，
培养对家国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事实上，山东财经大学的熊蜂项目
就从“三下乡”活动而来——在走访调
研过程中，项目创始人王艳认识了养蜂
老人，与其合伙创业。养蜂老人负责技
术孵化，王艳团队负责市场营销，又从
福建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养蜂专业
招募成员补充团队技术的不足。

就这样，王艳的项目从田间地头发
轫，在高校孵化，最终经受住了市场的
考验：帮扶东平县贫困户种植西红柿
20 亩，每季增收 25 万元；成功对接菏
泽郓城第一书记，帮助农户建了6个大
棚；帮助蒙阴大庙村建设了 30 个标准
化种植大棚⋯⋯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双赢。

成熟的大赛撬动青涩
的创业教育

每天午饭时间，餐厅里评委们的话
题除了围绕赛场上崛起的新秀以外，更
多的是在讨论上个月底国务院发布的一
纸文件。

《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
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 中写
道，在全国高校推广创业导师制，把创
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课程纳入高校必修课
体系，允许大学生用创业成果申请学位
论文答辩。

《2017 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 显
示，大学生最希望高校提供的创业扶持
政策包括“创业算学分”（24%）、“实
验设备向学生开放”（17%） 和“学校
科 研 成 果 优 先 向 创 业 学 生 转 让 ”

（16%）。而高校提供的主要扶持政策为
“休学创业”“实验设备向学生开放”以
及“创业算学分”。

在如此激励之下，高校和学生的积
极性被空前调动。但是高校真正发对力
了吗？

经历了 3 届，创新创业大赛越来越
成熟，相比之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仍
然显得有些青涩。

连文杰发现，高质量项目越来越
多，背后也折射了另外一个问题，越来
越多的学校将精力放在了备赛上，集全
校之力堆到一两个项目上。

“大赛是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水平
和人才培养能力的大检阅，但它不仅赛
项目，更赛育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
岩说，大赛不仅是参赛团队创意、创新、
创业项目的对垒，更是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像一把‘扳
手’，撬动高等教育内部的深刻变革。”

“创新创业教育是对‘人’的教
育，而不是对‘项目’的教育。”福州
外语外贸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徐国
立认为，我们看到参赛项目数呈现“井
喷式”增长，还要看到创新创业教育的
实质是实现对“人”的教育，大赛不应
该只是“赛项目”，更应该注重“赛育
人”，要能够持续推进高校在创新创业
教育中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
的切身体验和主观感知，重在提升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蓝皮书
（2016）》 显示，2016 年是中国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快速发展的一年，通过对
覆盖全国 27 个省份 130 所公办高校的
调研发现，有近八成的受访院校出台了
多项创新创业教育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文
件，超过 70%的高校进行了相关的教
学改革，有超过 40%的高校建有校内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逾九成高校参
与到多项创新创业大赛中，形成政府、
高校、企事业单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
设的格局。

但调研同时发现，多数高校的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还未成体系，无法与专业
课程的学习紧密结合。同时，教材配套
率不高的问题凸显，中外交流合作的情
况也并不理想。

创新创业教育最终的落脚点应该在
哪？

“创新创业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教
育，技能会过时，知识会陈旧，唯有创
新思维、创业能力可以让一个人面对未
来。”在大赛评委尚蓬勃看来，尤其是
面对当前的社会环境更加多元，人们的
需求更加多元，面对一个波动的、充满
不确定性的社会时。

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推动者和企业
负责人，尚蓬勃身跨“学界”和“业
界”，他发现，不少高校教师和领导
者，对创新创业教育仍有抵触和误解。

“学生把精力都投入到创业里，创
业死亡率那么高，不是耽误学生吗？创
业不就是开公司挣钱吗？”时至今日，
尚蓬勃仍需在不少高校“普及创新创业
教育是什么”。而对于如何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很多学校仍是“门外汉”。在
尚蓬勃看来，创业可以被教育，但创新
只能被激发。

“对于创业，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
课程体系。而培养创新能力和思维之
路有三条：环境、技能和经历。”尚蓬
勃解释，培养创新能力，首先要营造鼓
励创新、自由宽松的氛围；其次学生要
掌握一两项技能；再其次要有丰富的经
历，去做，去犯错，去思考，慢慢培养
出创新思维，产生创业点子。但有创新
还不等于能创业，只有找到创新与市场
的结合点，才能去创业。

在此次总决赛众多项目中，海南大
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学生项目 《“鱼
筑”人工景观鱼礁——为鱼儿筑建家
园》 获得银奖，尽管是银奖，却是学校
历史性的突破。这是海南大学土木建筑
工程学院继 2015 年获得首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后的
又一次突破。

海南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廖清林
说：“这是我们这两年抓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的结果，加强课内课外结合，以

‘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两门课程
为 抓 手 ， 建 立 ‘ 教 授 + 学 生 科 研 团
队’，依托各类竞赛和项目训练计划
营，指导学生积极投身‘大众创新、万
众创业’的浪潮，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
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在田远看来，创新创业教育的落脚
点应该是人的能力的提升。

“创新创业教育不是一种类型，而
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发现机会，
整合资源，把事干成。不只是创立公司
才叫创业，创业教育成功的标准不是融
资，不是让企业活下去，而是落在事上，
落在提高人的能力上。‘持之以恒、整合
资源、把事做成’在任何行业、任何领域
都是核心能力。”田远说。

①颁奖典礼上，学生表演舞蹈《千帆
竞发》。

②10 月 13 日，参加第四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争夺
赛的武汉大学团队在做赛前准备。

③颁奖典礼上，厦门大学学生表演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樊世刚摄

4岁的“双创赛”如何走过“成长的烦恼”
本报记者 刘博智 董鲁皖龙 王家源 龙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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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厦门大学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