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协和学院：探索“教赛创”模式改革 提高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创新创业教育
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观念引领，树立变“就业从业教育”为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山东协和学院创建
于1993年，目前，已形成以医学为特色，医
学、文学、工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等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建设格局。在
教学实践中，学校以创新创业教育为突破
口，推动学校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强化创新
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理念的落实，变

“就业从业教育”为“创新创业教育”理念，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深
入实践探索“教赛创”教育教学模式。

产出导向，引导学生制定各阶段学习
目标和任务。注重入学教育，从学生踏入
校门起就注重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
创业能力的培养，指导学生开展学业与职
业规划设计。在大一期间，重点塑造学生
对创新创业的认知，引导学生树立学习目
标，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培养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大二期间，以能力提升为
重点，学生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创新创业类
课程，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和各类事件活
动的深度参与，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在高年级阶段，通过专创融合，为学生
提供创新创业的平台和土壤。

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创新创业项目激
发学生学习热情。学校全面实施项目式教
学、翻转课堂，变单项灌输为双向交流，将
教学项目与创新创业项目结合，注重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
力。在“教”的基础上“赛”，在“赛”的基础上

“创”，融通“教赛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以赛促创，以项目和竞赛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挖掘学生的学习能力。今年暑假期
间，有一千余名学生选择留在校内，为参加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做准备。他
们为解决技术难题，在校园里查论文、做设
计，不断改进和完善参赛项目，在做项目的
同时提升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教赛创”模式改革
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路径

以“三促”推“三改”，实现学校变轨超
车。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教育教学模
式改革的总引擎，打造创新创业教育“升
级版”，通过落实“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
赛促创”的“三促”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教
学模式、学习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三项改
革，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路径，推动学
校实现变轨超车。

探索“教赛创”模式，重塑教学形态。
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项目训练中挖掘
实现自身价值的潜力；以教师为主导，变
灌输知识为训练能力，实施项目式教学、
体验式学习。转变“教”与“学”的传统互动
关系，构建师生共同学习机制，重塑教学
形态。以“学生人人参与项目、教师人人指
导项目”为基本要求，学校实现“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与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双万”的目标，即两个
项目的基础项目均超过10000项，“双创”

工作由量变到质变，取得了大赛奖牌数和
大创项目立项数均居全省榜首的好成绩。

全流程培训打磨，提高师生创新创业
实践能力。为全面提升全校师生的创新创
业能力，学校先后通过训练营、工作坊等
形式，从“意识启蒙—知识传授—思维训
练—能力培养—精神养成—成果孵化”等
方面开展7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系列培训
活动，通过“培训、孵化、指导”全过程模式
推动大赛工作。为提高师生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学校还聘请数十位资深产业投资
人、行业企业专家入校为创业项目进行多
轮次深度打磨指导，从创意遴选、商业逻
辑梳理、项目亮点提炼、商业计划书的撰
写等多方面完善创新创业大赛项目，丰富
师生经验，创新项目发展模式，以最佳状
态备战省赛与国赛。

师生全力以赴取得喜人成绩

全面发展，点亮人生。第六届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项
目成员、2019级康复治疗学本科学生闫美
池说：“从2020年7月初回校开始，我们全
力以赴备赛，师生打成一片。在真实的大
赛项目中，我们学到了知识、磨炼了意志、
提升了能力、收获了友谊。”在上一届比赛
中，学校在全国总决赛收获银奖1项、铜奖
3项，为全校师生树立了信心。

精心组织，全力备赛。为了以更好的状
态备战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学校从去年底就开始统一
部署，各二级院部广泛动员、积极参与，全

校共有10172个项目报名参赛，学生参与达
30000余人次，老师指导学生10000余人次。
从2020年12月到2021年4月，学校邀请校内
外创新创业教育专家开展专题培训、大赛
政策解析、参赛经验分享、备赛技巧等系列
讲座；多轮训练营、两轮校内选拔赛，学校
共遴选出99个优质项目参加第七届山东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有64个项
目入围金银奖决赛，获金奖17项、银奖54
项、单项奖2项，获奖总数位居全省高校第
一名。其中，医学院《抗体铠甲——— 新一代
抗体药载体》名列高教主赛道本科生创意
组小组第一名，并荣获“最佳创意奖”，《守

“助”乡村——— 科技赋能基层医疗革新模式
探索者》荣获“乡村振兴奖”。

奋力拼搏，斩获佳绩。经过省级复赛，
学校10个参赛项目一路过关斩将入围国
赛，在全国总决赛上斩获3金1银6铜的历
史性突破成绩，金奖数和奖牌总数均居全
国民办高校之首。3个金奖项目中，《药知
道——— 国内首创抗生素用药指示三联卡》
获小组赛第一名，参加全国三强排位赛；

《抗体铠甲——— 致力于降低抗体药毒副作
用全包裹型载体》《明眸智睿——— 国内首款
面向基层糖网病患者早筛早诊系统》获小
组赛第二名。在全国三强排位赛中，学校

《药知道——— 国内首创抗生素用药指示三
联卡》作为首个路演项目代表民办高校与
诸多高校项目同台竞技，获得评委的高度
赞誉，充分展示民办高校的实力与影响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山东协和学
院持续开展“教赛创”模式改革，探索应用
型人才培养新路径。通过多年的实践，有
效推动创新创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
度融合，充分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双创”热
情和不竭的创造力，引导和激励青年扎根
祖国大地，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
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努力
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有为人才。

在近期落幕的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山东协和学院斩
获了3金1银6铜的佳绩，实现学校在该项赛事中的突破——— 获奖数量在全国同类院校中
名列前茅，打造民办高校“教赛创”模式改革的典范。

本届大赛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题，共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的4347所院校、228万
余个项目、956万余人次报名参赛，1085个项目入围总决赛，大赛质量与含金量再攀历史新
高。山东协和学院能够在此次国际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离不开学校一直以来在创新创业
教育方面的不懈探索。

暖冬公益行动开启，一天时间200多捆毛线被领完

“我们男生也要为山村孩子编织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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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电缆输送设备
运行正常、侧压力正常、拉力
正常，智能敷设平台信号良
好，继续进行电缆敷设……”
日前，在220千伏清高线迁改
现场，山东济南供电公司电缆
运检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使用
新型高压电缆智能敷设成套
装置开展电缆敷设工作。这是
该公司首次在高压电缆敷设
施工中应用该装置。

传统电缆敷设，每个设备
都要人员值守，浪费大量人
力、物力，且不能保证电缆展
放的同步性，导致电缆敷设质
量难以保证。“近年来，我们一
直在探索研究一种新型的电
缆敷设方式，可以提高电缆敷
设效率，又能减少敷设过程中
电缆受损，进一步提升电缆敷
设质量。”该公司电缆运检中
心主任高自彬介绍。

今年以来，该公司在总结多年来电缆
敷设作业经验基础上，多次对接厂家，通过
优化电缆敷设装置结构、调整各设备参数，
最终于今年8月份，研发出了高压电缆智能
敷设成套装置。该装置由电动展放装置、智
能输送机、侧压力测控设备、拉力测控设
备、视频监控以及智能敷设平台组成。不同
于传统电缆敷设方式，高压电缆智能敷设
成套装置可实时检测电缆所承受的拉力、
夹紧力、侧压力以及设备状态等参数，通过
一站式集中控制，实现对设备的自动控制
以及电缆的科学敷设、智能监控。

“采用这套装置敷设电缆，可有效防
范电缆外护套和主绝缘受损，从根本上
解决传统敷设方式电缆异常受损的问
题，实现电缆敷设效率与质量的双提
升。”高自彬说。未来，济南供电公司将继
续完善该装置的应用，充分发挥高装置
敷设效率高、敷设质量好的优势，早日实
现装置的广泛应用。 （张治林 马聪）

本报济南11月24日讯（记
者 程凌润） 24日，齐鲁晚报
A04版以《说话还带着奶气
却能提十斤大米》报道了济南7
岁女孩张悠然帮残疾父母送大
米的事，央视新闻予以转载刊
发。报道刊发后，漱玉平民大药

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漱玉平民”）决定购买两万
袋黄河大米帮助这个家庭。

“懂事的孩子，贴心的小
棉袄！”济南7岁女孩张悠然
帮残疾父母送大米的视频温
暖了许多网友，大家纷纷为其
点赞。同时，也有网友关心小
悠然的特殊家庭。张悠然的爸
爸张传宝身患风湿性关节炎、
强直性脊椎炎、股骨头坏死等
疾病，他与身患小儿麻痹症的

妻子艰难创业，从摆地摊做
起，一度在济南网红街芙蓉街
开店。

“之前我们一直在芙蓉街
卖黄河大米，去年因为疫情不
得不撤店。”张传宝说，今年
降雨丰沛，济阳区曲堤街道鞠
家村的黄河大米丰收，他们却
为大米销售的问题犯愁。他们
还有20万斤左右大米还没卖
出去。

“看到小悠然的报道,我们

很是心疼，也非常感动，也希望
她能健康成长，安心完成学
业。”漱玉平民市场部经理常新
群说,小悠然的家庭很特殊，他
们公司决定采购两万袋大米，
帮他们渡过难关。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倩
实习生 刘欣欣

24日早上9点作为活动志
愿者，齐亚珍、赵美和李士香早
早来到齐鲁志愿者共享书屋，
整理好毛线团，等待爱心人士
来领取毛线。

“每年都参加这个活动，
今年也早早地就盼着呢！”首
先赶来的是多次参加“针心针
意”活动的刘精诚、张祥美和
黄晓媛。自“针心针意”公益活
动举办以来，她们每次都会参
加。三位爱心老人还都是民间
手工艺专家，她们现场就开始
编织，花样各具特色，很快就

引来围观。
一天时间，来领取毛线的

爱心人士中一半以上是七十岁
左右的老人。“生命是有限的，

希望能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多做
些有意义的事。”

在一众领毛线的人中，公
交车驾驶员管力峰特别显眼，
他不仅来领取毛线，还带来了
济南公交北部三队的爱心司机
们捐赠给孩子们的图书和消毒
液等物品。“这些书都是今年刚
出版的，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增
长知识。”

下午，一群来自山东交
通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给现
场带来了欢乐。来领取毛线
的竟然是几名男生，他们表
示，爱心人士钟倩发动他们
参与到爱心编织中来。不仅
女生，很多男生也报了名，

“别看我们是男生，也是心灵
手巧，我们也要为山村孩子
奉献爱心。”

一整天下来，爱心人士
踊跃参与，200多捆毛线领取
完毕。

父母的贴心“小棉袄”被网友点赞，也引来援手

爱心企业出手采购两万袋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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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热情高涨，没想到一天时间就把毛线领完了。”24
日，看着百花洲志愿服务站内热情的人们，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公益合伙人、齐鲁志愿者齐亚珍高兴地说道。当天，由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的2021年“针心
针意”暖冬公益行动开始领取毛线，一大早，爱心便蓄势待发。

几名男生来到现场领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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