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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educ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it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ltivating the correct values of entrepreneurship, guiding attention and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In the background of encourag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been vigorously developing in 

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entering into people's eye with the rapid pace, and as a new form of social activities a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by the soci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early ten years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is article used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get a deep analysis in four aspects: the literature quantity distribution,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research level and research contents, and divided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oretical research, specific application research, talents cultiv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n put forward 

to increase the depth of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rich the research field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system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finally hope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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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益创业及其教育在欧美国家由来已久，它有利于推进创业教育改革、培养正确的创业价值观、引导关注和解

决社会问题。而在双创背景下，中国创新创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公益创业教育正以迅猛的态势进入人们的视野中，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活动形式正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文章通过对近十年来对公益创业教育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研

究分析，随后采用内容分析法从文献数量分布、期刊分布、研究层次和研究内容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把目

前中国公益创业教育的研究内容分为公益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公益创业教育的具体应用研究、公益创业教育与人才

培养的研究、公益创业教育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最后提出加大对公益创业教育理论的研究深度、丰富对公益创业教

育的研究领域、促进完整的公益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的促进中国公益创业教育的思考与建议，以期有助于中国公

益创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关键词：公益创业教育，现状，启示，内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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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公益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又被译为“公益创

新”、“社会创业”等，最早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应社会

需要而产生，并在国外许多国家蓬勃发展[1]。1998年法国

经济学家蒂埃里·让泰（Thierry）提出公益创业的概念，

哈佛大学格雷格·迪斯（Greg Dees）博士第一次将公益创

业课程搬进课堂。2002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社会企业战

略”推动公益创业的发展[2]。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英国、

美国等发达国家公益创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成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公益创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上世纪末，政府

部门、社会福利机构、事业单位等在不同程度上承担起了

社会公益责任并不断寻求发展[3]。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

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这

就要求了各级各类教育单位对于人才的培养更加重视了

对学生的创新能力、社交能力、协调合作能力等综合素质

的培养。在指导政策方面，2010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大力

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

见》，2012年教育部又发布了《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试行)》，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因此，在

国家多种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公益创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创

业活动形式日益成为大学生创业的新趋势，而公益创业教

育也随之应运而生，并在各级各类学校得到发展。公益创

业教育自提出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在各

个领域也出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以目前中国有关公

益创业教育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公益

创业教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试探讨公

益创业教育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 

2．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与材料 

本研究样本为从中国知网（CNKI）检索到的期刊论

文。中国有关于公益创业教育的论文从 2008 年开始出现，

截至 2017 年 6 月，在中国知网上以“公益创业教育”为检

索项，调整检索条件为“主题”，之后根据文献的关联程度，

剔除掉无关文献期刊后得到有效研究样本为 112 篇。 

2.2．类目分析单元 

本文将公益创业教育在中国的研究成果从文献数量

分布、期刊分布情况、研究层次分析和文献研究内容分析

四个角度为研究维度，根据样本文献的研究内容，梳理总

结后将公益创业教育的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四类主题： 

                                                             

[ 1 ] 林 爱 菊 . 大 学 生 公 益 创 业 的 困 境 及 对 策 探 讨 [J]. 学 理

论,2016,(12):96-98。 

[2] 韦小双,关明.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金华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8-11。 

[3] 韦小双,关明.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金华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8-11。 

（1）公益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探讨公益创业教育

的概念、起源、特质、现实意义等方面的探索； 

（2）公益创业教育的具体应用研究——探讨了将公益

创业教育应用于具体学科教学、各类公益项目、竞赛项目

等方面的研究； 

（3）公益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研究——阐明公益创

业教育对于人才发展的作用，涵盖公益创业教育模式的探

讨以及公益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等内容； 

（4）公益创业教育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探讨了公

益创业教育课程的开发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研究。 

3．公益创业教育在中国教育领域研究状况分析 

3.1．研究过程分析 

通过对文献的统计分析，与公益创业教育相关学术论

文按年份分布的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公益创业教育文献期刊数量分布统计。 

由图1可知，2008到2010年间，学者对这一领域已经

进行研究但文献数量较少，且增长趋势不明显。2014年开

始则呈较明显的增长趋势，仅2016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已超

过08至10年文章的总数，但总的来说，中国对于公益创业

教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政府和专家学者对公益

创业教育这一新兴领域的不断关注，对公益创业教育的各

类研究也将逐渐深入。 

3.2．期刊来源分析 

据笔者统计，中国有关公益创业教育的研究期刊分布

于59种不同的期刊，分布比较均匀且广泛。期刊发文量超

过2篇的有12种，共30篇（占26.79%），如表1所示。表1

还呈现了这些期刊的种类，并将6种被核心类来源期刊收

录的文章以深色阴影表示（16篇）。从广度上看，发表的

论文期刊数虽然很多，但在深度上看，高质量的研究还相

对较少。进一步说，现阶段中国学者对公益创业教育在教

育中的应用研究并不系统，发文期刊比较分散，且分布于

各个层次的期刊中，多是对公益创业教育理论层面的探讨。

因此，对公益创业教育在教育领域的研究，应逐渐向更深

层次的思考、应用与实证研究方向上进行延伸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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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样本期刊数量分布情况。 

期刊名 数量 期刊名 数量 

教育与职业 5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 

黑龙江高教研究 3 中国商贸 2 

金融经济 3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 

青年探索 3 企业导报 2 

继续教育研究 2 成才与就业 2 

大学教育科学 2 高教探索 2 

3.3．研究层次分析 

通过对文献的统计分析，公益创业教育研究层次比

重分布的情况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基础研究类的文

献超过了一半的比例，高达50.42%，行业指导类的文献

占了36.13%，而政策研究、职业指导等类的文献所占比

例较小，说明当前对于公益创业教育的研究主要还是集

中于对此主题的起源、概念、特点、意义等基础原理的

探究。 

 

图2 各研究层次比重分布。 

3.4．研究内容分析 

通过对样本文献的归纳分析可得各类目比重分布情

况：关于公益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共47篇（41.97%），它

是目前中国研究的主要方向；其次是关于公益创业教育与

人才培养的研究共31篇（27.78%）；关于公益创业教育的

具体应用研究共21篇（18.75%）；关于公益创业教育课程

资源的开发研究共13篇（11.61%），如图3所示。 

 

图3 各研究主题比重分布。 

3.4.1．公益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 

关于公益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比例最大，表明该主题

是中国学者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笔者将该部分的研究进

行归纳分析，得出公益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公

益创业教育的起源及概念的研究、公益创业教育意义及特

征的研究、公益创业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路径探讨三个方面。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归纳可得出以下观点：①对公益创业教

育起源及概念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层次的总结和探讨阶

段，且关于公益创业教育的定义目前处于各抒己见的状态，

需要权威机构对公益创业教育的标准定义做一个正式的

规定；②有关公益创业教育的意义及特征的文章还较少，

中国公益创业教育的研究时间还不长，主要依据社会发展

需求以及国家政策引导进行探讨；③对公益创业教育的现

状和发展路径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针对目前公益创业教

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发展路径的设想和建议。 

3.4.2．公益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研究 

该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高校公益创业教育的

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公益创业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探讨。

通过对文献的归纳分析可得如下观点：①由于在高校中开

展公益创业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诸多问题均需进行更深入

的探讨，对公益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专业课程设置、

师资力量建设等都将成为研究重点；②在此部分有多篇文

章讨论了如何在高校培养公益创业教育人才，说明了高校

相当重视培养高素质的公益创业教育人才，但在普通高校

和高职高专院校建设公益创业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

探讨也需要重视；③为促进中国公益创业教育人才的培养，

除了高校要鼓励和支持学生有组织、有目标、可持续地开

展公益服务活动和项目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包括政府、企

业、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社会创业支持系统来支持高校公益

创业教育的发展。 

3.4.3．公益创业教育的具体应用研究 

笔者通过对文献的归纳分析，发现目前对于公益创业

教育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中。公益创业教育的

具体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①高校公益创业教育

专项计划和项目在高校的实施、发展以及建议等等，且多

为试点型工作的归纳和总结。例如扬州大学"青苗计划"项

目，充分利用了该校专业资源、依托班级社团建设、强化

品牌意识、借助历史传统及既有工作机制四方面入手总结

出大学生参与公益创投的路径[4]；②公益创业教育与具体

学科教育的整合方面，例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5]。公

益创业教育已经逐渐成为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内容，而思

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是高校教育的主要方面，将二者进行有

机融合，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把公益创业教育作为一

种平台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例如高校通过拓展公

益创业基地、与相关单位通力合作搭建公益创业平台，让

                                                             

[4] 印月.大学生参与公益创投的实践与思考——以扬州大学“青苗计划”

项目为例[J].安康学院学报,2016,(6):120-123。 

[5] 周娜,李丹,哈福滔.公益创业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河北

企业,2016,(4):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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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通过参加公益创业活动，能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

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6]。 

3.4.4．公益创业教育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 

关于公益创业教育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文献占全部

样本文献总数的11.61%，比例最小。尽管目前对公益创业

教育课程开发的研究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是通过对文献

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公益创业教育课程开发、课程资源建

设依旧处于探索阶段，仍需不断地发展与完善。曾建国、

刘镇江[7]（2015）提出以质量功能展开(QFD)理论来优化

设置公益创业教育课程，李作战[8]（2009）提出从大学生

创业中的能力和品质培养的视角出发去设计中国高校当

前的创业教育模式以及对课程进行优化设置。这些研究成

果对中国公益创业教育课程资源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参考

价值，对于公益创业教育课程开发与建设的探索也为教育

一线工作者提供了参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公益创业教

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不仅仅是要开发课程，还应考虑到课程

的管理、培训、应用、评价等多个方面的工作。 

4．思考与建议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公益创业教育在中国的研究成

果，总结了目前中国公益创业教育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

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思考与建议： 

4.1．加大对公益创业教育理论的研究深度 

如前所述，目前对公益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

于公益创业教育的起源及概念、意义及特征的研究、公益

创业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路径探讨三个方面。尽管对于公益

创业教育的起源及概念的研究的数量不少，但是对其定义

与本质的研究还不够深刻，深度研究不够。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目前中国对公益创业教育的理论研究，

主要都是综述性研究，例如公益创业教育的起源与概念的

探讨。另一方面，很多的研究都是对公益创业教育的现状

和发展路径进行概括和总结，但对于发展路径的实施以及

其效果作用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缺乏实证性。因此专家学

者应该加大对公益创业教育理论的研究深度，不断地积极

构思考推动公益创业教育如何更科学、有效地发展，进而

推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4.2．丰富对公益创业教育的研究领域 

从前文样本文献分析来看，目前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理论研究、具体应用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而对

公益创业教育课程资源的建设开发研究非常少。从样本文

献的结构来看，中国公益创业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分散、未

成体系，并且研究领域的涉及面太窄，还有很多可以发掘

                                                             

[6] 曾淑文,以公益创业为平台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研究[J].中国成人教

育,2017,(2):81-83。 

[7] 曾建国,刘镇江.基于 QFD 的高校公益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优化研究

[J].继续教育研究 ,2015,(3):134-135。 

[8] 李作战,基于品质和能力培养的大学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设计[J].中国

电力教育,2009,(8):88-90。 

的新领域。但就目前来看，由于中国公益创业教育的研究

起步较晚，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中国研究公益创业教育

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还是围绕公益创业教育的概念和

起源、公益创业教育开设的必要性及意义等内容展开，很

少将视野转到教学和实践中。因此，丰富公益创业教育此

方面的研究势在必行，同时也需要广大专家和学者们钻研

和实践。 

4.3．促进完整的公益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从目前中国公益创业教育研究的情况来看，不管是普

通在高校还是中小学，公益创业教育都没有形成一套完整

的课程体系。但随着公益创业教育在学校教育领域中的不

断运用和发展，其课程体系建构会逐渐产生和完善。首先，

公益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置也要根据教学环境、对象和资源

进行合理规划，并做到从做中学、新颖有趣。从细处看，

还应增加公益创业教育课程与具体学科课程的整合，注意

结合两者的优点，打造更加个性化、创造性的公益创业教

育课程。其次，要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性，做到因材施教。

开发公益创业教育课程时，应包含难度不同的由低到高的

一系列课程，针对不同年级的学习对象，开设符合其年龄

阶段的可接受难度的公益创业教育课程，做到因材施教。

最后，建设公益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还需设置统一的课程

标准和配套的正规公益创业教育教材，公益创业教育课程

的管理、运用、培训和评价等配套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5．结论 

总的来说，公益创业教育的研究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

段，无论是理论研究还应用研究，都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尤其是在课程建设领域和人才培养领域以及其他新兴领

域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予以重视，不断挖掘和发展公益

创业教育在各个领域的巨大潜力和价值，才能使公益创业

教育从一个舶来品，逐渐融入到各个领域的实践中，才能

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这个融入的过程必定不是一帆风

顺的，仍然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例如如何组织

公益创业教育活动，推广公益创业文化，以及如何做好顶

层规划设计，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等都是丞待解决的重大课

题，仍需要很多的有识之士来攻坚克难，共同推动公益创

业教育取得更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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