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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创新创业新时代背景下,高校需强化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在优化专业教育
的同时还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为促进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本文以动
漫泥塑课程为例,对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专创融合的改革,并对动漫泥塑课
程在专创融合的途径和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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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tent Re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 Taking Animation Clay Sculpture Cours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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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lleg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while optimiz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aking Animation Clay Sculpture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arries out professional and innovation
integration reform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ode of the course, and explores the
ways and evalu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and innovation integration of Animation Clay Sculptur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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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计大赛和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

图2 部分获奖作品

4 结论
本课题立足学生专业、就业、长远
发展的需要,基于“专创融合”的专业课
程重构,从更根本层面、更深程度、在更
关键环节上深入推进“专创融合”和“三
教”改革,突破人才培养薄弱环节,更有
利于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助力学校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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