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蕉钢琴

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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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 化身成为钢

琴的琴键， 通过

触 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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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键， 一曲美妙

的《笑傲江湖》可

以从电脑的音响

中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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髴《斯坦福大学

最受欢迎的创意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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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齐莉格

荐语：

斯坦福大学被誉为

“硅谷的心脏”， 是美国创新

资本主义的魔法场，在这里诞

生了令世界赞叹的天才创意。

这些创意可以学习吗？———斯

坦福大学著名创意课教授蒂

娜·齐莉格的回答是：“YES”！

本书作者给出有趣+实

用的创意方法， 这些方法，普

通人通过自我练习，就可以随

时随地产生新的创意，只要动

脑，你就是“创意天才”。这些

创意方法， 能帮助你解放大

脑、打破思维禁锢，以一种全

新的视角和方法去发掘奇思

妙想，碰撞出创意火花，开创

更有发展潜力的未来。

� � � �

“创客 ”一词来源

于英文单词 “

Maker

”，

是指不以盈利为目标，

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

为现实的人。在创新日

益被强调后 ，“创客空

间”也在一些城市悄然

兴起。

目前北京、 上海、

深圳等地都有比较成

熟的“创客空间”，他们

采用会员制，会员缴纳

一定会费，空间不定期

组织各种创意活动，提

供材料和工具，方便创

客们交流，把自己的创

意做出成品，并配合风

投、 公司运营等资源，

成功将一些好的创意

发明孵化成产业。

“别忽略了这些小

发明创造， 近年来，许

多具有高度社会价值

或是巨大经济价值的

产品 ， 都出自创客之

手 。在美国 ，这甚至被

称为一次新的工业革

命。” 西南交大的李君

老师说。

�

在交大 ，“创客空

间”也开始慢慢成为学

生创意孵化的园地。目

前，部分学生创意发明

已经成功申请到国家

专利。 成立才几个月，

该空间活跃的会员已

达

130

余人左右， 数千

人次先后到空间来制

作自己的创意产品。

更为可贵的是 ，

“创客空间” 打破了高

校的院系分割，真正促

进了跨学科、跨专业的

交流，让大家分享彼此

的经验， 真正让创新、

创造成为一种校园文

化流动起来，也给大学

的产学研结合提供了

另外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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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学院美术学院大三学生刘昌林的

学习方式和很多美术学院的学生不同。现

在每天他除了完成专业课程外， 还会在学

校的“云动工作室”里工作几个小时，和来

自信息技术与科学学院的同学一起， 为一

些企业制作定制的动漫产品。

类似的工作室在成大还有很多个，

为了提升学生们的创新能力，学校创立了

“整合体验式”创新创业教育模式，让学

生在多学科融合的环境下学习。

工作室里的无限创意

刘昌林所在的“云动工作室”集合

了成大美术学院和信息技术与科学学院

两个学院的学生和多位老师。目前，他们

正在着手为腾讯公司制作电子绘本，将

来，小朋友们在手机上就能看到独具成都

特色的可移动的绘本人物。但现在，如何设

计绘本形象？如何解决手机终端的技术难

题？这些都是刘昌林和工作室的小伙伴们

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遇到障碍时，老师们

才会出手指导一把。这大大改变了刘昌林

的生活，现在每天他都需要开动脑筋，想创

意，想点子、想解决方案。每做一个项目，同

学们都能拿到一定额度得项目基金。现在

工作室接收的项目除了老师介绍的，还有

不少是同学们自己从网上找来的。

学校出钱支持学生创新

学生们创新思维的迸发源于学校的人

才培养改革。该校提出了“整合体验式”创

新教育模式，从课程设置、综合实训、师资

建设、指导服务等各方面形成合力，最终

实现学生发展与素质提升。

在大专业平台的背景下，不少学生找

到了创业商机。2013年9月底， 该校计算机

专业大四的学生周佳亮就和他的两名同

学一起，创建了四川首家面向中老年的网

络社区———老友网。不仅为老年人提供游

戏和娱乐空间， 还创新地融入了书法绘

画、摄影、手工、十字绣、比赛竞技、交流会

以及爱心商家打折等一系列的线下活动。

学校从2012年设立“学生发展与素质

提升工程”，每年下拨200万元专项经费用

于资助学生发展与素质提升活动项目的

开展。2012～2013年全校就设立了605个

创新项目， 近2万人次学生获得了不同额

度的资助。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摄影 王勤

� 成都有个

“乔布斯车库”

� � � � �测温茶杯、香蕉钢琴、创意台灯……西南交大“创客空间”成创意孵化地

这一方式打破院系分割、促进跨学科交流，为大学产学研结合提供新思路

“乔布斯从自家车库里的小发明开始，

最终缔造了苹果这家伟大公司。‘我们的

大学为什么不能提供一个像工厂一样的

开放实验室，让学生们能立即把有趣的想

法变成现实’”

乔布斯从自家车库里的小发明开始，

最终缔造了苹果这家伟大公司。“我们的

大学为什么不能提供一个像工厂一样的

开放实验室，让学生们能立即把有趣的想

法变成现实”。 这样的想法在西南交通大

学新任校长徐飞脑中酝酿已久。

为此，去年一到任，他便给学校负责学生

实践的部门推荐了一本书———克里斯·安德

森的《创客》。去年12月中旬，比照国外盛行

的“创客空间”， 西南交大创客空间应运而

生。在这个近千平方米的开放实验室里，学生

们可以随意来、随意去、自由地使用各种工业

器械和材料，把自己的创意付诸实践，把制造

工厂切切实实地搬进了大学校园。

香蕉会弹琴，还是《笑傲江湖》

在西南交大现代工业技术培训中心

里一栋小楼里，每天都有数十位大学生带

着满腹的创意而来，带着自己制作的小发

明满意而去。这些小发明不见得像交大轨

道交通实验室里的机车实验一样，能推动

科技迅速进步， 但每个小发明却新奇有

趣，让人眼前一亮。

智能创意台灯、弹簧连续抽纸盒、多旋

翼飞行器、暴雨节能伞、多足机器人、避障机

器人、自行车洗衣机、测温茶杯……成立短

短几个月，以创新为使命的大学生“创客”

们已经生产出了涉足了艺术、手工、科学、工

程技术、生活、音乐等多个领域的创新产品。

由于宿舍要熄灯，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大三女生董悦最近就在这里做了一个“测温

茶杯”，杯子可以自动显示温度，温度超高或

水量过多， 杯子都会报警。“晚上宿舍停电，

就不用担心热水倒多了”。 通信工程专业研

二学生鞠大龙最近就捣鼓出了一台“香蕉钢

琴”，一根根香蕉，化身成为钢琴的琴键，通

过触摸14根香蕉琴键，一曲美妙的《笑傲江

湖》就从电脑的音响中送出了。

为了在宿舍看书时不打扰舍友休息，

交通运输学院大三的学生刘红星完成了一

个和自己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设计———一

款智能支架创意台灯。它节能环保，既可以

直接插在USB插口上使用， 也可以利用电

脑散热时的温度、废旧电池的剩余电量这

些被浪费掉的能量发电，完全可以满足看

书的亮度需求。

追女朋友，起码要会点发明

走进这座貌似厂房的5层小楼，基本的

电工电子类、开源电子模块/套件、机械加

工与装配、3D打印机等相关设备样样俱

全，所有材料和器械，学生们不用付费，任

何时段都可以随意使用。

小楼里的学生们不是在铺满了电路板、

电线、工具的桌子上埋头捣鼓，就是对着电

脑一行一行敲打代码， 他们来自不同的学

院，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创客”。

“与实验室里机车的高大上实验不

同，这里更像个手工作坊”。西南交大光学

工程专业研二学生王衡今年年初进入创客

空间做了一组踢足球的机器人， 就立即成

了这里的常客。 寒假里拖着巨大的行李箱

回家的经历， 给了王衡灵感———制作一个

自己会走的行李箱。于是，拉了创客空间里

另外4位创意爱好者，5人查资料，现学电学

和超声知识，3天时间便造出了一个能跟着

主人自行前进后退转弯的行李箱。

虽然箱子很简陋， 装下很多超声设备

后，其盛物空间也非常小，但王衡目前并不

在乎， 他享受的是创意和制作带给他的乐

趣。几个月的经历给他最大的收获是“以前

什么都得买，现在感觉只要有想法，什么都

可以自己做”。 他指着身旁一个由几十组

LED灯泡组成的立方体告诉记者，“这就是

空间里一个小伙伴做来追女朋友的”。一按

开关后，灯组便根据之前设定的程序，亮出

了“I� LOVE� YOU“的立体字样。

西南交大现代工业技术培训中心李君老

师告诉记者，交大创客空间没有门槛，校级层

面每年提供项目资金， 却未对学生创新成果

设定目标， 任何人只要有创意都可以到空间

里来，完成自己的设计，做出产品，即使没有做

出产品，哪怕是来坐坐，聊聊创意也是欢迎的。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摄影 郭广宇

大多人都相信，创造力是与生俱来的，比如乔布斯，他们天赋异禀、右脑发达、直觉敏锐，而大多数普通人左脑发达，创造性思考

能力则较弱。但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设的创意课，用事实证明了创新能力也是能习得和提升的———他们有组织地针对创新提供系统、

集中的培训，结果受训学生产生的创意数量是没有受训学生的两倍。

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发展变革、个人成长更新，都离不开创新。正因如此，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机制体制，成为成都推进科学发展、

领先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高校，是人才的孵化地，更是创新、创意的发源地。

在成都的各所高校里，也正在做着如同斯坦福创意课一般的尝试———西南交大的“创客空间”、电子科技大学的“创新创业中

心”、四川大学锦城大学的“专利班”……无数有趣而生动的创意源源不断地从这里产生，有的还已经转化成了生产力。比如电子科

大的“电子白板”、帮农民工找工作的APP，都已经引起了企业与相关部门的关注。

今日，不妨和我们一起走进成都高校这些有趣的“创意课”，寻求创新的源泉与动力。

数字滴管智能笔

发明者：成都学院彭源

只要把一支笔轻轻点击

一下你想要拷贝的材料，就能

轻松实现信息的抓取和转存

dea

成都

创意课

成都学院：

每年拨200万 支持学生创新

做有创意的人

看看这些书

髵《创客》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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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安德森

荐语 ：

如果说《第三次

工业革命》一书的核心是互

联网与新能源融合在一起所

引发的工业变革。那么《创

客》一书的核心则是互联网

和制造业融合在一起而引发

的一场制造业革命。

本书作者安德森预测，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人们会

将网络的智慧用于现实世界

之中。 未来不仅属于建立在

虚拟原则之上的网络公司，

也属于那些深深扎根于现实

世界的产业。“创客运动”是

让数字世界真正颠覆现实世

界的助推器， 是一种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新浪潮， 全球将

实现全民创造， 掀起新一轮

工业革命。

编者按

从斯坦福

的创意课说起

科技创新，

一次新的

工业革命

N

关 于 创 意 的

个法则

� � � � � � � �创新可以学习

创造力并非与生俱来

只要我们改变某些特定的行为，就能习得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有组织地系统、集中培训，参与者创新能力方面能得到最大成长

创意思维既需要对某一专业的精深研究，也需要跨学科的交流

创新者，可以用他们的行为影响和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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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走的行李箱

发明者：西南交大王衡

寒假拖着行李箱回家的

经历给了王衡灵感， 他现学

电学和超声知识，

3

天时间便

造出了一个能跟着主人自行

前进后退转弯的行李箱

光立方

发明者：王衡的小伙伴

这是空间里一个小伙伴

做来追女朋友的，一按开关，

灯组便根据之前设定的程

序， 亮出了 “

I LOVE YOU

“的立体字样

动物摄影师

发明者：西南交大学生

有多组摄像头，可以到处

行走，随时拍摄，特别适用于

拍摄野外动物

深入推进城市产

业转型升级

,

加强自

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化

,

积极发展高技术

含量、 高附加值的产

业高端和高端产业

,

着力培育三产联动 、

创新驱动、 优势突出

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