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科大银杏林工作室负责人陈

龙则是在和电子白板生产厂家的一次

谈话中， 敏锐地察觉到当前电子白板

的缺陷：“价格贵，维护成本高。”如果

不要白板可不可以？他们突发奇想：如

果有一款“投影仪”，可以将教室墙壁

等任何平面直接变成“白板”，不就节

约费用了吗？他们随后进行了设计。

“有一次参加办公文具用品展，我

们将这个设备放在一个柜子底下，把

柜子表面变成了“白板”。没想到，小

朋友特别喜欢，拿着特制的电子笔，就

在上面涂鸦。” 这一场景激发了他们

的灵感。陈龙连广告词都想好了：“妈

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乱涂乱画了。”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摄影 王天志

川大艺术学院：

谁在通道

砌了一堵墙？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王冕 摄影 王

天志）

在电子科技大学，创新已经成为每

一名学生的必修课。因为学校要求，在四

年里，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要修满4个创新

学分。要取得这些创新学分，他们可以选

修创新课程， 参加亚太机器人大赛等学

术科技竞赛， 或干脆自己想一个点子去

付诸实践。

成立创新创业中心

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创新创业中心，负

责帮助学生们去孵化他们的奇思妙想。据

中心主任徐科介绍，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

来，已支持学生创新创业项目1300多个。

在徐科看来，创新，是当代大学生应

该具备的一种优秀品质。“作为学校，不

仅要引导和鼓励学生创新，更要想办法把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培养相结合，

和产学研相结合。”他说，所以中心会对

这些金点子进行筛选，“大概有10%的创

意项目能脱颖而出，进驻中心，成为独立

的工作室。”

这些工作室不仅能获得独立的房间，

免费的办公设施，还能得到更多产生创意

的机会。

曾经的成都创萌工作室、如今的成都

加减法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开发一款名为

“帮农民工找工作”的手机应用软件。

“我要找工作。”公司负责人杨毅打

开软件，对着手机说，屏幕上跳出一行字：

“请问工资要求多少？”“那就3000元

嘛！”杨毅又说，屏幕马上显示出“成都五

金电器公司”、“成都建材公司” 这两行

字。再点击一下，手机便开始自动给公司

打电话了。

杨毅说， 这个创意也来源于市场空

白。“现在是有很多招聘网站， 但农民工

很少用电脑。我们就发现，用便宜智能手

机的农民工倒很多，所以就开发了这款软

件。现在正在研发四川话版本，让他们使

用起来更加方便。” 徐科则告诉记者，这

个创意还得到了四川省人社厅的关注，相

关领导还曾来学校进行实地考察。

每年出资400万

记者从学校了解到，创新创业大赛自

2011年开始举办， 参与人数逐年递增，到

2013年时已突破万人。

据介绍， 学校教务处每年都拿出400

万， 用于支持学生去实践他们的创新想

法。2010年， 电子科技大学又成立了创新

创业中心，为学生提供更好的硬、软件环

境。以硬件为例，在“车库咖啡”，学生们

课后周末可以边喝咖啡边进行思想碰撞，

展示室里则陈列着学生们的创意产品，常

有校外技术“星探”过来挖掘这些产品的

市场价值。

另外，在锦城学院机械工程系的实验

室里，4个由金属做成的马、羊、牛、象4个

动物模型栩栩如生地安放在桌面上。机械

工程系大三的艾瑞告诉记者，乏味的传统

教具零件被重新设计打磨，并被组装成了

一个个有趣味的动物形状。 细看这些动

物，每一个都是由十余零件组成，艾瑞介

绍说，每一只动物身上的零件都可以完成

课程相关的全套实验，用完之后，就可以

再组合成动物的形状。这样一来，不仅提

高上课趣味，使用教具也更方便。而由于

马、羊、牛、象各自身上的零件参数不同，

用它们做实验，还可以防止数据抄袭。

当很多学生还过着“上课听理论，下课看书本”的生活时，四川

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的学生不能不让人羡慕。 他们即将享受到

史上“最好耍”的作业———喊上好朋友，去你最爱的地方旅行，回来

交一份“游记”即可。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针对创新思维的严肃训练，

要求学生把旅游中捕捉到的元素融入自己的设计。而在艺术学院，自

由创意的气息无处不在，学生不仅能玩转3D打印机，甚至为了呈现作

品，还能“造”一面墙立在学院中。艺术设计系副主任周炯焱表示，在

电脑、英语普及到每个学生的今天，枯燥学习对他们意义不大，尤其

是对搞设计的人来说，在“玩”中迸发思维的火花更可贵。

作业是交“游记”

这门课叫“多元化的设计思维训练课程”。研二男生崔珂嘉

还记得4月25日第一次上课的情形， 那真是 “让小伙伴都惊呆

了”。授课老师不止一位，而且都不来自川大，有自由摄影师，有

设计师，还有环境艺术设计的教授。听课的学生也不分年级了，本

科生和研究生一共来了130多人。

“印象最深的还是肖老师的课。”崔珂嘉口中的肖老师，是自

由摄影师肖波，他是第3节课的主讲。课程一开始，他就展示了一

场奇幻的泰国之旅， 还处处设置了悬念。“肖老师先是展示了他

在泰国的很多街拍， 后来又放了很多他入住曼谷W酒店的照片，

问我们两者之间有何联系？”学生们立刻开始头脑风暴，细心的

崔珂嘉发现，原来那些街头的景色，正是这家酒店设计灵感的来

源———街头类似火三轮的车灯被搬到了酒店墙上，各式车灯五彩

斑斓；酒店床头的抱枕并不是中规中矩的方块，而直接换成了一

副泰拳手套……而课后的作业更让人大跌眼镜：本科生3人一组，

研究生1人一组，来一次3天的旅行，拍下旅途中可以用做设计的

元素，回来交一份“游记”。

这是学生们鲜有接触的思维训练课程，看似很自由，又有内

在规律可循。崔珂嘉这样来理解课程设置的初衷：我们都是做设

计的，而世界上著名的设计师一定都去过很多地方，亲眼见过的

东西才深入人心，这是获取设计素材的全新方式。

多元化思维训练

这门课的牵头人，艺术设计系副主任周炯焱对这门课的看法

更深入，“在电脑和英语普及到每个学生的时代， 枯燥的学习对

他们没有意义，让他们感兴趣，在玩中把脑子动起来才关键，这也

是创意灵感的来源之一。”他表示，除了这门课，设计系在一些基

础课程中，对创新思维的训练是无处不在的。

有一门拿旧材料设计作品的课程， 老师开始不提任何要求，就

让学生天马行空地“乱想”，交上来的作品五花八门，是学生最自然

的流露。比如，有的人拿竹编筛子绣川剧脸谱，有的在灯罩上刻出扎

染的花纹，灯光一亮起，投射在墙上的花纹就成了放大版，“有一个

同学更绝，他做了一面墙把学院里的一条通道堵住，上面全是装水

的瓶子，中间几瓶灌了红色颜料，组成一个惊叹号，以此警示大家节

约用水。”这些看似“不规矩”的行为，在艺术学院都是允许的，为

的就是不限制学生的创意思维。

目前，上“多元化的设计思维训练课程”的川大文科楼综合

实验教学中心艺术与媒介分中心里，购置了大量与设计相关的先

进设备，比如3D打印机。周炯焱介绍说，先进的机器并不神秘，只

要学生需要，就可以申请使用。在各种支持下，川大艺术学院学生

的作品亮相于成都创意设计展、 四川省高校环境艺术设计大赛

等，甚至还赢得了去知名设计公司实习的机会。现在，周炯焱打算

把“多元化的设计思维训练课程”打造得更加精细，争取发展成

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

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

斯坦福的教授们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比如参加过设计思维训练的学生和没参加过的学生两组样本，对同

样一个问题进行头脑风暴，结果在同样时间内，接受过训练的学生产生的创意数量是没训练过学生的两倍。测试

结果还显示，受训者在观察、共情、联系、发问以及实验方面的能力都会得到显著强化和提升。

在这里，我们想告诉你他们发明了什么，但我们更想告诉你发明的背后是什么。

编者按

斯坦福带来的

头脑风暴

据介绍，电子科大学校教务处

每年都拿出400万，用于支持学生

去实践他们的创新想法。在“车库

咖啡”，学生们课后周末可以边喝

咖啡边进行思想碰撞，展示室里则

陈列着学生们的创意产品，常有校

外技术“星探”过来挖掘这些产品

的市场价值。

给老人配个仪器

跌倒可通知医院

1

3

以后测颅内压

或不用穿刺

2

川大锦城学院：

抽签抽到什么

那就设计什么

太阳与手表的组合，能成为太阳能手表；风扇与

MP3的组合，能变成音乐电风扇；雨衣与背包的组合

能成为多功能的雨衣包……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机械

工程系出了个“最牛发明班”，全班33人，30人申请

专利并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受理通知书。

这个班级是学校培养学生创新、 创意的一个试点

班。在浓浓的创新氛围之中，创意的萌芽落地生根，

学生都沉醉在发明的世界。而“最牛发明班”火了之

后，试点班的经验开始向全系甚至全校推广。“发明

班”带起了“发明系”，现在，整个机械工程系的学

生们已经累计申请了90余项发明专利。对他们而言，

创意就像泉水，喷涌出来之后，就源源不绝。

锻炼创意 学生抽签

在“最牛发明班”2011级机械制造专业5班中鼓励

发明和申请专利， 原本是机械工程系办公室主任但长

林的个人想法。他希望这些每天和零件、图纸打交道的

学生们，能用自己的创意制造机械，进行突破创新。

然而，创造却是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发明什么？

怎样生成创意？这在最初，难坏了班里的学生。其实，

创意很多时候就从生活中来。 班中的同学们将生活

常见、常用物品写在纸上，每个人抽5个签对物品进

行功能组合，“发明班”最早的发明创意就是由此而

来。李维抽到的签中，有“太阳”和“手表”，而他申

请专利的创意发明就是“太阳能手表”。把太阳能电

池板制作成表带，为手表提供能量。

有创意自然需要鼓励。 针对机械制造5班的创新

特色，学院将其作为了创意发明“试点班”。专门教

《创意学》选修课的老师被指派手把手指导该班的学

生进行发明，《创意学》 选修课也成为了全班人人都

修的课程。为了帮学生们顺利申请到专利，老师们将

专利书的写法、专利申请的步骤通通作为必要内容教

给学生。学校甚至指派专门老师去接洽专利局，在学

生有了成果之时，还会亲自带着学生去跑专利局。

全班33人 30人获专利

自2012年初开始， 试点历时一年，“发明班”33

人中，30人拿到了个人的专利授权书。 如今，“发明

班”的经验开始在机械工程系全系推广。

以但长林作为技术顾问，“发明班” 成立了

“创新突击小组”， 专门对全系同学进行创意、发

明方面的指导， 顺便还指导专利的申请流程等。

“我们要力争全系所有班级都有国家实用发明专

利”，但长林称，目前，全系已有90余同学申请了自

己的专利。

“但鼓励学生创意发展， 目的绝不只是申请专

利”，但长林知道，培养一种创新的思维方式才是最

重要的。而如何将想法落到实际，将专利中的发明做

成实物，甚至投入使用、进入市场，更是学校正在进

行的步骤。已经“提档升级”了的“发明系”，如今已

不再局限于创造“小发明”。健身器材、实验教具、投

影吊架等一批技术更为复杂、 更为先进的新发明逐

渐被构思出来，并且做成实物，甚至已经可以投入使

用，“再下一步，我们就考虑联系商家，将学生的发明

真正投入市场，发挥它的使用价值”。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班中的同学们将生活常见、

常用物品写在纸上，每个人抽5

个签对物品进行功能组合。抽到

哪两种物品，就用这两种物品推

出一个发明。

史上“最好耍”的作

业———喊上好朋友去最

爱的地方旅行，回来交一

份“游记”，结果学生们

把旅游中捕捉到的元素

融入自己的设计

成都，

紧随科技

创新大潮

成都市委十二届

三次全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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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全市工业和

科技工作会议提出，制

定实施校院地协同创

新计划，推动高校科研

体制改革，支持建设一

批 “

2011

协同创新中

心”， 充分发挥高校院

所在基础研究、技术创

新及人才引进培养等

方面的优势，发展协同

创新组织，促进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通过协同

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

地方经济创新发展。

成都市将建立校

院地协同创新平台。在

这方面，将建立在蓉高

校、科研院所和地方的

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发

布重大科技攻关及技

术需求 ，同时 ，建立重

大事项 （项目 ）协调制

度 ，采取 “一校 （院 ）一

策 ”方式 ，协调解决高

校院所在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及资源配置等

重大问题 。此外 ，还将

建立校院地协同创新

评价机制，建立相关指

标体系并加强监测分

析，定期发布校院地协

同创新报告。

推动高校人才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支持在蓉高校制定调

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

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

权管理办法，鼓励科技

人员利用科技成果领

办创办科技企业，促进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

行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激励机制，建立职务发

明成果转化股权、分红

激励制度，鼓励高校院

所人才 （团队 ）转移转

化科研成果、参与本地

企业技术研发活动；支

持高校院所与我市企

业共建技术创新联盟

等新型合作组织，共同

申报和实施各级科技

计划项目，围绕成果转

化合作开展科研中试、

测试分析和人才培养。

制定实施校院地协

同创新计划，推动高校科

研体制改革，支持建设一

批“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充分发挥高校院所在基

础研究、技术创新及人才

引进培养等方面的优势，

发展协同创新组织，促进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通过

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推

动地方经济创新发展。

全市工业和科技工作会议

想找工作不用愁 对着手机一声吼

电子科大开发APP

帮农民工找工作

责编 吴钦

美编 董黎 校对 陈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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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课

锦城学院机械工程系的实验室里，由

金属做成的动物模型

每年9月，一场创新盛宴就会在电

子科大拉开大幕。记者看到，给老年人

设计的“跌倒检测器”和火柴盒差不

多大小，可让老年人挂在腰间。参与研

发的学生唐薇摆动盒子， 旁边的手机

屏幕上便显示出一个正在走动的虚拟

人像。她突然将盒子往下一压，人像旋

即倒地不起，屏幕上跳出“家中电话”

和“医院电话”两个图标，这时只需按

住图标， 家里人或医院就可以接收到

报警信息。

电子科大工作室负责人赖波告诉

记者， 学校定期请各类企事业单位来

学校开讲座，和学生座谈，方便学生把

握市场动向，及时捕捉市场空白。就在

那次座谈中， 医疗企业就在无意中说

到，当前，测颅内压和脑血氧一般都要

穿刺。正是这句话，让工作室的同学们

灵光一闪。“记得小时候查血，看到针

管扎进中指时，心里都不舒服。穿刺给

病人带来的心理压力更甚于小针管

吧！”赖波说，接下来，他们便和医疗

企业合作，研发无创型的检测仪，目前

临床试验已近尾声。

5

月

20

日，成都市

电子科大清水河校区

创新创业中心， 学生

创新研制的

APP

找工

作软件。

成都商报记者

王天志摄

新投影仪亮相

到处可当“白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