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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创业需要多种资本，而对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存在认识

误区的关键，在于未能将其视作创业学习的资源通道。对于资源相对匮乏但是

学习积极性相对更强的大学生创业者而言，社会资本是其获取创业优势的重要

资源，而创业学习是其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核心机制。应重视社会资本及创

业学习在大学生创业中的重要作用，并把握其结构要素，推动教育改革，积极构

建创业学习场景，主动培育大学生创业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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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发展高度嘱托青年大学生应通过创业创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

践中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大学生创业者在包括信息、资金、政策等资源获取，社会信用积累，

解释和利用信息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创业成败。这在本质上反映了大学生创业者与利益相

关者的关系强度与联结数量、信任水平、共同认知等网络资源对创业的影响，这些网络资源构成

了社会资本的三大维度特征［1］。但是大学生群体鲜少作为主体见诸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在实践

工作中亦未对其重要性引起足够的重视［2］。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创业教育未能较好地对社会

资本与“走后门”“找关系”等非正当竞争资源做出区分，一定程度上曲解了大学生社会资本的

本质及其作用。究竟大学生创业社会资本是什么? 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这些问题需要得到清

晰的回答。
构成创业行为的创业能力、动机和机会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3］。那么问题是，

资源相对缺乏但是学习能力更强的大学生创业者如何寻找缺失的能力、知识和商业机会。从资

源基础观出发，社会资本作为大学生创业者的异质性资源可以为其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提供来

源［4］，即在创业情境下，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可以提升其创业能力、机会和动机。也就是说，

社会资本可以作为资源通道，为大学生创业提供通过与具备相应资源的利益相关者互动而产生

的学习机会，进而提升创业绩效。但是这一点常常被忽略［5］，创业学习的引入可以帮助走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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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在大学生创业中的认识误区，一定程度上转变传统创业教育对于培育大学生创业者社会

资本的“保守”引导。本文拟在该方面做出分析。

一、对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的再认识

( 一) 对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的认识误区

1． 认为社会资本是“走后门”“找关系”等非正当性竞争资源

我国社会相当重视人际关系及其在现实工作中的作用，这导致部分人变相地恶意使用该资

源挤占正常社会交往空间，不自觉产生“你找关系，我不得不找关系”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

“我认识谁”变成了“谁能帮我办成事”的“走后门”“找关系”的资源。这种误区的核心在于未

能认识“我认识谁”对“我能学到什么”的作用机制。这种学习机制对于大学生创业者来说影响

更为显著。
2． 认为社会资本只讲“情面”不讲“内涵”
在创业活动中，部分创业者尤其是大学生创业者，认为自身项目具有“无可比拟”的市场、

技术优势，能够以此打开市场、获取融资，而不重视商业模式等，导致大学生创业者与风投等主

体互动时并不懂对方的“行话”，时常会出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什么不重要，反正我

的产品是最好的”的尴尬场面。尽管不少风投对“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创业者较为宽容，但是长

此以往有损大学生创业者构建结构完善的社会资本。大学生创业者尤其应该抓住机会与创业

活动利益相关者联结，同时懂得、精通对方的行话，“情面”和“内涵”两手抓、两手硬，而不陷于

只讲“情面”不讲“内涵”的认识误区。
( 二) 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的结构与作用

鉴于上述对社会资本的认识误区，有必要明晰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的结构与作用。创业

者是多层次社会资本概念在个体层次的重要研究主体［6］。众多学者基于资源视角、能力视角、
结构视角和关系视角探讨了社会资本概念，其中 Nahapiet 和 Ghoshal 基于资源视角的研究最为

学者们所认可和接受［7］。该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主体通过自身所嵌入的社会网络而获取的相

关资源，可分为结构维、认知维和关系维。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即是大学生创业者通过其包

括家庭、学校、市场、政府、其他企业等主体在内的社会网络可以获取的潜在和实际的资源总和，

亦可以从结构维、认知维和关系维进一步认识大学生创业者的社会资本［8］。下页图 1 描述了大

学生创业者的社会资本。
资源基础观解释了拥有异质性资源的主体相较于其竞争者可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机制，

可以从该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及其对创业的影响。结构维关

注的是社会系统和关系整体网络的属性，描述了大学生创业者与家庭、学校、市场、政府、其他企

业等主体的联系及该联系的方式，可通过网络联结和网络密度测量。通过这些联系，大学生创

业者构建起的结构洞能够为其带来广泛的创业机会、创业经历等信息，潜在利益驱使又能够激

发其创业动机。特别是，这种联结的专属性可以使大学生创业者独占某些关键性资源的获取渠

道。关系维关注的是主体间所拥有的独特关系，描述了大学生创业者与其他主体之间包括信任

和认同等由长期互动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及其运行规范。认知维关注的是提供共有表达、解释

的系统资源，描述了大学生创业者与其联系主体之间的共同认知及其叙事方式。共有语言和认

知可以帮助大学生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便利和有效地讨论问题、交换观点，进而获得协助。
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可以被认为是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资源进而实现既定目标的体现，不能

错误地将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当成是“走后门”“找关系”等不正当竞争资源，而应该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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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结构

长期的交往互动从而形成基于信任和相同行为规范、行为认知的人际资源角度进行认识。

二、大学生创业学习的中介机制

创业学习是创业者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获取、积累、创建和管理新企业的知识和能力，进而

影响创业行为的过程［9］，对创业者个体层面的研究多关注于创业者个人社会角色的变化及其由

情景化学习到创业实践的过程［10］，对此可以从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三个维度做进一

步剖析［11］。经验学习是指从自身过去的创业经验中获得创业知识［12］，认知学习是指对他人的

行为、理论等进行认知加工形成创业知识的过程［13］，实践学习是指通过创业实践完善、纠正已

有知识进而获得符合自身需求和发展情景的创业知识的过程。图 2 刻画了大学生创业者社会

资本、创业学习与创业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

图 2 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创业学习与创业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

( 一) 大学生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和创业学习

1． 结构维社会资本对创业学习的作用

社会资本构成了获取信息红利的有价值的渠道，即“我认识谁”影响“我能学到什么”［14］，

这为大学生创业者搭建了学习通道，能够使其接触到在创业方面具有理论功底或者丰富实践经

验的人，通过与这些占据优质创业资源的网络节点的互动，大学生创业者可以获得融资资讯、创
业技巧等信息和知识，进而获得学习机会( 图 2 中的 A1 路径，下同) 。这也是目前高校创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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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构建复合型特色小镇的重要原因。宁波大学与其毗邻的云创小镇积极互动，构建起“大

学生创业者 － 社会创业者( 即行业领先企业而非龙头企业) － 创业合伙人”的互动逻辑，让大学

生创业者与更多不同性质的网络主体产生互动，可以获得更多的异质性知识，对于完善创业知

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联结专属性让大学生创业者构建起的联结一定程

度上具有排他性，使其较之他人能够更好从该节点获得创业知识( A2) ，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2． 关系维社会资本对创业学习的作用

大学生创业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质量显著影响其创业学习效果，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可以让交流和互动更加积极和无所保留，更易于从中获取创业知识，当然这些知识也更加有价

值( B1) 。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规范表示双方对相关社会行为认识和操作的一致程度，这种共同

遵守的规范反过来也成为合作的基础，进一步加强了大学生创业者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强

度，进而能够促进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创业知识( B2) 。同时，大学生长期处于学习之中，处事

方式相对不成熟从而更加容易犯错，对规范的再认识和再完善更加频繁，这种修正的过程在大

学生创业者中更加明显，进而他在这个过程中对自身创业经验的总结和提炼的效果亦更加显著

( B3) 。这里的典型例子是“创一代”和“创二代”之间的亲情关系，这种强关系为大学生创业者

提供了“母胎创业教育”。尽管 70% 的企业不能成功传棒给下一代，97% 的企业在第四代之后

不复存在，但是耳濡目染之下这些“创二代”的创业学习绩效远高于其他家庭创业者。
3． 认知维社会资本对创业学习的作用

作为大学生创业者，其认知维在社会资本对创业学习的作用机制中尤为重要［15］，对创业学

习的作用路径亦较多。作为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在不断的学习、创业、生活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

对于商业运作等方面的认知( C3) ，以及通过不断的修正、完善和纠正以往的创业经验、创业知

识( C1) ，是大学生创业者尤为关键的资源。这种不断修正的创业认知是持续将外部的知识转

化为自己知识的过程( C2 ) ，让自己对于创业的认识不限于纸上谈兵，更加符合创业实践的范

式。也就是说，大学生创业者的共同认知能够有效地促进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以及彼

此间的互动。另一个方面，大学生创业者讲好“行话”是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企业、金融机

构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基础( C4) ，如何把所学到的知识内化为自身所占有的，进而在创业过程

中用别人能够接受和常用的方式方法表达出来( C5 ) ，将会显著影响创业学习的成效。“创二

代”们区别于父辈，更加“国际化、时尚”，高度熟悉时尚、电子竞技、网络直播等“年轻人行业”的

行话，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与相关行业中的消费者进行同频思考。
4． 创业学习对社会资本的反作用

创业学习是高度情景化的［16］，对大学生创业者来说尤为如此。Nahapiet 和 Ghoshal 指出，

社会资本的生成受到时间( time) 、互动( interaction) 以及闭合( closure) 的影响［17］。尽管创业学

习是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网络中开展的，但是无论何种形式的创业学习一定程度上也界定了

情景边界，大学生创业者可在该边界内通过学习而接触到其他主体并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进行

持续性的互动。这种互动对于大学生创业者来说尤为重要，为其构建起除了家庭和学校之外较

难产生的联结。也就是说除了互动的强度之外，持续性也是生成社会资本的重要条件。大学生

通过各种形式的创业教育平台参与创业学习、与合作方进行互动，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让双方

的社会结构更加稳定，成为具有信任和规范的合作行为的基础。
( 二) 大学生创业学习和创业行为

创业活动的高风险性使得创业学习的作用愈加凸显，对大学生创业者来说尤为如此。无论

是何种形式的学习，均能有效帮助大学生创业者获得关于创业活动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实操，进

而一定程度上内化为自身所具有的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可行性的创业知识，从而提高自身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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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这种持续性的学习过程亦为创业机会的发现提供了契机。反复地挖掘市场需求、剖析技

术差距、解构商业模式等学习过程，特别是创业教育显著影响创业机会的发现与利用。这一点

常常表现为，创业学习让本身就具备高涨创业积极性的大学生更加“冲动”。需要注意的是，大

学生创业者在其创业学习过程中，创业理论学习占据更为主要的位置，如果一部分大学生在同

等情况下获得更高的实践学习绩效，其创业绩效将更高。

三、理性看待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的作用

( 一) 重点关注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作用机制中的创业学习

笔者的重点在于解析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结构及其对创业的作用，认为当中创业学习的

中介机制对于正确理解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和走出认识误区具有关键性作用，这

也是大学生创业者相较于其他创业主体最为显著的优势和区别。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具有

结构、关系和认识等多个维度，对于创业学习以及创业行为具有多重作用路径，也就是说大学生

构建起结构愈加完善的社会资本，愈加能够促进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等更多形式的

创业学习，获得更多异质性的创业知识，进而将更为显著地提升创业绩效。
( 二) 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

1． 大学生创业者构建和维持社会资本需要成本

社会资本的构建和维持有赖于时间与互动，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一方面，大学生创业者

相对缺乏社会交往经验和能力，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试错和修正，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其

创业和学习活动。另一方面，日常交际是维持互动关系的重要方面，特别是“互惠”是 Nahapiet
和 Ghoshal 所强调的互动所应表现出来的重要属性［18］，大学生创业者想要构建社会资本，必须

付出相应的成本，包括物力、人力、财力等。这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大学生创业者来说负担

过大。特别是大学生创业者作为创业领域的新进入者，与成熟的风投、创业者相比社会地位差

距大，为了追求同等话语权，构建社会资本的成本将会更高。
2． 社会资本容易让大学生创业者产生路径依赖

过强社会资本将会导致更深层次的闭合，从而抑制创新和创业活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 创业实践的路径依赖和联结群体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大学生创业者与相关主体的强关系

在高度强化双方的共同认知、信任关系前提下显著提升其创业学习绩效，同时也使得实践相关

学习的优先权更高。相关过程的重复叠加和发展，将导致创业实践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会

阻碍尚处于创业初期的大学生创业者进入市场和进行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大学生创业者与相

关群体过强的社会资本会导致其习惯于长期与该群体内主体保持联系，而“拒绝”或“不能够”
与其他群体联系而产生社会资本。这种过窄的社会交往群体限制了异质性创业学习的开展，对

于获取异质性知识渠道和能力有限制作用。

四、大学生创业社会资本提升策略

( 一) 把握社会资本的核心机制，改善创业行为

从实践来看，部分一腔热血的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存在一个狭隘认识，即认为通过“拼爹”
推动创业实践是“可耻”的，创业教育工作者也仅是保守的提及社会资源、社会网络的作用，这

本质上都反应了对社会资本的错误认识。本文讨论的核心在于正确认识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

本的作用机制，避免因认识误区而错失提升大学生创业绩效的科学路径，并理性认识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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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源相对匮乏但是学习积极性相对较高的大学生创业者而言，社会资本是其获取创业优势

的重要资源，大学生创业者抑或是创业教育工作者，都应走出对社会资本的传统认识误区，以大

学生擅长且能够积极开展的学习作为中介机制重新审视社会资本，重视社会资本和创业学习的

作用，并将其纳入创业活动的核心资源中，进而改变创业范式和学习行为，提升创业绩效。
( 二) 完善社会资本的结构要素，推动教育改革

传统创业教育强调商业逻辑的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缺乏培育社会资本的教育内容。
基于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的结构，在传统创业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应把社会资本培育作为创

业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进一步完善课程群建设。一方面，突出德育教育。德育教育并不是传

统创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从大学生创业成长及其社会资本培育角度而言，开展德育教育，突

出大学生创业者对社会、学校、家庭等的责任，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强化社会责任，扩大信任

半径，逐步改变大众对大学生创业者的刻板印象，进而获取把握培育社会资本的机会。另一方

面，让创业教育说“行话”。“纸上谈兵”是目前创业教育备受诟病之处，相关师资多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和没有 /少有创业经历的经济管理学教师，校外创业导师作用发挥微乎其微，无

法为大学生创业者描绘和讲解真实的创业实践，开展 MBA 式创业教育和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

建设有助于大学生创业者更“接地气”、善讲“行话”。
( 三) 搭建产教融合的教育平台，创建学习场景

创业学习为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提供了培育场景，应搭建更多创业学习场景，在推动创

业活动的同时构建社会资本。在创业园实践、课堂理论教学、学科竞赛等传统教育教学场景外，

本文强调产教融合创业教育的独特作用。产教融合创业教育具有显著的双核心网络特征，在运

作形式上联结起实践学习和认知学习，能够有效强化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对话，推动大

学生创业者深入开展经验学习，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创业教育由“谁来教”和“怎么教”的问题，主

要有共建创业教育班、合作人才培养、参与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深度实践等形式。这种学习形式

加强了大学生创业者与企业、高校等多个主体的互动程度和频率，通过拓展网络联结主体数量、
增强网络关系和加深理论、实践学习与价值观认同，进而完成社会资本结构维、关系维和认知维

的转化生成，为大学生创业者社会资本培育提供了有效的学习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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