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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背景下，随着新课改的提出以及不断深入，核心素养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在为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工作指明
发展方向、带来创新发展助力的同时，也对财务管理课程提出更高要求。在此形势下，财务管理教师应当秉承课程思政教学理念，深
度挖掘财务管理课程当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做好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设计工作。基于此，本文分析财务管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可行性，并
且提出与之相应的教学体系设计策略，供广大教育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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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concept of
core literacy education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put forward higher demands. Under this situ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teachers should adher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oncept of the course, deeply di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course,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desig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the cours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cours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ystem design strategies for the reference of colleagues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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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是复试的重点课程之一，因此学生普遍对财务管理课程保持高度

课程思政将财务管理课程作为核心载体，秉承立德树人这一

重视，因此在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环节开展思政教育工作具备一定

根本原则，深度挖掘财务管理课程当中的优质思政教育资源，从

优势。最后，财务管理课程是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的重点科目，

而确保思政教育内容与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有机融合，顺

备受学生重视，这也为财务管理工作开展课程思政奠定了坚实稳

利实现高素质人才培养这一目标，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德智

固的基础。课程思政效果与专业课程本身具备的思政教育资源具

体美劳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为实现这一目的，教师应当在恰当时

备较大关联，而财务管理课程是一门同时兼具实践性与理论性的

机将思政教育融入到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环节，确保课程思政理念

专业课程，内涵极为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相较于其他经管类课

可以得到深度落实与有效执行，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发展、国家发

程，财务管理课程具备开展课程思政的巨大潜力[2] 。

展所需的高素质财务管理专业型人才，在为学生赢得良好职业发

2

展前景与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2.1 科学设定课程思政目标

1

财务管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财务管理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核心基础，同时也是开

财务管理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设计策略

包括财务管理课程在内的专业课程在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环节
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开展课程思政的不二选择。

展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若是课程建设效果不佳，就会严重

将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活动与思政教育活动有机融合，可以顺利实

影响到课程思政效果。为此，课程建设现已成为财务管理课程思

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以及现代化

政体系建设的基础，
因此需要遵循财务管理工作的课程教学规律，

人才培养观念融入高校专业课程教学环节，
打造系统性育人工程、

制定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教学大纲，不断完善、不断优化财务

全方位育人工程，从而确保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得到有效拓宽，

管理课程教学流程，将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教育元素有

构建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并且将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合理应

机融合，搭配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讲解，并且将课程教学内

用于实践当中，顺利转化为财务管理技能。在此基础上，充分发

容以更加优质的方式传授给学生。针对学生的职业素养与职业技

挥课程思政育人功能，针对学生的政治素养展开有效培养，助力

能展开有效培养，结合财务管理课程特点展开分析，在众多经管

学生早日成为国家发展所需、社会发展所需的综合性人才、高素

类课程当中，财务管理课程无疑是最具有发展前景的课程之一。

质人才[ 3 ] 。

首先，财务管理课程是经管类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课
程影响力较大，学生数量众多

例如：在财务管理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环节，教师应当将贯彻

。因此，在财务管理课程教学

新时期背景下现代化教育方针，将其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要

环节开展课程思政极为关键。其次，审计专硕专业以及会计专硕

求，有效解决现代学生思想信念不坚定、缺乏良好道德品质这一

专业也是经管类学生最为热衷的考研专业之一，而财务管理课程

问题，探索更加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课程思政建设途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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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教学环节引入思政教育元素，确保学生在教

顺利完成知识内化。缺少知识应用空间，无法将自身所掌握的专

师的科学引领之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财务管理专业知识以及专

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应用于实践环节。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教师

业技能学习环节，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优势，为财务管理专业课程

可以在财务管理课程思政建设环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引

教学效率、教学质量提供保障的同时，引导学生将自身所掌握的

进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技术以及雨课堂教学平台、微博平

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应用于实践当中，不断提升学生岗位胜任能

台以及微课教学模式，突破传统财务管理课堂教学模式限制与制

力。针对学生的职业道德展开有效培养，传承国内外企业优秀的

约，凸显学生主体地位，确保学生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财务管

财务管理文化，助力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所需的财务管理

理课程学习环节，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优势，与教师展开密切的互

技术型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动与交流。确保教师可以精准掌握学生发展需求以及学习需求，

2.2 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为学生布置更具针对性、更具时效性的教学目标与教学计划，充

在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环节，教育人员可以将企业的真实财务

分发挥移动互联网在财务管理课程思政建设环节的优势与作用，

活动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并且始终结合企业投资活动、融资活动、

为翻转课堂教学活动开展以及课外学生自主学习活动提供技术支

运行活动以及利益分配活动，获取一系列真实的教学案例以及教

持以及平台支持[ 6 ] 。

学项目，引入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以及任务教学法，有效凸

例如：在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环节，教师可以在互联网教育

显学生主体地位，确保学生可以进入到特定的情景与特定案例当

平台当中上传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大纲、教学课件以及一系列教学

中学习财务管理理论以及财务管理方法，顺利完成知识内化，实

视频，学生在课前预习环节通过下载教学视频、观看教学视频

现立德树人这一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目标[ 4 ] 。与此同时，教师应

以及教学资料完成课前自主预习任务。而在课堂教学环节，教

当突破传统教学理念限制与制约，在传统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方法

师可以引导学生借助课堂派软件完成签到活动、提问活动、互

的基础上，做出针对性优化与针对性调整，适当引入与专业知

动活动以及小组研讨活动，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教学氛围，引

识相契合的思政教育元素，充分发挥财务管理课程独特的思政教

导学生通过发弹幕这种形式参与到课堂当中，凸显学生主体地

育功能，顺利实现高素质人才目标。结合财务管理整体框架当

位，提升学生课堂参与程度，保证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中的财务活动展开分析，可以将其分为投资活动、运行活动、

3

融资活动以及利益分配活动，将思政教育元素适当融入到专业课

总而言之，财务管理课程内涵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是思

程教学环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教育主线，并且融入

政教育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二者之间具有诸多互通之处。在

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政治素养等品德教育内容 。

此形势下，财务管理专业教师可以通过科学设定课程思政目标、

[5]

结语

例如：在财务管理课程《筹资决策》这一章节教学环节，教

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等方式开展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设计工

师就可以将专业课程教学知识与思政教育元素有机融合，这样可

作。在确保财务管理课程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的同时，培养学生

以确保学生通过专业课程学习，精准掌握现代企业正确的筹资方

良好职业素养，为学生综合素质与综合技能发展奠定坚实稳固的

式以及重要决策方式，助力学生精准识别不良贷款方式，树立正

基础。

确的消费观念。具体设计内容如下：首先，教师需要结合本课教
学内容，科学设计思政教育主题，确保学生精准掌握企业筹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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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状态与机械式学习状态，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不够深刻，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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