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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个人理财课堂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陈婷秀 

三亚学院  海南三亚 

【摘要】2020 年 11 月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针对新时代中国高校推动新文科建设进行了系统全面部

署。2022 年全国高教处长会议又探讨研究了国内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提出要打造出高等教育的中国

范式，通过高校自主培养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随着时代的更迭，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在继承

优秀文科发展优势上，也需要不断寻求教学模式的创新，交叉学科的融合，适应现代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

“新”突出在新的技术革命上，随着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管理等模式涌现，经济管理类专业教育受到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导向的产业变革影响，商科教育需要融合现代技术的发展方式，打破传统商科教育

的范式。本文以《个人理财》课程作为样本，探究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开展个人理财课程的理论依据和实

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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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ference on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has made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deployment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n 2022,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Directors also discussed and studied the issu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proposed to create a Chinese paradig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o 
provide talent suppor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dependent train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the educ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lso needs to inherit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excellent liberal arts, but to constantly seek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s, to meet the demand of modern industries for talents."New" highlights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retail, new manufacturing, new finance and new 
management modes, the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guided by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siness education needs to integrate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break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business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of "Personal Finance" as a sample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mode of developing the personal 
finance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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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文科背景下个人理财课堂实践教学模式构

建理论依据 
1.1 “做中学”理论 
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引导学生“做”的过程，

这样就能够让学生在接受教育中获得直接经验，同

时在“做”的过程中从身边同伴和老师身上来汲取经

验，有效提升学生的自身能力。“做中学”理论核心

是“做”，强调让学生参与到更多现实生活实践中来

获取更多直接经验，让学生在“做”中来不断强化解

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高校个人理财课程的目的就是

为了提高学生在现实中的理财能力。 
1.2 以学生为中心 
现代以来，由于受到激进的构建主义哲学观影

响，现代教育界已经将学习者作为全部教育活动开

展所围绕的中心，现代教育教学改革也是坚持以学

习者为中心。教育活动的真正主体是学生，学校在

设计教学活动中安排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能够增强

学生在课堂上与其他同学、老师的互动交流，调动

学生参与教学实践的积极性，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来

获得直接经验，锻炼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建

构主义理论认为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在当下已经很难

有效实现课堂教学目标，只有将学生作为教育教学

的主体，在课堂设计中更多安排学生参与互动实践，

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1]。因此，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核心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更多扮演引导

者设计者的角色，而学生则成为整个教学活动的真

正主体。这也与高校投资理财课程教学目标契合，

因此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应用于投资理财教学

模式创新探索中。 
2 当前高校个人理财课程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个人理财就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借助于一定的

金融市场工具来对现金流跨期调整，从而能够获得

满足个人或者家庭需求的现金流。在当前高校课程

体系中，《个人理财》课程就属于新文科业务课程，

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基础投资学理论知识，还需要掌

握一些技能知识。但从目前来看，现阶段高校的课

程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2.1 教学层面主要体现在，教师知识体系更新

较慢，教学重视不足。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贸易的复杂程度，现

实投资世界产品，制度，模式都在变化发展。目前

高校所设计到的投资课程相对来说比较滞后，知识

体系比较固化，大多个人投资课程都是以个人生命

周期为关注点，注重金融产品讲解，很少会讨论到

资产定价风险等内容。教学的内容明显滞后现实实

践。于此同时，很多学生在学习了财务管理，公司

金融，投资学等先导课程后，还是对以往所教授知

识很生疏，主要体现在对理论和知识结构把握不清

楚，概念模糊等。例如货币时间价值理论，上述三

门课都会涉及到相关内容，这个概念几乎会贯穿一

个学经济学学生的整个专业课学习过程中，但是每

次提到都显得很生疏。这种问题，在笔者备课授课

中会经常反思，到底基础知识应该怎么呈现，选择

什么维度切入学生学习专业课程，激发其本身对知

识的好奇。投资和理财也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教师

需要不断学习，自主参与实践，才能了解市场，真

正把教学和现实有机结合[2]。 
2.2 课堂教学环节中也存在教学手段单一。 
由于投资类课程区别于传统金融类课程，在学

习理论的基础上，需要学生更多去了解投资交易本

身，投资标的也不限金融市场的标准化产品，大部

分高校没有实验实训基地。尽管现代信息技术不断

发展，老师可以实现将投资类教学内容以立体丰富

的多媒体形式来传递给学生，但学生对于投资知识

的学习掌握效果仍然未达到预期。除此外，笔者还

会让学生去对特定的案例进行调研、分析、报告、

评价；让学生在具体项目中去理解金融产品，但效

果也不太突出。 
2.3 课程内容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目前各类高校都在开展投资专业，大部分投资

类教材内容都金融产品知识占据了大量篇幅，偶尔

教材会涉及实物投资内容。事实上，金融本质上应

该是服务实体的，金融资产投资在资本周转和循环

上，与实物资产投资具有内在一致性。从金融市场

运作来看，企业的股票债券是否具备投资价值主要

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营风险和预期现金流量。而经

济基本面等因素则直接决定了企业在经营中的未来

现金流增速和增长模式。投资者必须要具备固定资

产投资有关知识才能够对经济基本面等因素进行客

观理性的分析。比如，如果投资者在市场中要针对

特定企业进行投资决策，那么如果仅仅是关注目标

企业的战略决策、管理模式和财务状况等是远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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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投资尽职调查要求必须要掌握其他可能对企

业未来经营发展造成影响的微观宏观因素，投资分

析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理工科思维和科学工具等。

同时，实物投资决策与管理能够从当前不断创新丰

富的金融投资理论中获得有益启示指导。在不确定

条件下投资决策分析中引入期权定价思想而发展出

的基于实物期权的投资决策方法，就实现了对古典

和新古典投资理论短板的有效克服。为了确保金融

对实体经济发挥有效支撑作用，投资类课程应该遵

守现实规律和逻辑，内容上应该高度契合实业发展
[3]。 

3 新文科背景下个人理财课堂实践模式构建 
新文科被广泛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定义为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跨学科之间的相互学习，

创新。笔者理解新文科不仅限于融合本身，首先需

要去关注社会科学当前的基本矛盾问题，或者社会

科学它本身存在的底层逻辑是什么。社会科学还是

来源于现实，它是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总和问题，社

会科学存在就是去发现社会矛盾，然后为解决社会

矛盾提供必要的对策建议。基于此基础上，新文科

旨在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工作者提供高效便捷方法

论去认识理解社会矛盾，全视角多维度去理解社会

矛盾。因此，在推动个人理财课堂教学实践创新上，

还是应该抓住对“新”的定义。这里笔者主要抓住了

两个“新”，第一层“新”是学生，认识学生是“新”的，

以学习者为中心，从学习者本身的需求出发，去构

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第二层“新”是
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个行业和环境都在

不断的被定义，新的需求又在不断的释放，新的矛

盾又在不断产生，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就在不断地螺

旋式发展。 
3.1 突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尊重学生在教学主体地位的前提是合理分析学

情，包括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需求，现实客

观环境等。目前学生都是信息时代的主体，每天都

会接受大量爆炸式消息，怎么样让他们能够专注课

堂本省和知识本身是当前老师面对的困扰。笔者在

讲授个人理财课程时，在课程设计环节，考虑到学

生的专业基础，知识背景，设计了一个“现实金融世

界”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学生每节课之前去收集现

实金融市场的关键字，学生在每节课课前需要按小

组分享自己检索的关键字，再去挖掘我们课本的知

识定义，再去分析现实现象。这一个从理论到现实

的还原，既充分发挥互联网信息时代学生对数据内

容的收集能力，又加深了学生理解学科理论的过程。 
3.2 优化实践课程内容 
个人理财在新文科语义下，本质上就是业务课

程，应该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再通过实

践去理解基础理论。个人理财课程的主要目的也是

需要解决家庭和个人在生命周期内现金流的错配问

题。因此，该门课程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在课程架构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学生在学习课程基础层，需要通过通识课或者

基础课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其次学生在学习课程

中，通过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运用计算机基础

知识分析、预测、和数据可视化等。最后一层就是

综合能力运用层，通过对专业知识理解，解决现实

问题，提高对知识的综合运用的能力[4]。例如：在

本门课程中，根据个人理财培养目标要求，设计现

实世界个人或者家庭场景，让学生尽调，整理收集

相关数据并实现数据可视化；再通过预测宏观经济

变量，行业经济周期波动，叠加个人生理周期变化，

预算客户可能收益风险等；最后学生还需要对自己

的方案进行评价和总结。学习基础知识，伴随着使

用基础知识，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发现很多知

识的空白，还激发了学习兴趣。 
3.3 引导学生间互动合作，发挥团队合作优势 
学生的学习效果通常会受到内外两个层面因素

的直接影响。学生在课堂中对于简单重复的学习行

为容易产生心理抵触，这就削弱了课堂学习效果。

而教学中开展团队合作学习则能够引导学生主动和

团队成员合作来接受理解新知识，运用课堂知识来

协调处理实务问题，进而实现课堂教学质效的提升。

在本门课程教学中，首先应该帮助学生构建小组学

习团队，借助团队合作激发出学习实效[5]。通过团

队协作，也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探索热情，优势互补，

共同进步，特别在课程的实践环节，学生可以利用

各自优势，分模块完成任务。加强课堂模式创新时，

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实际来划分学习小组，为各个

小组布置针对性的学习任务，鼓励引导学生进行互

动实践学习。另外，教师必须要围绕学生来进行课

堂设计，以学生为主体来活跃课堂教学氛围，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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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造独立学习和实践的课堂空间，最大限度来引

导学生利用课堂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教师在理财课

程教学中可以专门设置一个理财方案任务，结合学

生对理财知识的掌握程度来划分不同小组，每个小

组要具体负责理财中的某个环节，小组成员共同协

作完成该环节的理财任务。通过理财任务实践的锻

炼来让学生加深对理财知识的理解，同时也能够强

化学生在理财实践中的团队协作和交流沟通能力。 
3.4 完善教学评价和考核体系 
实践教学的顺利展开需要系统的课程评价体系

来提供保障。高校在推动新文科建设中必须要针对

具体课程来构建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建构主义

理论引入到教学评价实施中，在考察学生对于课堂

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基础上，要重点来针对学生沟

通能力、实践能力设置考核指标，利用考核评价来

激发学生参与课堂实践的动力。高校在课程考核体

系构建中要注重过程式评价。具体来说：首先，要

在教学评价中明确基本原则。考核既要突出所学课

程的重点内容，同时也要将学生互评、教师评价、

社会评价等纳入到最终的考核结果中，从而确保教

学考核评价的全面客观。其次，要在教学评价中明

确具体内容。以个人理财课程教学评价来看，应当

将评价体系划分成基础知识、分析逻辑知识、技术

运用能力以及实践应用五个方面[6]。这些考核评价

涉及到学生教学过程中的各个领域，教师在评价学

生个人理财课程学习情况时主要依据学生参与课堂

实践情况、与小组成员沟通协作情况等，同时也要

重视学生课程互评自评，这样的评价就能够激励学

生更主动参与到课堂实践活动中，也能够在个人理

财课程教学中树立正确的学习导向。 

4 结论 
投资理财类课程兼具理论、业务和操作类知识。

同时课程的系统性、科学性需要其跟多学科融合。

新文科背景下，投资理财类课程需要结合投资科学

的本质要求，金融投资类行业人才创新要求，将新

技术，新理念，新方法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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