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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财务管理教学课堂导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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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当前财务管理教学实践，分析了当前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在导入上存在的缺乏启发性、趣味性和精简性等问题，

并从创新传统导入方式、运用直观教具、设置悬疑、因势利导几个方面阐述了财务管理教学课堂导入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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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课伊始,教师如果能借用某种形式，在课堂上形成一

种具有感染力、催人向上的教学情境，以此刺激学生处于

一种兴奋的精神状态，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

学，更好地接受新知识，提高财务管理教学学习效率。因

此，财务管理教学教师都应重视课堂导入[1]。 

所谓导入，又称其为“导课”或者是“开场白”，是指

在讲授新课或开始展开教学活动时，教师运用各种教学手

段唤起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入预

设的程序和轨道之中的教学技能。一个好的导入能引导学

生进入情境、提高学习兴趣、唤起学生求知欲[2]。 

当然，导入的好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有的

导入，设计精良，构思巧妙，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却没

有起到什么作用，甚至与教师预设的内容大相庭径，我们

只能很遗憾地说，这个导入并不适合那堂课。相反的，有

的导入能巧妙地配合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优化教学设计，

那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好的导入，哪怕它的设计只是很

简短的几句话。 

 

2. 财务教学课堂导入教学提出的内涵和意义 

所谓导入，又称其为“导课”或者是“开场白”，是指

在讲授新课或开始展开教学活动时，教师运用各种教学手

段唤起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入预

设的程序和轨道之中的教学技能。简单的说，导入就是利

用课堂的几分钟时间对新课的一种介绍方式，它有承上启

下、调动兴趣、活跃气氛的功能，是教师有针对性地引导

学生进入预定的教学程序的一种教学技能。 

于漪老师认为[1]：“在课堂教学中，要培养激发学生的

兴趣，首先应抓住导入课文的环节，一开课就要把学生牢

牢地吸引住。课的开始好比是提琴家上弦，歌唱家定调，

第一个音定准了，就为演奏和歌唱奠定了基础。上课也是

如此，第一锤就应敲在学生的心灵上，像磁石一样把学生

牢牢地吸引住。”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一个好的导入就是一

把教师精心锤炼出来的金钥匙，它有着独特的光芒，散发

着神秘的魅力，能够带领学生在知识的殿堂里遨游。 

曾做过一个实验：将本校六年级 8 各班分为两组，一

组的课堂教学使用导入设计，另一组的教学不用导入设计。

一个月后调查结果显示：使用导入的班级无论在态度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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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上都明显优于另一组。实践证明，

富有启发性的导入能够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快速进入积极的学习状态。 

正如所前人形容的一样：“好的导语像磁铁，一下子把

学生的注意力聚拢起来，好的导语又是思想的电光石火，

能给学生以启迪，催人奋进。”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而导入就是为引入新课所

设计的第一个教学步骤，它连接新旧课文的内容，启发思

维，调动情绪，营造氛围，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教学成败至关重要的一环。 

一个好的导入能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提高学习兴趣、

唤起学生求知欲、从而渗透课文主题的妙用。当然，导入

的好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好如说有的导入，设

计精良，构思巧妙，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却没有起到什

么作用，甚至与教师预设的内容大相庭径，我们只能很遗

憾地说，这个导入并不适合那堂课。相反的，有的导入能

巧妙的配合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优化教学设计，那我们

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好的导入，哪怕它的设计只是很简短的

几句话。 

3. 当前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在导入上存在的问题 

（1）教师的导入缺乏启发性 

良好的导入不但能使学生对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而

且能启发学生积极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我国古代著名教育

家孔子是世界上最早主张启发性教学的人，他认为在教学

中应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

复”。这说明启发式教学能调动学生求知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同时还能找到求知的途径和方法。《学记》也说“君子

之教，喻也。”这里说的“喻”其实就是启发诱导的意思，

由此想到彼、由因想到果，由表想到里、由个别想到一般，

收到启发思维的教学效果。 

在现实的财务管理教学课堂教学中，有些财务管理教

学教师并没有真正领悟到何谓“启发式”教学，他们简单

地认为在教学中设计一些有趣的问题让学生回答，或者组

织一些丰富多彩的课堂讨论形式，让学生自由讨论，就是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的思考。有的教师已经意

识到了启发式教学的重要性，但是缺乏精心的设计，仅用

一些辅助性手段，提出的问题也缺乏综合性、评价性这种

高水准的认识层面，尤其缺乏对创造性思维的开发方面的

问题，对待问题的解读只是蜻蜓点水，草草而过，一味地

牵着学生的鼻子往下走。如此的教学方式，长此以往，不

仅学生学习财务管理教学的热情会逐渐消退，还会使学生

养成不良的学习态度和思维惰性。 

（2）教师的导入缺乏趣味性 

在传统的财务管理教学中，教师备课只备教材，授课

过程也是按照教案的设计进行。事实上，教学按照设定好

的教案走，是有利于知识点的讲授，避免重难点遗漏的，

只不过这样的课堂教学往往让人觉得死板僵化，学生提不

起学习的兴趣。在教师预设的过程当中，只有互动的形式

而没有互动的实质，课堂的主动权基本上归教师所有，学

生处于被领导地位，师生之间缺乏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有

的教师甚至不使用导入直接进行教学，他们的理由是学生

都知道要上哪部分内容，根本没有导入的必要。这就不仅

是单纯的缺乏趣味性了，而是教师的导入意识淡薄，对于

导入这样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教学环节，又岂是教师仅凭

好恶喜欢用就用，不喜欢用就可以不用的呢？ 

（3）教师的导入缺乏精简性 

导入语要求做到巧妙而迅速地缩短学生与教师、学生

与教材之间的距离，将学生的兴趣吸引到课堂上来。因此

导入不宜太多，导入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一般不超过五分

钟。然而，在现实的教学中，有的教师并不能很好的掌握

这个“时间度”。在我们沉醉于多媒体带来便利的同时却忽

略了课堂教学的主次，忽视文本内容。甚至有的教师，将

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播放视频，让学生观赏，仅在最后几

分钟讲解课文内容，草草结束教学，这样的导入不能够称

为导入。 

4. 当前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在导入上存在的问题 

优秀的财务管理教学课堂导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没

有固定的格式，不同的课型可以有不同的导入方式，同一

课型也可以有不同的导入方式，设计的关键在于教师对教

材的理解和对学生的研究，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

文体、不同的教学情境以及学生的心理特征来选用导入的

方式。在这里，笔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1）另辟蹊径，开门见山 

开门见山、直接导入是最传统的一种导入方法，它是

在开始教学时，教师单刀直入，直奔主题、阐明学习的目

的和要求，使学生迅速进入到学习情境中的一种导入方法。

导入时教师要用简洁明快的叙述和提问，直接把新旧知识

的冲突展现在学生面前，提纲挈领地讲清楚重难点。 

直接导入，不拐弯抹角，具有针对性、目的性、直接

性和简洁性的特点，能使学生迅速进入主题，节省教学时

间。但是这种导入方法如果运用的不好，容易平铺直叙流

于平淡，缺乏强烈的感染力，短时间内难以让学生集中注

意力，造成“导而不入”的情况。因此，创造性地使用直

接导入，另辟蹊径，开门见山是第一点需要我们注意的。 

261



在财务管理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主要财务理论分

成多个专题，每个专题又可以从财务实践开始，引入理论

问题，然后对相关理论作深入讲解，最后再引入现实现象

或案例进行佐证[3]。例如，在讲授“风险报酬”时，不妨

就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

俗语作为导入点，引出 “风险补偿”与“风险水平”的关

系，然后围绕这其中的关系系统阐述风险报酬思想及其经

典理论。 

（2）运用直观教具，寓教于乐 

随着教学设施的现代化，教学导入的路径就显得更加

宽阔，许多直观手段的引进课堂，使得课堂教学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实验心理学家们做过关于人类获取信息来源的

实验。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反馈 90%以上来自视觉

和听觉。由此可见，课堂上直观教具的运用对于开启学生

被动参与学习活动的封闭状态，唤醒沉睡已久的自我深层

感受，提高学生接受知识后的迁移能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多媒体课件集文字、图像、动画于一体，为学生在课

堂上的想象和思考提供了渠道，而且这个渠道的刺激还不

是简单的唯一刺激，而是多种感观的综合刺激。多媒体作

为一种重要的直观教具，集声形色于一体，化抽象为形象，

为财务管理教学创设了丰富多彩、逼真形象的语言环境，

更为学生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创造了有利条件。比如，

本人在财务管理课程教学中，在讲授股票定价之前，就先

应用 flash 将股票价格影响因素、股票投资收益等该部分知

识点全部包括在其中，系统地向学生直观展示了该部分结

构，增强了学生对知识整体性的把握和学习兴趣。 

（3）投石问路，巧设悬疑 

“疑问”其实是一种认知的张力，具有很强的奋发作

用，教师在讲授新课之前，若能抓住关键，有的放矢的巧

设悬疑，往往可以使人萌发心理期待，产生扣人心弦的诱

惑力，激起欲知其详的渴望。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巧设悬念，

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给教学过程增添活

力，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特别是，教师在课程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课前的教学互

动[4]。课前，通过教室课堂告知学生下次课的教学内容，

提示分析所需的背景知识与资料，布置思考讨论题，引起

学生兴趣。兴趣是创造一个欢乐和光明的教学环境的主要

途径之一。导入的问题设置要在充分考虑教材的基础上，

具有强烈的趣味性，促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探究欲望，产生

欲罢不能、乐于追究的动力，诱导学生由疑而思, 启迪感

悟。 

（4）因势利导，因材施教 

教学过程是一种开放的活动过程，在新课程教学理念

指导下，学生日益成为学习的主体，这使得教学过程中的

不确定因素愈加增多。如何因势利导，在课堂伊始就化腐

朽为神奇，是教师教学机智的一种表现。 

教学课堂中独特的教学资源首先来源于教师处理教材

的主观性，每一位教师对材料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还能

根据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教学过程中进行适当的处理，

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合理的删减和增补，从而让导入更加接

近学情，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发展需求。 

特别是在 MBA 教学中，教师可以在授课之前对学生

的年龄、从业性质、职业位阶、社会阅历等作全面的调查

摸底，并深入细致地分析其具体状况和特点，推测出授课 

对象目前已拥有的与本课程相关的前期知识基础、所

关注的课程知识的侧重点以及期望解决的现实问题等[4]。

在此基础上，有选择地对教学内容作出调整，有针对性地

导入知识点，以便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心理预期和诉求，

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 

5. 结论 

注重新课导人的艺术是力抓课堂教学流程、优化课堂

教学结构、提高 45 分钟效率的重要方面和基本保证。“一

个真正懂得利用时间的教师不会吝惜导入的时间，一个不

愿在导入上花费时间的教师也绝对算不上一个善于利用时

间的教师。”因此，作为一名专业的大学财务管理课教师，

应该根据财务管理教学的规律，全方位、多层次地调动起

学生学习财务管理知识的内动力，设计出新颖独特的课堂

导入形式，让整个课堂教得生动、学得主动,使学生真正成

为课堂的主体，为实现知识能力与素养品德方面的同步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未来的课堂上散发夺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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