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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asic cours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the content of macroeconomics course is 
abstract, and it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knowledge, and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course teaching, for example, it is 
difficult to apply in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is difficult to continue to attract students interest, 
assessment methods  is outdated. Not clear about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the unfamiliar with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and the lack of interest in macroeconomics led to the above problems.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real-time multimedia data, seize the interest of students, the 
development of situation case teaching,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assessment methods can be used to 
stimulate student interest, clear learning objective and strive for a better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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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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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抽象，涉及知识面较为宽泛，课

堂教学质量评价效果不尽如人意，存在理论难以运用于日常生活实践、教学改革难以持续吸

引学生兴趣、考核手段保守等问题，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对宏观经济学不感

兴趣，学习目的不明确，不熟悉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因此，可以考虑引入实时多媒体视频资

料、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开展情境案例教学、改革传统考核方式等多手段配合，激发学生的

兴趣，明确学习目的，争取更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兴趣； 考核方法 

1. 前言    

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各大高校都开设了宏观经济学的必修课、学位课和选修

课，周课时 2-4 节，学分 2-3 分不等，多选择人大出版社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作为教材，

课程内容偏重理论，涵盖了国民收入核算、简单国民收入决定、IS-LM 模型、宏观经济政策

及其分析、失业与通胀  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等内容。作为专

业基础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去研究市场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加深对社会经济

问题的理解，但是由于偏重理论和模型分析，研究对象比较抽象，因此，如何提高该门课程

的教学质量备受关注。从前人研究成果来看，王鹏飞（2010）指出在理论性较强的西经课程

中适当的运用案例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经济敏感度，培养学生的宏观分析能力。何治国

（2010）在分析地方工科院校特点基础上，提出利用数学工具、理论内容适当取舍、注重于

学生的教学互动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效果的途径。康爱香（2013）以宏观经济学课程特点

为基础，提出兴趣是开启宏观经济学大门的钥匙，可以通过转变教学方式、学生思维方式等

措施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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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立足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数据，通过分析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探究优化

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的对策，对于提高宏观经济学的效果、应对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原因和对策分析 

2.1. 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为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各高校都要求学生在学期末对教师

授课效果进行评价，作为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评价结果不尽如人意。从学生对

教师的课堂教学评价数据来看，目前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2.1.1宏观经济学理论难以运用于日常生活实践 

作为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如果不能与实践相结合，学生只能是学过理论，很难真正将理论运

用于社会实践。与贴近生活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相比，宏观经济学理论看不见摸不着，学生很

难利用生活中的案例来加深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理解，比如国民收入核算、经济增长、居民消

费、投资、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问题覆盖面广，对于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说，没

有足够的社会实践来理解这些现象，更别提居于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了。此外，研

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主要借助如GDP、CPI、失业率等关键指标，而这些指标距离学生的生

活过于遥远，学生可以搜集新的GDP、CPI和失业的数据，但是很难将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

看不到指标的变化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 

2.1.2教学方法改革手段频出，但难以持续吸引学生兴趣 

近年来各大高校都日益重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鼓励教师积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案例分析

法、参与式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沙盘模拟等都被引入到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但是或

者由于案例内容过时，以陈年旧事为主，或者没有设计很好的切入点去吸引学生的兴趣，导

致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学生用脚投票的居多，不愿意参与其中。 

2.1.3课程考核方法偏保守，难以突出培养学生能力 

目前宏观经济学考核方式以考试为主，虽然高校增加了过程考核的内容，要求教师在期末成

绩中考虑学生的平时成绩，但是占比不高，以20%-30%居多，而期末考试试卷题目以单选、多

选、填空、简答、计算为主，案例分析、论述等发挥性题目较少，对学生而言，只要在考试

前好好背理论内容就可以取得较好的成绩，没有进一步探究理论实践应用的动力。 

2.2. 原因分析 

2.2.2学生对宏观经济学不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之积极主动地进

行学习。目前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学生对该门课程不感兴趣，

教师在课堂教学改革中所做的努力，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没有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去展开

实践，而出现事倍功半的效果。 

2.2.2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 

虽然已经进入大学阶段，就业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之下，依然存在很多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

为了学分、毕业、考研而学的大有人在，导致学生学习理论浅尝辄止，没有动力进一步探究

理论的实践应用。 

2.2.3学生没有接触宏观经济实践的机会 

囿于年龄和校规的限制，学生没有过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实践，很难形成对各种宏观经济现象

的明确认知，造成了对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所提及的各种要素对国民收入决定的影响机制很难

有深入的理解，更别提把理论应用于实践。 

2.3. 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效果优化对策 

作为一线任课教师，直接面对学生，可以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考核方法等多

方面去实践，以达到令教与学双方都能接受的、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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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引入实时视频资料，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经济实践 

现在高校几乎所有的教学楼都可以使用多媒体，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利用各种多媒体资源

来帮助学生了解和熟悉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课上时间有限，可以考虑利用课间和课后时间让

学生去观看大量的视频资料片，比如第一时间、经济半小时、央视财经评论等实时的财经评

论节目，让学生能了解宏观经济领域出现了什么变化，如何结合理论去解决这些新的问题，

政府目前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又该做何种抉择，真正做到

学以致用。当然，要做到这些，需要在课前做大量工作，除了熟悉课程内容之外，还要利用

各种视频下载工具如稞麦、维棠、硕鼠等，从网上寻找与课程内容契合度高的视频资源，最

好是实事视频资料，让学生了解象牙塔之外正在发生着什么，然后根据视频资源的内容设计

问题，让学生能结合理论去解决问题。 

2.3.2明确学习目的，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借题发挥 

任何课程都是依据专业发展的需要而开设，但是学生可能并不了解他所要学习的课程对自己

的将来有何用途，因此，需要教师在授课伊始就加以引导，让学生明确知道这门课程对自己

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有何用途。宏观经济学课程的第一节课非常关键，因为教师需要在这一节

课中让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否则后边的内容难以展开。要做到这

点，需要结合学生的专业、知识背景、家庭背景、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等多方面因素。讲授

宏观经济学时，不是站在国家政府的角度，而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去告诉学生政府的宏观经济

政策变动对其生活的影响，对将来就业的影响，对其专业发展的影响，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

受。讲授GDP的核算方法时，让学生去调研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对GDP会产生什么影响。在调研

过程中，学生经常有拿不准的情况，自己会主动去翻书或上网查资料，在课上展示的时候能

娓娓道来。通过上述方法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在课程内容中借题发挥，真正让学生明了课程

对他的意义，变被动的“要我学”为“我要学”，事半功倍。 

2.3.3提高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度，翻转课堂 

抓住学生一时的兴趣容易，难的是32课时或48课时都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学生对课

程的兴趣从第一周持续到第十六周。在授课过程中，可以考虑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

模式，翻转课堂，让学生成为主体：教师可以创设某一情境，设置问题让学生自己去解决，

提高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度。比如讲授宏观经济政策时，如果正好赶上美国总统大选，设

置情境如果你是候选人，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你会倾向于向你的选民作出什么样的承诺或

竞选宣言。这种情境案例教学的展开离不开教师的指导，一旦学生的模拟演练，偏离了讨论

的主题，教师要适时干预，避免课时的浪费。 

2.3.4教学方法革新需考核方法创新的配合 

教学方法手段的革新离不开考核方法的创新，仅凭期末考试成绩是无法准确衡量学生对课程

内容的理解程度的，因此，在期末考核上加大过程考核力度，学生平时成绩占比至少要提高

到50%以上，平时成绩高低以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参与程度来评判。同时，在期末试卷中加大

案例分析性题目的比重，切实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 

3. 结论 

本研究提出的优化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举措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明确学习

目的，提高对课程内容的参与度，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这样教学效果才能事半功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能不能引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关键在授课教师身上，三尺讲台是我们最

好的演武场。未来教学改革之路漫漫，吾辈当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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