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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aptitud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irectionatity, we have explored and practiced a feasible new teaching model of 
stratified classification. It has been widely prais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school 
practice and has achieved goal teaching results, but it still has some shortcomings to solve and 
improve. This paper to course on the elaboration of the problems in the financial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under the new model and proposes effective and targete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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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达到因材施教、指向性的培养目的，我们探索并实践了可行的分层分类教学新模

式。分层分类教学模式在校实践过程中获得了师生的广泛好评，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果；

与之同时也面临着众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着重从新模式下，财经专业课程体系方面的问题

给予阐述，并提出行之有效的一些针对性解决方案。 

1. 分层教育模式下现有课程体系面临的问题 

当前，高职院校因招生等各个方面的原因普遍把自身人才培养的层次定位过高，从而导致

开设的课程多、选用教材不合理、课程体系不合理；同时高职高专国家规划的部分教材与高

职教育的实际情况、学情、人才定位不符，与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学目标不符。具体表现为

以下几方面： 

1.1 专业课程开设过多与教学时间不匹配 

通过我们调研得出，绝大多数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的专业课程在 15 门左右，与之对应的

教学时间主要集中在第二至第五四个学期，从而导致专业教学过于集中且教学任务繁重。为

了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就必须压缩单科课程的学时（一般的课程为 48 学时，重点课程 64 学

时），如此课时量对于很多贯穿全专业的课程，不足以让高职学生达到学懂、学精、会用的

程度，最终的结果就出现学生理论知识似是而非，动手能力浅尝则止。与高职院校培养应用

型技术人才的目标相去甚远。 

1.2 课程深度与学情不符、与定位不符 

高职院校鉴于生源和学制的问题，把培养目标定位为中、低端一线应用型人才是符合客观

事实的。在深刻解析专业的就业面向和岗位技能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开设课程和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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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删减跟专业能力有关但非当前阶段必备技能的课程，是可行同时也是符合高职教育定

位的。 
对于高职会计专业，其培养目标定位就是“财务会计”，是会计入门级、一线岗位，即只需

要学生必须具备处理企事业单位日常业务的账务能力，不需要学生具备更加高深的预决算会

计、管理会计等晋升岗位的知识和技能。但实际教学过程中，绝大部分的高职院校都开设了

如《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国民经济核算》等高难度课程。 
高职学生相对于本科生，在基础知识、学习能力、学习主动性上都普遍性的有很大的差距。

鉴于此，诸如《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国民经济核算》等高难度课程的开设不利于学生

的专业兴趣的培养，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会加重学生对未来专业岗位的不自信。 

1.3 教材缺乏针对行业的分类性 

会计专业这种有历史，核心知识和技能变化不大的老专业，其教材一直都沿用了传统的教

育模式和教育手段（都是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税务会计—管理会计这种教学流

程）。在此传统模式下，主要培养的是学生的财会通用理论和方法，此方法是建立在学生成

为会计全才的前提下，主要对象是本科生而非高职生。 
传统的培养流程和模式，忽视了学生的实际工作需要。因为通用的会计理论和具体行业会

计方面是很大的不同，且不同行业之间的会计方法和理论也是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导致学生

毕业后面临所学非所用的尴尬、导致就业后什么都不懂，不得不重新开始学。 
目前会计类高职教材很少有涉及具体行业的专用教材（如针对建筑行业、房地产行业、零

售业、物流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这与会计行业本身的发展不匹配，与培养目标不匹配、

与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宗旨不匹配。 

1.4 现有教材体系所呈现的知识体系不完整 

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主要面向的是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企业的规模决定了岗位分工的不

明确。这就要求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毕业生不但要懂基本账务处理，还必须要有跟税务、工商、

银行等职能部门良好沟通和处理相关事务的能力。但目前所有的专业教材在涉及相关职能部

门的知识方面都是空白。这加大了学生就业后的工作难度，不利于学生的就业稳定，也不利

于学校的社会评价和认知。 

1.5 职业精神体系化培养的欠缺 

财会工作对于职业精神的塑造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现有的教材体系和教育模式只是口头

强调职业精神，对于如何培养、锻炼、养成职业精神没有系统的知识架构和培养模式，对于

会计的职业精神没有准确的体系化描述，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对于职业精神如何嵌入

会计的教学与实践实训中没有相关的专业教材。 
由于专业教材在职业精神培养上知识的空白，导致会计行业的职业精神一直就只能依靠执

教老师“言传身教”，这对当前学生状况来说，培养强度不够、影响力度不够、促动不够、重

试程度不够。这会导致学生重技能轻思想、会导致学生意识不到职业精神对其未来的职业晋

升、对其未来人生道路的影响。 

1.6 局部知识体系更新的滞后 

财会专业的核心理论是成固化状态，几十年来都没变过也不需要变化。但是财会专业所涉

及的会计准则、法律法规等部分知识却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且是频繁变化（如税

法、经济法和地方政府的法规条例等）。这就需要相关教材必须及时的做出相应的更新或改

编。但实际上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规划教材在更新上总是滞后于学生学习时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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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课程体系现有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鉴于前述六条当前的问题描述，我们结合实际的教改过程总结并提炼了一些实践证明行之

有效的一些解决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2.1 结合实际学情，精准定位人才层次和培养目标以实现精准课程定位 

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是面向一线的应用型人才，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能胜任“财务会计”
的工作，为学生毕业后五年内储备足够的岗位知识和技能，为五年后的职业晋升夯实根基。

结合财务会计的岗位技能需求分析，在课程体系上删减了不符合职业定位和岗位需求、不符

合当前学生学情状况的相关课程。如前所述的《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国民经济核算》

等，与之对应的增加了具体的行业会计知识的专用教材（如零售会计、建筑会计、流通会计

等）；同时，通过相关专业社团来增加一些不需要开设专业课程但又必备的一些技能培训（如

点钞、验钞、珠算、心算、键盘盲打等被普遍认为已经不需要的实操技能）。 
整合知识点简单、重合较多的课程教材。会计专业中的《基础会计》和《财务会计》两本

教材根据实际教学过程中的总结，可以进行合并整编为《财务会计基本原理及运用》，从而

实现进一步解放教学时间，加大学生实操的相关比重;同时也为分层分类培养提供了课程结构

上的合理性。        
通过改革变化后，能增强学生的获得感、成就感；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减轻学生

学习负担、压力。最终达到“所学必要用、要用必有学”的最佳职业培养目标。 

2.2 深入解析行业、岗位特性，自主开发符合自身专业的针对性教材 

在深刻解析行业、岗位特性后，有针对性的开发符合自身专业特性的教材体系，已经是被

实践证明解决现有课程体系、教材体系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校企结合、通过学校与专业职

能部门结合，开发一系列的专用教材可以解决如下的问题： 
（1）通过自编教材解决教材缺乏行业针对性问题 
在分层、分类教学模式下，在总的“财务会计”培养目标下，进一步细分为建筑业、制造业、

房地产业、物流运输业、电商、服务业等“行业财务会计”的具体目标。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在

大一的第二学期进行自主选择喜好行业，以进行指向性、针对性的培养。 
为了适应此教学模式的改革，在联合行业专家、岗位能手的基础上，自编对应的行业会计

专用教材。此类教材的核心要求是，把通用的会计理论和方法结合行业自身的特殊知识和技

能要求，系统的、行业整体的进行阐述。必须要达到通过行业专用教材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并

精通该行业财务会计的所有理论和实操技能，以真正实现学生的“专才”特质。 
（2）通过自编教材解决教材呈现的知识体系不完整的问题 
现有的高职财经类专业教材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训教材都不涉及具体的相关职能部门的

流程部分，即不涉及跨部门之间的相关知识，这导致学生毕业时毫无相关经验。但用人单位

往往需求的是熟悉全流程的人才，这严重影响了毕业生的对口就业。 
通过与税务、工商、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深入交流，聘请对应的行业专家与资深的财会

专业人士一起合编《职能部门实操守则》《职能部门工作流程实训》专用教材，来实现学生

出校门之前就能就行会计岗位的全流程业务的学习与模拟实操。真正实现“座位”与“岗位”的
无缝对接。 

（3）通过自编教材解决教材知识更新滞后的问题 
会计行业特性决定了，会计知识和相关要求必须紧跟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化，随着新的

经济形势、趋势和新的企业形式的不断更新，会计的相关法律法规必然会频繁的变化以适应

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家规划教材从成本效益原则出发不可能针对细小的知识点变化而进行教

材的全面更新，这与会计的教学和会计行业的特性必然会产生冲突。 
而自编教材可以做到“随变随改、随改随印”，因此能够让呈现在学生面前的知识是最新的、

最准确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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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面剖析执业差错、违规、舞弊现象的根源，从学生生活习惯、学习习惯、思维习惯和

工作习惯上入手，通过贯穿全学制的强制训练，促使学生养成合格的职业精神 

“忠诚、专业、精准”是财会人员核心的职业准则和职业精神，这与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主

流价值观、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有很大的差距；社会需要高素养的职业人才，对职业精神的

看重更甚于专业技能。 由此对高职院校在职业精神的培养体系上、培养方法上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 
我们结合心里专家、高素质职业人和专业教学团队，共同创建了“精准训练游戏”、“抗干扰

训练游戏”、“抵制欲望训练游戏”、“错误修正训练游戏”等体系化游戏，在学生日常的生活、

学习中培养学生的心里素质、行为习惯、职业习惯和自控能力。 
通过邀请司法部门相关人员、犯罪人员、犯罪心里学家走进校园，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切

身的体会讲解舞弊、犯罪的心路历程；通过自愿原则，让学生体会失去自由的痛苦、恐惧。

以促使学生有意识的修正自身的行为和思想、促使学生对规则、法律的敬畏。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定位是方向，课程体系是核心、教育模式是基础。结合区域特性、区

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以国家规划教材为框架，以自身的办学规模、学生

实际情况、教育模式为前提，科学合理规划自身教材体系是当前高职院校适应发展的必然进

程。自主开发、完善并形成适应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的，适应院校自身发展的，

独具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是高职院校品牌建设、核心专业建设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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