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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融人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对于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健全金融市场环
境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金融人才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存在高校教育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重
视程度不足及国家教育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 。因此，亟须通过高校、政府、金融机构联动的方式解
决上述问题，最终建立金融人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长效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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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人才的职业道德修养是金融机构整体素质和形象的根本 。但历次的金融危机都表明了，自由市
［2］
场经济导致个人主义泛滥，金融人才将义务和责任抛到脑后，通过反社会和犯罪行为获得个人利益 。 近

年来，我国金融人才的伦理道德问题不断暴露在我们面前 ，银行员工盗取储户存款、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保
险公司的虚假宣传及基金公司的“老鼠仓”等事件层出不穷。正确价值观的缺失让人们在不安的同时 ，也开
［3］
始反思金融人才培养过程中，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 。 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 字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现代金融人才

培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梳理我国金融人才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的不足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
正成为现代金融人才的思想导向与行动指南 ，是当前高等金融教育应面对的重大问题 。

一、我国金融人才价值观教育中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现代金融人才培养中的普及，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挥高校、金融机
构以及政府的联动作用。但就目前而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困境：
（ 一） 高校对于金融人才价值观教育不完善
［4］
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 。 金融人才的各种败德行为，源于内心极端的对于利
益的狂热追逐。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学生时代缺乏有效的价值观教育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高校对于金融

人才的价值观教育虽然在逐步加强 ，但在课程体系设置与师资配置方面仍存在不足 。
1． 课程体系不完整。就目前我国的高等金融教育而言，绝大部分高校对于高等金融人才的价值观教育 ，
在课程设置上，只是简单的体现为学习类似“思想政治理论课”这样以公共课形式开展的品德教育课程 。 但
具体到金融专业层面，却寥寥无几。即使部分学校开设了诸如金融伦理等专业课程 ，但也多是从学校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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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角度出发，对作为接受主体的大学生的内在需求考虑较少 ，没有总结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与核心
［6］
价值观一元化之间的矛盾 ，从而造成价值观渗透力度与大学生的主体需求契合度不高，导致核心价值观
［7］
无法被学生真正接受 。这使得许多学生对于金融活动中存在的不良行为不以为意 ，甚至盲目追捧那些游
走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灰色地带的行为 ，错误的将金融从业者的职责理解为单纯的牟取高额利润 ，默许那些
为了利润而去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
2． 专业师资配备不足。高素质的师资力量是确保教学质量，培养高水平金融人才的关键所在。 但在市
场经济的猛烈地冲击和非主流文化的影响下 ，部分教师的师德在某些程度上出现了偏差 ，对教书育人的理解
过于片面，一味注重“教书”的环节，忽视了“育人”的部分，不重视价值观教育，无形中把一些错误的思想传
递给学生，造成学生金融价值观意识淡薄，缺乏对于客户和整个金融经济的责任感 ，缺少对于金融市场其他
参与者利益的关怀。另一方面，受教学科研经费所限，许多高校还没有组建有针对性的金融价值观教育的师
资团队，这使教师团队的价值观教育观念严重滞后 。教师团队的水平决定着学生所能受到的教育水平 ，这也
就直接影响了金融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和对学生伦理道德素养的提升 。
（ 二） 金融机构对于金融人才价值观教育不重视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尽管在政策层面上，打击金融违法活动的规章制度不断出台，但金融从业者违
规乱象依然层出不穷。这与金融机构本身不重视核心价值观教育 ，在利益驱动下，对于金融败德行为的默许
直接相关。
由于金融活动的专业性日益增强 ，因此现代金融业务更多的体现为委托代理关系 。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
的存在，作为代理人的金融机构，为了追求更多的不当收益，通常会背离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做出有悖于直接
委托人初衷的各种行为。 如 2014 年杭州联合银行员工通过伪造存单方式，私自盗取了数十名储户总计
9505 万元人民币存款事件［8］。另一方面，即使作为代理人的金融机构，其行为与直接委托人利益相一致，但
这种背离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却有可能损害其他人利益甚至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 如在美国的次贷
危机中，虽然部分投资者从次级贷款中获得了高额利润 ，但次贷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的滥用打乱了金融市场原
［9］
本的结构，致使信任链条断裂，危机爆发，根据 IMF 的保守估计其所带来的损失额为 9450 亿美元 。
（ 三） 国家对于金融人才价值观培育不到位
国家作为宏观层面价值观教育的推进主体 ，其作用在于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就目前我国金融人才价
值观教育的整体宏观环境而言，仍存在如下不足：
1． 缺少专门的制度保障。价值观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组成部分，“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
［10］
果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 ，因此世界各国均颁布了一
系列的法规，作为价值观教育的制度保障。如美国国会 2001 年通过的教育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各
［11］
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要确保学生理解道德 、精神、审美等价值取向 ，为确保价值观教育落实到实处，美国政
［12］
府又分别通过了《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 》及《全美服务信任法案 》，在社区志愿服务中践行价值观教育 。
但我国对于价值观教育，无论是理论教育，还是实践教育，仅有教育部发布了单独的指导意见 ，但缺乏独立且
完善的制度规划与法律依据。
2． 职业资格考试内容有待改进。职业资格考试的通过，是应试者具备了相关职业技能，进而被赋予了一
定的地位与权力的象征。纵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 ，在注重职业技能的同时，更强调
职业操守与职业道德的考核。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 （ CFA） ”考试体系的制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CFA 作
为全球金融业最高级别的资格证书 ，其考试内容设有“道德与专业标准 ”及“职业道德与操守 ”等专门的课
程。这些与职业道德准则有关的内容分别通过其不同级别的三级考试体系加以体现 。而我国的金融职业资
格考试中，无论是银行、证券从业资格考试，还是保险与期货等从业人员资格考试 ，普遍缺少专门的职业价值
观教育与约束类的考核内容。

二、推进金融人才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
（ 一） 高校应完善金融人才价值观教育体系
1． 完善金融人才价值观教育的课程体系 。课堂教学是高校金融人才价值观教育的第一途径。 因此，针

第4 期

秦洪军，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的金融人才培养研究

67

对金融人才价值观教育，高校应从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两个方面完善课程体系 。 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高
校应将金融价值观教育看作是与专业课程同等重要的科目 ，制定专业教学计划与考核标准，主动考虑学生的
主体性需求，将被动灌输改为课堂讲授与课堂引导相结合 ，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服务的
意识。其次，在教学方式上，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以学校、政府、企业联动
［13］
作为基本思路 ，充分发挥产学研合作的优势，通过案例研讨、专业人士讲座、实践基地现场教学等多种方
式，丰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途径，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高等金融人才所认同 。

2． 提高专业师资队伍水平。首先，师德为先。作为一名专业教师，要为人师表，严格自律，积极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在无形中给学生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具备优秀价值观的教师，通
过示范作用，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格。其次，加大专业投入。 为确保金融人
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顺利开展 ，必须打破投入瓶颈，通过科研立项、教学改革、精品课程、专业人才
培养计划等多种方式，加大资金投入，提升专业教师团队整体素质，进而使学生充分受到良好教学环境的感
染，端正自身态度和增加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水平 。
（ 二） 金融机构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机制
1． 强化员工核心价值观的培训机制 。在培养员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 ，首先要树立员工爱岗
敬业，自立自强的理想信念。用这种意识投身于自己的事业中，并不断鞭策自己努力前行。 其次，树立遵纪
守法，依法办事的意识，并加强对员工的法律知识的普及，让员工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并依照法律条款自觉
履行。最后，金融机构在给员工培训时，应让员工充分感受到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普遍性 ，领导和员工一同参
与到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中，使员工能够从心底重视价值观教育 。
2． 健全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环境。出现败德行为的金融从业者多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如果预期的犯罪
收益远远超过违规成时，自控力较弱的从业者难免会铤而走险选择犯罪 。因此在经营过程中，如果金融从业
人员的守信行为能受到奖励，失信行为遭到严重损失，那么大家都会选择守信行为。这要求金融机构应建立
健全有效的稽核制度与风险度量体系 ，同时完善竞争机制、责任机制、考核机制、约束和奖惩机制，以便金融
机构对金融业务进行科学的连续的核查与评估 ，及时发现问题并有效制止损失。
（ 三） 国家应构建金融人才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环境
1． 提供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法律保障 。国家的政策法规对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具有导向作用 。国家制度的
制定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它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在无形中让人们习惯该行为 。因此，借鉴国
际经验，我国政府通过立法保障的形式，为金融人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政府通过一系
列的法律制度安排，为核心价值观教育设定标准、规范、形式及奖惩机制，从而使得核心价值观教育，能通过
强制性的法律保证以正常执行，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完善的制度支持。
2． 改革金融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内容 。国家在设计金融人才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时，应不断强化职业道
德与职业伦理课程的重要性。在步入职场之初，通过资格考试的方式提高金融人才抵御诱惑 ，远离诱惑的自
觉性，强化金融人才的道德观念，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从业者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并形成良好的道德习
惯，从而自发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职业生活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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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Talents Cultiv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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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for the financial tal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ways of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market’s environment． At
present，the core values education to the financial talents have some problem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system is not perfect，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not noticed the importance，an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should be improved．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it is need to through the way of the linkage of the universities，
governments，an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end，we should establish the long － acting mechanism i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for the financi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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