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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金融学基础课程改革的实践和思考
——— 以“金融市场学 ”为例
麦

勇， 樊东坡

（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环境和金融监管都有所改变，这要求高等院校的金融
教学在注重金融理论的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帮助学生培养一定的实践能力。高等院校应
加快“金融市场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结合金融业环境的新变化增强课程的实用性，积极尝
试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工具，强调金融知识的应用和实践，培养理论基础好，应用能力强的金融
学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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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和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国家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
呈现出一幅全新的局面。民营网络银行出现、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加快，一系列新事物和新制度的出现，显示着我国金融业的创新和变化。面对新形势下金融业快速发
展的挑战，传统金融企业要顺应时代潮流，加快自身的改革步伐。高等院校在“金融市场学 ”的授课过程中，
也应切实把握时代的变化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 。
“金融市场学”作为金融系学生的主修专业课程，目前在全国绝大部分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学中均有开
设，是金融专业学生学习金融理论，了解金融市场的重要课程。“金融市场学”要顺应金融市场的变化，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深入结合当前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创新教学方法。 本文结合某
理工科商学院“金融市场学”课程的历年教学成果，探讨理工类院校在开展“金融市场学”教学的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以及如何创新教学方法。

一、“金融市场学”课程改革的背景
（ 一） 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
互联网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近几年迅猛发展。 目前我国有超过 3000 家的 P2P 平
，
台 各种理财产品更是数不胜数； 金融业纷纷宣传转型互联网 + ，券商开户实行网上开户，大打佣金费率战；
顺应互联网金融的潮流，没有实体经营网点的互联网银行获得监管机构批准成立 ，其中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
和网商银行为代表。金融业纷纷转型互联网 + 的现状，一方面对传统的金融服务业带来一定的挑战 ，促进着
金融业的革新和变化，另一方面也对金融业的监管带来挑战 。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市场的风险加大。
（ 二） 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扩容加速 ，中小企业纷纷挂牌
在以前我国企业股权融资的主要途径是通过 A 股或境外上市融资，A 股对上市企业财务门槛高，上市
审核监管严格，时间周期长，且因受市场活跃度影响而经常停止新股发售 ，造成我国企业股权融资较为困难，
企业直接融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 。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 即新三板 ） 出现对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为企
业股权融资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截止 2016 年 3 月，新三板挂牌企业已达 5800 多家，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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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达 3414． 46 亿股，新三板挂牌企业总市值达 26443． 29 亿元，仅 2016 年前三个月，新三板市场融资总
金额达 264． 73 亿元。
（ 三）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明显提速，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5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人民币
国际化取得重大成果。据 2016 年 2 月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人民币在在全球支付
份额为 2． 45% ，稳居第五大支付货币。 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表现 ，以香港和伦
敦离岸市场为代表。

二、“金融市场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环境和金融监管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 金融业的环境变化
不仅要求高等院校金融系学生具有较高的金融理论水平 ，同时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掌握一定的实践能力。
但是我国高等院校在目前的教学改革进程中 ，教学相关多方互动缺失，教学过程中重理论轻实践，相关的实
践课程建设落后。“金融市场学”的教学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 一） 教学相关多方互动缺失，沟通不畅
高等院校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为责任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教师、校教务部门、政府教务管理部
、
门 用人单位，都是人才培养中需要涉及的相关方 ，共同组成人才培养链。在整个人才培养链中，多方相互沟
［1］
通才能保持信息的畅通，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 现在高等院校金融系学生的培养中，相
关多方出现互动缺失的问题，教师对学生的学业水平和自身的授课水平认识不足 ，教学管理部门对课程效果
不能全面把握，教务管理部门对整个课程改革的认识不清 ，用人单位对录用人才的表现没有很好地反馈给学
校，这使得各方对教学信息的把握不足 ，原有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金融业对金融在
［2］
校生又有了新的能力要求，而这又不能及时反馈给学校等教育管理单位 。
（ 二） 金融学科教学重理论轻实践
在我国本科教学的过程中，长期存在着重视理论教学，实践课程缺少的现状。 在本科学生入学前两年，

是一个基础知识学习的阶段，需要注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教学知识点散乱，知识讲
解不深入，学生对知识掌握不扎实，出现基础理论和知识掌握空泛的现象 。教学的过程中，单纯的知识点讲
［3］
解使得课堂缺乏趣味性，学生的参与度较低，学习的积极性不足 。本科教学后两年，学生对于本专业的知
识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金融行业实际情况和金融实践的认识匮乏 ，需要增加实践课程。但是很多高校对
于学生实践课堂安排较少，重视程度不足，或者虽重视，但限于自身实力无法开展相关教学实践。 这就造成
了高校培养的人才和市场需求不匹配 ，部分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就业困难 。
（ 三） “金融市场学”实验课程建设滞后
“金融市场学”讲授的是各大金融市场的基本内涵和市场运行原理，其学习需要理论结合实际，摆脱空
洞的课堂语言灌输，注重让学生理解实际的金融市场如何运行 ，如何影响整个金融和经济面。目前我国高校
在金融市场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重视课本理论的讲授，轻视让学生深入理解金融市场运行的原理 。一方面
是由于高校缺乏相应的教学设备和场所 ，商学院自身的实践课程有限，与外界金融机构关系不密切，另一方
面也是教师自身的理论有余，金融工作实践较为欠缺，在教学的过程，对于金融实践的把握略有不足。

三、金融市场新发展对于金融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
在当前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和变革的背景下 ，各大金融市场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这就对金融人才的
知识和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金融人才能够把握市场的变化 ，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同时不断学习，适应动
态的金融环境对金融人才的要求 ，在做好自身业务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市场风险，具备综合的管理能力和应
对能力。
（ 一） 具备扎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知识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要求金融从业者系统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对金融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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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脉络有较深入了解，对现代金融理论及应用有充分认识，能够对宏观金融政策进行理论解读，同时具备微
观金融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能力 ，运用金融理论分析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紧越
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金融从业人员要对整体市场形势有一个宏观把握 ，认识市场间的交叉性，同
时具备跨市场风险的检测能力。
（ 二） 具备敏锐的市场分析和风险控制能力
在资管业务快速发展的时代，
银行、券商、基金等都在金融理财方面大力发展，股市、债市、货币市场、外汇
市场都影响着金融理财产品的收益，
这就要求金融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市场分析能力。目前经济和金融的环
境正在变得复杂，
经济整体处于回落下滑的通道，金融市场的风险也在加大，
普通的投资者难以识别这样的风
［4］
险，
这就需要金融从业人员具有较好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能力 。金融风险识别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这要求
金融从业人员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打好基础，
在工作中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保障。
（ 三） 持续学习，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能力
金融业在目前的发展中，
正逐渐被互联网等科技进步力量改造，同时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结合
也更深入，
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金融从业人员有较强的自我持续学习的意识，
积极地
适应变化，
并拥有创新能力。同时行业的变化也使得不同学科知识的界限被打破，
金融学和心理学、
社会学、
管
［5］
理学的结合更加深入，
金融从业人员不能单单懂得金融学知识，
也应该广泛涉猎，
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

四、“金融市场学”教学改革实践
金融教育及其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重要内容就是课程体系 、教学内容的改革，这也是“金融市场学 ”课
程改革的核心内容所在。其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配套措施如下 ：
（ 一） 注重教学测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教学质量的结果反映在学生的教学成绩和学生的教学测评中 ，大学课程的教学测评保密性好，学生能够
较为客观独立的进行教学的测评 。在教学测评中，教学的有效性、自学教材的完备性、现代化教学方式、教学
内容更新、师生互动、理论联系实际等几项考核标准具有代表性 ，能够较为综合和全面的反映一个学校课程
改革建设的成果。以研究的样本该理工科院校商学院为例 ，在教学的有效性、现代化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三
个考核项目中，得分较低，且呈一定的下降趋势。在自学内容的完备性、教学内容的更新和理论联系实际方
面则呈一定的上升趋势，显示出近几年这些教学改革有一定的作用 。
表1

近年教学测评结果

（ 二） 协调“金融市场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完善教学内容体系
金融市场一个涵盖内容很广泛的概念 ，涉及的金融知识较多，不仅“金融市场学 ”这门课程涉及金融市
场知识的讲授，其他金融学专业课程，如“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公司金融学 ”等课程，相关的知识
均和“金融市场学”有所交叉，而且知识的重合度较大。这就要求本课程的老师在教授金融市场的相关知识
的过程中，和其他学科的老师有所交流，协调沟通授课内容。对于重复度较大的知识，应有的放矢，注重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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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和举一反三，做到知识的串联。对于本课程关于金融市场重要的知识 ，其他老师没有涉及的，对于学生
是新的知识，这就要求老师着重讲解。
（ 三） 优化教学环节，加强多方互动
一个良好的教学环节，有利于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加强授课效果。教学的过程中，不仅仅涉及到授课
老师和学生，也涉及到学校教务管理部门、政府教务管理部门和用人单位等多方相关人 ，他们共同组成了一
个教学环节的多方共同相关人。学生在这其中，要有参与知识的吸收、课后的学习、教学的反馈等相关的环
节； 教师在这其中，有着备课、授课、答疑、出试卷、分析考卷等责任； 学校教务管理部门有着课表涉及、课堂监
督、教评等职责； 政府教务管理部门则需要调整教指导方案 ； 用人单位则需要反馈学生素质。 整个教学环节
是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在教学的改革过程中，全面的把握教学环节，明确每一个教学相关人的责任，培养优
质的金融学人才。

图1

教学相关者多方互动图示（ →： 代表任务的推进，： 代表一方的反馈）

通过“金融市场学”的课程改革，学生的需要得到了解，教学的质量得到反馈，学生参加课堂学习的积极
性也有所增强。学生对于金融学的知识，了解的更加深入，自身的创新能力也得到提高。 在金融学的教学
中，注重基本的知识讲解，让学生扎实的掌握基础知识，注重课程知识与金融实际变化的结合 ，让学生了解最
近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变化。同时教学改革中注重知识的应用性 ，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提升教学的趣
味性和实践性，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金融市场学 ”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教学环节的改革，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 ，金融学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 。

五、结论及建议
“金融市场学”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它不仅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金融学基础知识，了解各
个金融市场和熟悉金融产品定价 ，还需要学生把握金融市场的现时变化 ，切实感悟金融市场的动态。高等院
校在未来“金融市场学”的教学过程中，应更多的考虑如何把这两者有效地结合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
知识型和实用型人才。
（ 一） 明确教学思想，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在金融课程的教学改革中，要明确培养目标，注重培养学生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授之于
”
鱼 的同时更加要“授之以渔 ”。 原有的单纯的课程知识的灌输，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
在未来的课程授课中，需要注重知识的推导，不能单单是金融名词的讲解，更应该注重单个金融知识和整个
金融体系的内在逻辑，深化对金融知识和金融体系的内在逻辑的串联 ，同时鼓励学生们多思考，多总结。 这
也要求教师对于金融知识扎实的掌握 ，老师在备课前应对教学进行预演，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理解，以便更
［6］
好地传递给学生 。
（ 二） 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高校教学要紧密贴合时代的变化 ，善于运用最新的科技来改革教学方式 ，提高讲学质量。 目前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教学资源来源多样化，老师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上能够搜集到的文献 、音频、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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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学资源，在课堂上积极展示，增加课堂趣味性 。同时现在互联网上有许多公开课和网络教学平台 ，例如
网易公开课、新浪公开课、慕课和多贝网等等，这些既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在课堂上播放，也可以鼓励
学生课下在这些网站上多学习补充知识 。
（ 三） 明确培养目标，注重学生实践能力
金融学本科教学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 ，大部分毕业生是进入到金融业一线和基层岗位工
作，要求毕业生具有知识和实践相结合的结合 。目前本科教学理论教学过多，但是学生对理论的掌握不足，
实践教学过少，学生对金融实践的认识模糊。今后的课程设计中，应增加实践课程，学校和学院应多和金融
企业合作，让学生参观金融单位，开发校友资源，多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校友进入讲坛 。在教学中，教师要
［8］
注重和实际的结合，多贴合金融业当下的发展和变化，让学生了解最新金融业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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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the Ｒeform of the Basic Course of
Fin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Financial Market”as an Example
MAI Yong， FAN Dongpo
（ Department of Finance，School of Busines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 is rapid，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changes quickly． This not only requires the financial teaching in colleges to pay attention to financial theory，but als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market dynamics，and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a certain practical ability． Colleges
should accelera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teaching method of “financial market”，combine with the new
changes of financial environment to enhance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courses，actively try new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tools，emphasize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financial knowledge，and cultivate finance inter － disciplinary talent with good theoretical basis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financial marketing； teaching methods； teacher － student interaction； 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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