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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四个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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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要遵循中央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要求，从学科属性、专业定位、培
养目标出发，结合专业课程特点进行探索。应重点关注四个重点问题：加强国情教育，重点加
强现实国情教育和中国历史教育，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担当意识；强化法治意识，尤其
注重强化行使公权力教育和加强权力监督教育；培养公共意识，增强公共责任和公共管理能
力；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此作为研究国际财政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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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全面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
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
（以下简称《指导纲要》），系统明确了课程思
政建设的重要意义与目标要求、重点内容与教育任
务、质量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组织实施与条件保
障，并于 6 月 8 日召开全国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视频会
议，全面部署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由此，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财政学类专业课程思政
建设的重点何在？如何实施？笔者认为，应以中央
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要求为基本遵循，以学科属
性、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为出发点，结合专业课程的
内容特点进行探索，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一、加强国情教育
加强国情教育要重点加强现实国情教育和中国
历史教育两个方面。
加强现实国情教育是财政学类专业教育和思政
教育的共同要求。一方面，财政学类专业属性和培
养目标要求必须加强现实国情教育。财政学是经济
学的分支，是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人
类社会的公共分配活动及其规律性，培养目标是向
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组织或其他组织具有公共性质

的岗位输送人才。因此，学习研究的实验室和事业
舞台即社会。这就要求教育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深
入社会，了解国情，理解中国，而且要特别注重教育
引导学生善于发现现实问题，研究社会问题，讲好中
国故事。另一方面，加强现实国情教育又是立德树
人的根本要求。通过每一门财政学类理论课程的传
授和浸润，通过每一门实践课程的训练和熏陶，着力
培养学生牢固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
思想方法，塑造涵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踏实作
风，增进学生对国家制度和改革发展成就的理性认
同，激发学生强烈的热爱国家、经国济世的社会责任
感和担当意识，培养知行合一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将上述教书与育人两个方面有机结合，凸显课
程思政寓道于教、寓德于教的作用，这正是财政学类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追求的目标。
加强现实国情教育要抓好理论和实践两大类课
程教学。一方面，要通过财政学各门专业理论课程
的教学，介绍我国财经发展现状，客观分析我国财税
改革时代背景、发展脉络、历史进步及存在的问题，
理性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与制度，使学
生扎实掌握财政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另一方面，要利用见习、实习、社会实践等教学环节，
引导学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及问题增加感性认识，对我国财政税收、公共
投资、国有资产管理、社会保障等制度运行及其效应
增进深入具体的了解和理解。如西南财经大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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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广泛参与的家庭金融调查，上海财经大学坚持 究型大学），则无法满足现代化财政学类专业教育质
十余年的学生暑期“千村调查”等,都是将专业教育与 量提高的要求，也无法实现面向未来的治国理政人
思政教育密切结合的范例。实际上，理论课程和实 才的培养目标要求。通过中国财政史、中华人民共
践课程的教育在整个学程中有序安排、相互联系、先 和国财政史、新中国财政改革发展史等课程学习，使
后继起、交替实施，学生经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 学生明了中国财税制度源头、沿革历程、社会经济文
实践”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有机过程，寓于其中的 化等背景原因以及社会经济效应，从而了解财政制
国情教育也随之逐步深化。
度、财政发展与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
加强中国历史教育是加强国情教育的另一重要 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受到历史教育和历史唯
内容。从育才的角度而言，财政学类专业的人才培 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其次，要在其他专业课教学中
养目标要求加强学生熟知国家历史，树立深厚的历 嵌入历史分析，帮助学生认识历史传统。如在财政
史观。财政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在财政 学、中国税制、国家预算、财政管理、国有资产管理、
税务、公共投资、社会保障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公 社会保障等课程中，教师可有意识地结合相关章节
共经济管理部门工作，或企事业单位（财务、纳税专 内容讲授制度变迁，实践发展及理论进步。
业服务机构，企业财务及办税机构）以及非盈利机构
二、强化法治意识
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是专业性很强的治国理
强化法治意识是财政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的重点
政人才。此类专业人才需要充分了解国家发展历 内容之一。法治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
史，通观源流，理清脉络，明理见道，以史为鉴，能够 可、崇尚、遵守和服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客观认识世界，理性改造世界，有效治国理政。从育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人的角度而言，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 欲知大道，必先 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全
为史”，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 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部署，提出了
千多年文明史的优良传统。回顾历史，我们走过了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重大任务，作出了把法
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新中国改革 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大决定。树立法治意
开放 40 周年；立足当下，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识，就是要培育法治理念，建立法律信仰，维护法律
发展新时代；面向未来，我们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尊严，严格法律遵从，让法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
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努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通过加强历史教育特别是“四史”教育，引导学生客 司法、全民守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财政学类专
观认识评价国家历史，尊重国家历史，树立“四个自 业致力于培养专业性强的治国理政人才，未来充实
信”，进而引导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历 到行使公共权力、与公共理财相关的领域和岗位工
史唯物主义观点，掌握发展的而不是横断面的观点、 作。这类人员公共身份的特殊性要求我们要特别注
联系的而不是割裂的观点、比较的而不是孤立的观 重培养其高于一般公民和经济主体的法治意识和法
点，避免脱离国情的制度比较，这是新时代思政教育 律信仰，更高程度地自觉学法守法、严格执法、公正
的应有内容。由此，加强历史教育成为财政学类专 司法、维护法律尊严。可以说，具有强烈的法治意识
业财政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财税专业人才在事业征途上行稳致远的必要
加强中国历史教育需要找准实现路径。首先， 条件。
要设置并开好中国财政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
加强法治教育，培育法治意识，可以通过三个层
或新中国财政改革发展史等课程。2014 年，为制订 次课程教学实现。第一层次是培养学法守法好公民
财政学类专业国家标准，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的法治教育。这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员会面向开设财政学税收学专业的高校进行了专项 和《形势与政策》等公共必修课教学及学生自学实现
问卷调查。其中涉及“贵校是否开设中国财政史类 的。第二层次是培养经济管理优秀人才的法治教
课程的问题”，收回有效问卷的高校中超过 70% 的回 育。这要通过《经济法》和一系列相关课程实现。第
［1］
答是“否”
，由此可见，目前总体形势十分严峻。其 三层次是培养公共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法治教育。
直接原因在于不少学校财政史学教师匮乏，史学研 由于公共理财、公共管理与服务的专业指向，要求我
究过冷［2-3］，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短期化和简单化的应 们在财政、税收、财政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社会保障
用教育导向。这一问题不予解决（尤其是高水平研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法方面强化法律教育。这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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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财政学、税收学、中国税制、国际税收、国家预
算、国有资产管理、社会保障概论、财政管理、审计学
等一系列课程教学去实现。
针对财政学类专业学生的从业去向，在法治教
育中要特别注重强化行使公权力的教育。首先，公
权力的主体和属性为“公”，是国家、社团、国际组织
等人类共同体为供给和生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促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对共同体成员进
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
执行的权力，而非个人权利。公共组织中的任何个
人不是公权力主体，只是基于组织的公权力代表组
织依法履职；任何个人只能基于公共利益和目的在
法定职责范围内代表组织行使公权力，而无运用公
权力谋取私利的权力。
其次，公权力来自人民，是人民在法定范围内让
渡私权利而形成的。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
言，
“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权利）让渡
［4］
与公众认可作为前提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洛克
说，人类为了弥补自然状态的缺陷，捍卫自身的自然
权利，于是签订契约自愿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力，交给
人们一致同意的某个人或某些人，从而出现国家。
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两者的权力来
源。因此，行使公权力必须有边界，而边界的法理依
据即是“法无授权不得为”。行使公权力必须以法律
规定为边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才可对私
权利进行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干预，否则便构成
对私权利的侵犯。现实中，无论是出于对法律的漠
视，还是封建思想作祟，恣意超越法律界限的乱作为
和不作为都是对不同群体权利和利益的侵害，都是
应该制止的。
此外，还要加强权力监督教育。财政是为提供
公共产品和服务而进行的政府分配活动，财政税收
等公共部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要接受多重监督。以
我国为例，对于财政分配，首先要有权威性最强的立
法机构监督，即各级人大的全过程监督。在预算编
制环节，各级人大财经委和常委会预算工委与财政
部门多次沟通，提出专家和代表意见；在预算审批环
节，各级人大代表提出审议意见，人大财经委出具预
算评审意见，且全国人大审批中央和地方债务限额；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人大可组织询问或质询会，就重
点热点问题向行政主官提出质询；在决算环节，人大
要听取审计机关报告及审计整改报告。其次有专业
性最强的审计监督，同时有财税机关等内部的监督。
此外还有力度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的社会公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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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包括公共媒体和自媒体的监督，以及举报、投
诉、上访、诉讼等形式的监督等。总之，应该通过专
业课程教育，使学生不仅了解多元财政监督内容与
程 序 ，而 且 树 立 服 从 监 督 、依 法 行 政 、严 谨 工 作 的
意识。
三、培养公共意识
培养公共意识是财政学类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
的另一密切结合点。公共意识即集体意识是相对于
个体意识而言的，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取向、对于公
共事务的看法、态度、价值观念的总和。就其范围而
言，狭义的公共意识包括社区意识、集体意识、部门
意识、团队意识等局部、特殊的公共意识，广义的公
共意识包括政府意识、国家意识、全球意识等全局、
一般的公共意识；就其内容而言，公共意识包括公共
利益意识、公共道德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公共规范
意识、公共参与意识、公共关怀意识、公共服务意识
等等。美国学者库柏认为，公共意识并非“期望公民
必须变得无私并在行为上完全利他，但这确实意味
着，公民有责任既要发现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也要
发现政治社群的利益，而对这一社群利益，他们负有
［5］
契约性的自制的责任。”
正是这种对公共利益与个
人利益相互联系的体认，促使公民主动进入公共领
域，追求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
步，基于个体和公共的利益和责任有机结合的理性
公共意识成为主流。
“ 公共性”在每个人身上折射出
的现代素养，体现着一个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文明高
度。从这一角度讲，培养具有理性公共意识的公民
是高校思政课程、通识教育课程的使命所在。
财政学类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培养公共意识的
特别重要性和必要性。与一般经济学、管理学类的
专业不同，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府或公共部门的
收入、支出等分配活动及相关经济活动的规律性及
其社会经济效应等，财政学即是如何“理公共之财，
管公共之事”的学问。从事公共经济管理的人才需
要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能力。因此，结合财
政学类专业和课程特点，应着力引导学生树立公共
意识，着眼公共视角，关心公共问题，关注公共风险，
研究公共决策，培养学生研究公共问题的能力、沟通
公共各方的能力、制定公共规则的能力、管理公共事
务的能力，尤其是管理公共之财的能力，从而培养具
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求同存异、兼
容并包品行的治国理政人才。
如何培养公共意识？其一，财政学或公共经济
学等专业课程是重要的实现路径。如在讲授财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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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财政支出等章节时，按照公共利益-公共需求-公
共产品-政府资源配置的逻辑展开，揭示公共利益和
公共需求存在的客观性，阐释供给公共产品、抵御公
共风险的必要性，分析通过政府分配活动的主渠道
满足公共需求的可能性；在讲授公共决策、预算管理
等章节时，阐释公共决策不同于私人决策的程序和
规则，揭示公共决策的特殊规律和国别特征；在讲授
公共收入章节时，分析税费征收对公共品提供的保
障作用，研究税收对于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促进
机制，培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服务意识；在讲
授国际财政章节时，从国际共同需求引出国际公共
品供给的必要性，分析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实现路径，
揭示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需要和
学理基础。再如引导学生围绕如何提供更加公平和
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服务，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如何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如何调节个人收入分
配，如何解决跨地区跨国境环境污染治理，如何应对
一国甚至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维护地区乃
至全球安全等等进行专题讨论，引导学生认识公共
问题存在的普遍性，治理的复杂性以及治理责任的
多元性，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复杂公共问题的责任
感和能力。其二，专业实习和社会调查也是培养公
共意识的有效途径。通过参观税务大厅，通过岗位
实习，通过社会调查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
庭，引导学生关注公共问题，关心民众疾苦，探求公
共治理之道。
四、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
国主张。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
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
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
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
观，明确了其核心要义。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
调，
“ 坚 持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系统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政治、安全、经
济、文明、生态等丰富内涵。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倡议，首先是基于全球化趋势下的人类共同
利益观。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
不可逆转，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密切，但也面临
诸多共同挑战。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
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
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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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都构成了极大威胁。不论身处何国、信仰如何、
愿意与否，实际上人类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
与此同时，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
价值观已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6］。其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源自中华文明历经沧桑
始终不渝的和合文化。从“以和为贵”
“ 协和万邦”的
和平思想，
“ 君子和而不同”
“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大同理想和包容智慧，到“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
“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
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取向，同外
界其他行为体命运与共的和谐理念，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基因，薪火相传，绵延不绝［6］。在中国人民致力
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致力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追求中国人民福祉，而且
关怀世界人民共同福祉，正是我们发扬光大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财政学类专业课程思
政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恰好契合了财政学专业教育的公共属
性。它既是研究我国国际财政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价
值导向，也是解答我国国际财政新发展的金钥匙。
其一，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产
品）概念的阐释。随着各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人员交
往、文化交流、环境影响的不断深入，各国在从国际
合作中获益的同时，也面临要素和产品流动带来的
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提供各国普遍受益的国
际公共产品，即是抵御共同风险、获取共同利益的理
性选择，而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无疑是求同存
异、谋求合作、扩大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催化剂。但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利益观、价值观的差异或现实
条件的约束，在国际公共品供给上还面临十分现实
的不合作风险及“搭便车”问题，使公共品供给缩小
规模、延迟甚至流产。其二，国家财政国际支出的认
识。一国财政的国际支出是一国参与国际治理、承
担国际责任的财政体现。对于国际组织缴款，可以
视为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一般遵循支付
能力原则和受益大小原则，对于一些经济性国际组
织，也存在依据自愿认缴原则的情形。规则的形成
均应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为前提，而不可以倚强凌
弱强加于人。一旦规则确定，任何成员国只有遵循
的义务，而无破坏或讨价还价的权利。我国一直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通过参与各类国际组
织，而且通过倡导设立南南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在全球教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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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国际安全秩序、全球气候变化、提供金融支持等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尽己所能，履行职责，体现了应
有的大国担当。至于对外援助支出，我国的重点是
“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和自主发展能
力建设，帮助他们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提高教育水
平，改善医疗服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公
益设施，并在其他国家遭遇重大灾害时及时提供人
［7］353
道主义援助。”
这更是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具体体现。其三，国际税收问题及其协调。避免
国际重复征税和税收流失，促进税收利益在相关国
家地区之间合理分配，以利于国际经贸关系正常发
展，是国际税收问题的核心所在，发展各种国际税收
协调方法则是相关各国共同行动进行国际税收合作
的具体措施。其中，以国际税收协定为协调载体，以
免税法、扣除法、抵免法为具体方法，以建立自由贸
易区为大力度措施。近年来，我国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积极参与 G20 和 OECD 的 BEPS（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项目）行动计划，创造性地提出一些新的
税收利益分配原则，以争取市场溢价、成本节约带来
的利润更合理地留在发展中国家。2016 年 G20 杭州
峰会公报将“建立一个全球公平和现代化的国际税
收体系”为目标，各国致力于推进税基侵蚀和利润转
移合作、税收情报交换、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建设和
税收政策等［7］360-361，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

动实践。显然，让学生了解国际公共产品在抵御共
同风险、获取共同利益中的作用，正确认识国家财政
的国际支出及我国的国际权利与义务，完善国际税
收问题及其协调机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
财政学类人才培养体系，是财政学开展课程思政教
育的重要内容。
（樊丽明，山东大学校长、教授，山东大学公共经
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财政学类本科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济南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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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Key Issu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of Public Finance Disciplines
FAN Liming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of public finance disciplines should abide by
the general requirement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disciplinary attribut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training goal. There are four key issues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which include: (1)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conditions, which should focus on the Chinese
condition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to stimulate the strong sense of patriotism and responsibility. (2)To consolid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rule of law, and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exercising public power and power
supervision. (3)To develop public awareness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 responsibilit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pacity. (4)To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research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finance.
Key words: disciplinaries of public fina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ke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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