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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管理会计是一门理论抽象,注重计算过程与方法的课程,很适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管理会计课
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应以挖掘思政元素为关键,以教学案例设计为主线,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深度融合,将
抽象问题形象化。通过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提升学生数据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决策支持能力等综合能
力,并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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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Course Based on Ca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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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ement accounting is a course with abstract theory and emphasis on calculation process and
method,it is very suitable for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course should focus on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ake
teaching case design as the main line, deeply integrate the curriculum content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visualize abstract problems.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cours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such as data analysis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decision support ability are
improved, and cultivate students' teamwork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Key words] management accoun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case; ideological elements
引言

题形象化,简单直观地解决《管理会计学》课程思政的难点问题。

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各门课
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1 确定课程思政的内容,挖掘思政元素是关键
表1 管理会计课程思政元素及融入方式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开始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2014年财政部发布全面加强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以来,管理会计越来越重要,通过多年教学实践与文献研究,我
发现管理会计学课程教学与社会对管理会计人才需求仍有较大
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学生难以理论联系实践、创新能力弱等方
面。教师讲解管理会计典型案例,便于学生理解抽象的理论,做
到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去。将案例融入PPT课件、EXCEL
课件及微视频、微课件中,以直观易懂的授课方式突破难点,让
学生了解这些案例并从中体会创新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学以致
用的能力。
为了更好的开展课程思政,本文进行了管理会计学“课程思
政”案例设计,从育人目标、教学拓展内容、融入思政元素、课
程和思政元素的契合形式等方面进行教学案例设计,将抽象问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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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课程实现的目标是有限的,不同课程要同向同行,产生
互补效应,需要对有些思政元素进行舍弃,需根据课程特征选择

京东有自己的物流体系,大大的降低了物流成本,而且可以
更快速的商品送到客户的手中,弥补了前期巨大的资金投入。

合适的思政元素,教师顺手,学生才会觉得妙。由单昭祥、韩冰

(4)自建支付体系,节约资金成本：体现突破陈规、敢于创

编著的《新编管理会计学》是适用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

造的思想观念。避免受制于人,京东终止了与支付宝的合作,并

高水平、高质量的管理会计教材,全书共八章,本文在这本教材

通过收购网银在线,着手打造自身的支付系统,将核心数据掌握

内容的基础上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如表1所示：

在自己的手中,实现了资金的全方位控制,保守了公司机密,加

管理会计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管理会计基本情况,第二

快了资金回流速度。

章为基本方法,第三章至第八章为管理会计的五项职能。都融入

(5)周到贴心服务,避免隐性成本：体现忠于职守的职业道

了思政元素,思政建设鲜明,思政点融入充分且恰当。结合当下

德。不管是晴天、阴天、还是刮风下雨天,在京东快递配送人员

课程思政的要求,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指导”,立德树人,强

眼里只有“送货天”。

调知识传播中的主流价值导向,通过在本课程相应的知识点融

2.2.2课程与思政元素的契合形式

入“传统理财文化”、
“职业操守”、“诚实守信”、“大政方针”、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京东全价值链节点战略成本管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
“学以致用”,培养有德有才的新时代

理案例发布在雨课堂,学生在手机端、电脑端进行课前预习,完成

复合型人才。

教师发布的思考题。在线下有更多时间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

2 教学案例的设计为主,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深度
融合

通过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在适当的环节,引导大家集中讨论；最后

2.1讲解管理会计典型案例

针对同学观点予以纠正、补充、总结,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
讲解管理会计典型案例,教师结合科研实例进行讲解,能够

教师结合典型案例进行讲解,便于学生理解抽象的理论知

增加身临其境的感觉,真正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过程中去。将

识,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将案例融入PPT课件、EXCEL

案例融入PPT课件、微视频、微课件中,以直观易懂的授课方式

课件及微视频、微课件中,以直观易懂的授课方式突破课程思政

突破难点,让学生了解这些案例并从中体会创新的重要性,培养

难点,并从中体会创新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2.2京东全价值链节点战略成本管理
为了更好的开展课程思政,设计出了《管理会计学》“课程

3 创新教学方法、开展混合式教学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时代优质教育资源有很多,精品开放课、

思政”案例设计表,以京东全价值链节点战略成本管理为例,从

慕课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化,学生自己从网络获取知识的能力和

育人目标、教学拓展内容、融入思政元素、课程和思政元素的

意愿增强。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变化,学生会刷书(从纸质教材

契合形式等方面进行教学案例设计。

中汲取养分)、刷知乎(从别人的分享中收获经验)、刷得到(从

京东是中国第一个成功赴美上市的大型综合型电商平台,

碎片的音频中收获灵感、刷慕课(看名师怎么上课),为了适应现

是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之一；京东基于全价值链节点的战略

在的学生,教师也应该改变教学方式,新时期教师需借助互联网

成本管理,实现了全方位的成本降低。

的工具更了解学生,进而提供更好的教学服务,激发学生的学习

2.2.1教学拓展内容、育人目标、融入思政元素
(1)减少库存,降低库存成本：体现与时俱进、大胆探索的
精神。

兴趣,愿意在课内和课外投入时间钻研。
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拓宽教学内容后,会面临课程时间不够
用的问题,混合式教学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充分运用中国大学

京东利用数据采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手段,根据商品

生慕课、学习强国等网络教学资源进行灵活的课前学习,学生带

点击率来判断分析客户的消费偏好,从而预计未来数天每个产

着问题在线下课堂讨论分享,教师在线下课堂上进行问题式教

品在的销量,可提前将产品运到仓库。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资源的

学,课后教师在开展引导进入线上复习和答疑等,整个过程很好

浪费,提高了仓库人员的工作效率,且降低了企业成本。

进行了线上——线下——线上的交互翻转,很好的解决了任课

(2)网络营销模式,压低经营成本。虚拟店铺销售无需租赁
成本和维修成本、从而避免了选址不佳及销路不畅等风险带来
的经营成本,采取直接从工厂进货的方式,越过了批发商、中间
商等环节,也极大的降低了经营成本,可将这部分成本让利给客
户,使网上购买的商品性价比更高。
网络营销模式无需大额的广告费、向目标客户精准投放广
告。借助于自身的互联网平台投放广告,可以及时有效地将商品
信息传达给客户,并利用各种促销手段来激发客户的消费欲望。
(3)自建物流配送,优化物流成本 ：体现解放思想、勇于创
新的科学精神。

教师进行线上督学、线下促学和线上线下助学的良性循环学习
过程。其中：
(1)线上利用中国大学MOOC平台李玉周教授的国家精品课
程《管理会计学》在线开放课程进行导学。
(2)线下进入实体课堂,由上课教师采用问题式的教学方法,
采用多媒体教室进行互动教学,利用智慧平台“雨课堂”等技术
工具进行辅助教学。
(3)线上利用中宣部“学习强国”APP“看慕课”,进行反复
观看收听复习上节学过的内容,然后再回到中国大学MOOC平台
开展线上练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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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复教与学的互动,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设计好每个案例,案例要包括所要掌握的知识点,与思政元素深

好的教学方式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教师只是作为指导

度融合,润物细如声,而且要拓展教学内容,还要开展教学案例

者,协助学生学习,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老师主动讲,学生被动听,

分析。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要集思广义,常教常新,教学内容与生

学生参与度不高的现象。

活和社会问题紧密结合,推陈出新,突出前沿。

4 完善评价方法

在后续课程建设过程中,要加强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录制

传统学业评价是进行期末纸质版考试、学生为了保证考试

各种管理会计知识点微视频,建立专门网站与教学资源库,突

及格,在考前死记硬背,不能真实反映学生能力水平、无法实现

出管理会计课程的开放性与示范性。要教学与科研互动,以研

教与学的目的。

促教,将科研和教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中,以提高教学的深度

全过程考核,上课前5分钟教师在微助教小程序发布签到,
学生扫描二维码签到,方便快捷,不影响上课时间。教师布置适

和广度。以教促研,总结提炼教学过程中的经验,以提高教师的
科研能力。

当的平时作业,认真批改后及时反馈给学生,同时登记在教学记

[基金项目]

录表中,确保平时作业成绩公正准确。教师在线下组织学生对课

湛江科技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项目“应用型本科院校

程的典型案例和专题内容通过课堂讨论或进行课堂提问等形式

管 理 会 计 学 课 程 教 学 与 科 研 互 动 模 式 探 索 ” (项 目 编 号 ：

开展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可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情况评定

JG2021138)；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高

成绩并记录。

等教育研究课题“思政素养与经济学学科核心素养视域下《产

比如在教学考核方案中作业展示占10%。该教学活动是通过

业经济学》课程教改研究”(项目编号：21GYB114)。

每组学生制作《管理会计应用案例》PPT并向全班作讲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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