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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情意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然而在传统的教育教学中,我们更多地去关注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方面

的发展,却忽视了对其进行专业情意的培养。专业情意和专业知识及专业能力一样,都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因此,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一定也不能忽视了专业情意的培养。本文以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会计信息管理专业学生
为调查研究对象,进行专业情意调查。针对调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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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affect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but neglect to cultivate their professional affection. Professional affection, lik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developing students' overal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we must not neglect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affec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tudents of Kunshan Dengyu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professional affection investig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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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情感素质、意志素质对

2 会计信息管理学生专业情意调查现状

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学生专业成长的过程不仅是简单

本次调查针对会计信息管理专业大一、大二、大三学生,

的知识和技能的增长过程,还是为走向工作岗位做准备的过

共发放80份问卷,回收77份,有效问卷77份。通过调查发

程,也是为走向社会做准备的过程。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

现,55%的学生是00后,40%的学生是90后,82%的学生是女生。

培养起来的情意素质是学生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它在很大

当问及选择本专业的理由,8.93%的学生是因为看好本专业

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因此,了解学生专业情

的未来发展前景,17.86%的学生是出于自己对于会计信息管

意的内涵,调查并分析学生的专业情意现状,探讨学生专业

理专业的兴趣,64.29%的学生是因为父母或者亲戚朋友的推

情意的培养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荐。当问及毕业时是否会选择会计工作,15.79%的学生表示

1 专业情意的内涵

很愿意做会计工作,59.74%的学生表示不确定,还有24.47%

学生的专业情意包括专业情感、专业期望和专业价值

的学生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从事会计工作。当问及毕业后是

观。专业情意是学生对专业认知的反映,且对其学习及将来

否会继续参加相关培训以提高专业技能时,35.09%的学生表

的职业行为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学生的专业情意只有得以

示会继续自我提升,63.16%的学生表示不确定,1.75%的学生

适时培养,才能够帮助学生克服专业学习及未来工作中遇到

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学习会计相关知识。68.52%的学生表示他

的困难。如果学生缺乏对专业所应具有的情感、期望及价值

们会考虑销售、文员和信息技术等职业。调查还发现,原来

观,这将会阻碍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之路。本研究通过调查

出于别人推荐等外部因素选择会计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中,

问卷形式,了解学生专业情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通过统计

有 12.2% 的 学生 经 过 专 业 学 习 开 始 喜 欢 会 计 信 息 管 理 专

分析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并探讨性的提出一些专业情意培养

业,80%的学生可以接受本专业的学习,极少数还是不喜欢本

方面的建议。

专业。当问及会计专业在单位的地位时,17.86%的学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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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80.36%的学生认为一般,1.79%的学生认为不重要。数

应该尽量培养会计信息管理学生的专业情意,使得学生既然

据显示,大部分学生很熟悉会计类职业技能证书,61.4%的学

选择了会计信息管理专业,就要喜欢上会计信息管理专业,

生表示在未来会参加相关职业技能考试,1.76%的学生表示

对会计信息管理专业抱有期望,树立会计信息管理专业价值

不会参加相关职业技能考试。

观。为了更好地培养会计信息管理学生专业情意,可以从以

3 会计信息管理学生专业情意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下三个方面着手：

3.1报考专业盲从现象严重

4.1专业情感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学生报考专业存在盲目报考的问

4.1.1加强专业宣传力度

题。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选择本专业是因为父母或者亲戚

以会计信息管理专业为例,对本专业的宣传可以充分展

朋友的推荐,这一比例高达64.29%,只有小部分学生是出于

示本专业的特点、发展状况及就业方向,使学生对本专业有

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看好本专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学生对

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例如,在学校教学区域、生活区域等

于专业缺少认知,缺少主动选择,那么专业情意就会很淡薄。

学生常见的场所设置宣传栏,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介绍会

从这个角度上说,专业盲从现象为接下来的专业情意的培养

计信息管理的就业前景、优秀毕业生信息、合作单位等。很

埋下了隐患。

多学生在选择本专业之初,对本专业缺少了解。通过宣传,

3.2专业情意淡薄

可以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学校也要举办带有专业知识

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的专业情意淡薄,没有表现

色彩的活动,号召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宣传方式综合运用,

出对于专业的强烈喜爱,也不看好会计相关工作岗位对于企

营造出一种良好的专业氛围,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喜欢上自己

业的价值,也没有很高的专业期望。当问及毕业时是否会选

地专业。

择会计工作,大部分学生表示不确定,还有24.47%的学生明

4.1.2在课堂教学中培养专业情感

确表示自己不愿意从事会计工作,只有15.79%的学生表示很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选择适当地教学内容,对学生进

愿意做会计工作,68.52%的学生表示,如果有选择,他们会考

行专业情感方面地培养。比如,教师可以分享本专业成功人

虑销售、文员和信息技术等职业。 针对不喜欢本专业的学

士案例,在同学们心中树立一些标杆形象。

生进行进一步调查发现,他们觉得本专业难度大,但是也不
愿意花时间研习,不愿意克服专业学习道路上遇到的困难。

4.2专业期望
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于本专业就业方向及前景很迷茫,

3.3职业发展迷茫

缺少专业期望。对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多为学生讲解

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学生没有一个明确的职业发展规

本专业的应用价值,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所学会有所用,以帮

划,59.74%的学生表示不确定未来是否会从事会计工作,只

助学生树立自己的专业期望。

有15.79%的学生表现出很愿意做会计工作。当问及毕业后是

4.3专业价值观

否会继续参加相关培训以提高专业技能时,63.16%的学生表

专业价值观的培养,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课堂

示不确定,1.75%的学生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学习会计相关知

上,教师要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将本专业价值观潜移

识,只有35.09%的学生表示会继续自我提升。部分学生不喜欢

默化的植入课堂。另一方面,学校要进行课外宣传教育,彰显

本专业,但是当问及其是否有感兴趣的专业时,相当多的学生

会计信息管理专业主流价值观。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专业,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没有规划。
调查发现,由于家长或者亲戚朋友推荐才选择会计信息
管理专业的学生人数较多,30%的学生不愿意选择会计工作。
调查发现,原来看好会计发展前景、喜欢会计的同学,有20%
不再喜欢会计信息管理专业,原来因为亲戚朋友推荐而选择
会计信息管理的,有30%喜欢会计专业。20%的学生不喜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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