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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大学数学的 “课程思政”工作的有效开展，通过分析大学数学课程的特殊性，提出大学数学类课程应

该以提升数学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挖掘“课程思政”内容纳入数学课程教学作为开展数学“课程思政”的着力点。通

过总结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思考与实践，举例说明了可以通过对课堂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中的例题和习题以及包括数

学史、数学家身平的数学文化的挖掘，为大学数学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提供充足的教学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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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工作的核心要义。 国际国内的实际都

要求我国当前的教育要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通过开展“课程思政”，充分挖掘和运用各学科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学资源，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人才。 “课程思政”是立足课程作为学科专业发展

的基础地位，从育人维度来关照课程价值，实现“思政”寓课程，课程融“思政”，发挥各类课程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共同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

理念新模式。 2018 年 9 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课程思政”工作进行了科学

概括和集中阐述，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门

课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研究“课程思政”，是新时代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迫切需求，是教育界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课题。 目前，“课程思政”已是各

方高度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很多教师在具体课程如何融入思政理念方面

开展了研究。 张劲松在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摸索出包括选题、制作、评选和推广等四个

环节的一整套教学流程和管理模式。 [2]曹净植等结合“财务管理”课程的相关内容，研究在课程中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品德、为人处世、创业教育等方面的思政教育点。 [3]李艳玲等对“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提出了结合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运行载体开展“课程”教育的建议。 [4]李明月等认为将

思政教育融入到中医专业教育中，能够实现中医药专业教育、人文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多重效果。 [5]

纵观已有“课程思政”的研究，关于对大学数学类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研究则很少见。 数学是科

学之母，它的繁荣与否往往决定着社会的进步或衰退。 同时，大学数学类课程在理工科学生大学生涯

中，又往往是学习课时最长的基础课之一，因此，其在“课程思政”中缺位是不应该的。 但大学数学课程

在教学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忽略他们与其他理工课程甚至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显著差异，显然也是不

能有效开展数学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工作的。 因此为推动大学数学的“课程思政”工作的有效开展，本

文在实践的基础上，研究在大学数学类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方法与特点，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培养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贡献一份力量。
一、大学数学课程的特殊性

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讲，数学课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过去大学数学教学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 （1）数学教学立足规律的普遍性。 大学数学类课程本身研究和抽象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超越意识

形态，具有通约性和普遍性，可以说，自然不变，其道理也不变，所以课程本身并不关乎思想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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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数学类课程参与“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上的困难。 但是，另一方面，数学揭示的是普遍规律，其中

蕴含的哲学思想往往具有普遍性，其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数学课程开展“课

程思政”，也是有许多有利因素的。 但是需要对课程进行新的设计，将对学生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挖掘出

来，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 （2）数学教学重“技巧”轻“教育”。 现在的数学课教学中，教师往往较重视运

算技巧的传授，课堂教学重“术”的掌握和运用。 课程对基本概念和理论，运算方法和技巧的掌握有明

确的要求，学生接受的教育重点在知识层面。 因此教师考虑育“才”重“器”的多，考虑育“人”育“德”的

少，教师在教学中往往缺乏“道”的自觉，这是数学类课程参与“课程思政”的教学思想上的痼疾。 而这

就需要从“课程思政”的角度加强对教师的教育和培训，改变教师多年形成的教学观念和教学习惯。
二、大学数学开展“课程思政”的着力点

1. 提升数学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消除思想误区。 由上面分析可知，由于数学教师多年形成

的教学观念和教学习惯，难免存在部分教师对数学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认识深度不够，认为与己无

关。 因此，教师首先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学课程之间的关系，认识到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数学教师要相信“课程思政”在数学课程教学中对于知识、能力和

价值观教育一体化的作用，加深对课程育人的要求和价值的理解，明确对于学生科学思维、人文素养

和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性。 只有数学教师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够形成开展思政教

育的内在需求，积极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开阔视野，精研教材，加大和加深

对数学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开发，将课程育人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将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服务社会的意识融入数学教学。
2. 创新教学方法，挖掘“课程思政”内容纳入数学课程教学。 数学课程的思政教育，并不等于“课程

思政”化，也不是课程或者课堂结束后，转而进行思政上的引申和靠拢，而是应该“润思政”而细无声，
自然融合。 教师要善于结合数学学科特点，因势利导，借题发挥，把数学课程学习过程巧妙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和目的。 坚持数学学科专业本位不改，只是在教学中进一步挖掘其内在哲理、价值等，作用

于学生，从而达成思政教育的目的，也就是经过科学学习和训练达到学生修养的全面提高。 数学课程

教学的思政改革应坚持以“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原则为基础，围绕“知识目标”“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三位一体构建“课程思政”体系，并在课程教学大纲中进行明确，固化于教学大纲中。 通过

在数学教学中对学生的严谨性和逻辑性的严格要求，逐步培养学生坚持真理、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和遵章守纪的诚信观念；通过数学的有序性、简明性、对称性和统一性，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和高尚情操。
三、大学数学开展“课程思政”的探索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挖掘了数学教学过程中很多可以用于思政教育的素材。 如在“高等数学”课程

教学时，在讲解定积分概念中的“变与不变”“近似与精确”的思想时，在讲解级数理论从有限项的和到

无限项的和的性质变化时，都伴随向学生揭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在讲解极限计

算中运用罗必塔法则使一个解决不了的极限问题通过转变形式，成为另一个能够解决的极限问题时，
有意识地联系实际生活的案例，培养学生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用发展的思想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从而使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增强辨证思想，加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中，当讲解通过引入分布函数，将概率与函数相联系，使集合

理论与微积分的计算相统一时， 就及时引导学生欣赏数学中的方法美和统一美， 提高学生的鉴美能

力，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 在讲解小概率事件在大量次试验中发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的结论时，就以

此鼓励同学在学习，工作中认准目标，不忘初心，不怕失败，不断尝试。 只要持之以恒，就可以大大提高

成功的可能性。 在课堂教学内容的精心安排之外，通过对教学过程中例题和习题进行提炼，也可以引

入思政元素，将教学与育人相结合。 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通过概率的比较可以得到结论：在

同样多人的情况下，多人合作方式维护一组机器要较单独工作更能有效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利用这个

计算结果我们就从概率分析的角度阐述社会主义公有制从理论上优越于私有制， 同时也进一步分析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60



郑 奕：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思考与实践

在该题中这种优越性应该具备的前提，也就是题中每个人无论是在多人合作还是在单独工作时，其工

作态度假设都是一致的。 否则，这种优越性就不能很好的体现。
上述素材之外，数学史、数学家的奋斗和工作历程，也为数学“课程思政”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如数

学发展史上的三次危机及化解，可以让学生看到“危”与“机”并存，只要坚持科学理念、正确方法，不断

探求，就能不断突破、战胜自我。 而且，每次数学危机的解决，往往都因此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如悖论

的产生，无理数的发现等。 因此让学生相信，迎接困难，克服困难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战胜困难可以

给我们带来无限的乐趣，看到新的风景。 同时，在数学教学中会出现很多数学家的名字，适时在课堂上

穿插一些名人轶事，不仅可以让听课的学生兴趣盎然，而且也会给予他们意外的收获、前进的榜样，有

时也能帮助学生对学科的成长追本溯源，可以籍此引导学生树立高远志向，历练敢于担当、不懈奋斗

的精神。 鼓励学生具有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激励他们在学习中孜孜

不倦，不畏艰险。 因此数学文化这座宝库对于数学的“课程思政”至关重要，值得去深入挖掘。
“课程思政”的目的是挖掘课程的思想政治资源，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达到全面育人的目

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学生成长发展需求的一致性。 [6]本文通过总结对大学数学课程教学中开

展“课程思政”的着力点和实施方法的研究与实践，希望能够为“思政”教育贯穿到数学课程教学的全

过程，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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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ZHENG Yi
(Information Colleg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colleg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colleg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mathematics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tapping the cont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to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By summarizing the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at sufficient teaching materials can be provided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content, examples and exercis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mathematical culture including mathematical history and mathematician’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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