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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课程思政理念的探索，结合上海海事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实例，从教学设计、教师的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等方面探讨了数学类课程中一些可行的课程思政的方法，并提出相关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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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example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in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practical approaches in mathematic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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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design and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ability in such field. And then
relevant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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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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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
在新时代下，这既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一流
人才、建设一流大学的应有之义。当传统的思政课程还在不遗余力地发挥育德育人的作用时，课程思政
的优势正在逐渐展露光芒[2]。利用线下的教学平台，任课教师可以教知识、教做人，塑造价值观，传播
正能量，真正地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三全育人”，这也正是课程思政理念的初衷和开展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的原因所在。
高校的数学类课程既“广”又“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科本身涵盖面较广，包含的课
程数目较多；二是课程受众面较广、涉及人数较多。这样的学科特点就决定了他的线下教学不仅是课程
思政的重要阵地和载体，而且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不容忽视的重要资源。然而，此类课程的思政教育作
用并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发挥，依然存在教学与思政“两层皮”，教师“无以施展”，学生“叫苦连连”
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学类课程内容难度大，课时有限，在有限的课时内
需要讲授的内容较多，一线教师往往忙于专业知识的讲授而无暇顾及思政教育。其次，一些数学类的基
础课程理论性较强，应用性不够明显，缺乏课程思政的有效结合点，导致课程思政缺乏恰当多样的材料。
最后，任课教师对课程思政不够重视，缺少相关的理论知识，缺乏进行课程思政的有效方法。

2. 高校数学学科课程思政的几点建议
2.1. 提升教师的思政理论水平和道德素养
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的主导作用无可替代。在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的要求下，如何去设计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制定评价标准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对于所有
教师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不仅如此，在结合课程自身特殊性的前提下，如何将教学与思政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也是每一位教师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今天的高校教育
中，传道授业固然重要，解惑学生在漫漫人生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才是教育的真正内涵，这就要求我们
的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政理论水平和个人的道德素养，做到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真正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贯穿思政教学的理念，避免生硬感，累赘感。为此，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
院推出众多举措，保证每一位教师都能够有时间、有途径、有机会去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自
2014 年上海高校探索实施课程思政以来，上海海事大学根据自身的学科特色，紧密联系海洋强国的战略，
推出了“中国系列”课程之一的《大国航路》，并由时任校长黄有方为该课程讲授第一课。该课程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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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国家与世界”为主题，爱国主义教育为指向，与全校师生分享了国家航运的发展进程，勉励海大的
学生在海洋强国与航运强国的建设中勇于担当[3]。2019 年出版的丛书《大国航路》也被列入“中国系列
丛书”的书单。文理学院作为全校通识类课程教学工作的重要部门，课程思政的任务尤为艰巨。为了不
断提升教师的思政理论水平，文理学院党委在每周三下午都会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职教师为全院教
职员工讲授该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领会《大国航路》的深刻内涵，剖析国家航海航运战略的重要性，
进一步提升一线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在学习中感受到浓浓的爱国情怀。与
此同时，文理学院积极鼓励年轻教师参加课程思政比赛，在比赛中交流，在比赛中学习，在比赛中进步，
让年轻的教师快速成长为课程思政这块前沿阵地的主力军。

2.2. 注重数学理论与时政热点的紧密联系
对于大部分理工类的学生与经管类的学生而言，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每一个学期，他们都需要学习
一门数学类的课程，从而完成学位基础课的学分。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学习自己的专业课程，这也就
意味着每一位学生都承担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掌握知识，塑造正确的价值观
就成为了数学学科课程思政的核心。针对该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数学的理论知识与时政的相互结合
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下面就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数学期望的教学过程为例[4]，进行说明。在为学
生讲解数学期望的基本定义与算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近期的热点事件来强化学生对数学期望的理
解，如下：
2021 年 1 月 2 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报告新冠首例新增病例以来，疫情又突然爆发，短期内出现了
大量的病例，防疫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河北省防疫部门快速反应，自 1 月 6 日起石家庄市全市范围内启
动全员核酸检测。截止到 1 月 22 日，石家庄市已完成了全员的 3 轮核酸检测，累计检测超过 3000 万人
次。为何中国的检测速度如此之快？外国的媒体不禁地感叹。众所周知，2020 年 11 月 6 日英国利物浦
市尝试实施整个城市大规模核酸检测，他们计划在两周的时间内对全市的 50 万人进行检测，然而两周过
后，检测的人数却连一半都未达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中国青岛市在 15 天内
便完成了 1000 多万人的核酸检测，5 天内便找到了“零号病人”，这就是令人引以为傲的“中国速度”。
在这惊人的速度背后隐藏着样本采集的核心技术：混采检测技术，即将一组人的拭子样本混合于一个采
集管中进行核酸检测，若该组的检测呈阳性，再对该组人逐个进行检测。此次石家庄市低风险地区的全
员核酸检测即采用了 1:5 和 1:10 的混采方法。那么这种混采检测技术是否真的可以提高检测效率呢？
此时，可以利用相关知识对该问题进行解释。用随机变量 X 表示某人做核酸检测的次数，我们对全
1
部市民进行分组，每 k 个人构成一组进行混合检测。令每个人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概率为 p 。显然， X =
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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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家庄的核酸检测为例，截止 2021 年 1 月 28 日，石家庄现有新冠肺炎感染者 608 人，整体的感

染率不足万分之一，并且采用了 1:5 的混采检测，即 k = 5 ，利用上述的公式可算得 E ( X ) ≈ 0.2005 。这

就意味着石家庄市 1 千万人口只需要做约 200 万次的拭子检验，即可完成全员的一次核酸检查。很显然，
这种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检测的效率，非常适用于低风险地区。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要求我们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就要求全体教师、教职员工积极
成为思政大课堂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课程的纯理论教学已经很难适应高校教学的新环境，也很难满足学
生日益增多的各种需求，所以理论教学与时政热点紧密相联的课程思政模式将是教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数学的课堂上，学生用自己所学去理解国家的强盛与繁荣，这或许才是课程思政的真正目标。

2.3. 注重数学理论相关发展背景的介绍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发现，数学类课程中有很多知识点只是纯粹的理论，很难涉及学生的价值选择
与判断，也很难干预学生的思想内容或纠正学生的日常行为。这些课程的任课教师都具有扎实的理论功
底，他们更倾向于将知识内容讲明讲透，而忽略了思政育人的问题。以上海海事大学的《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课程为例，总共 48 课时，需要学习八章内容，时间紧，任务重，任课教师往往在完成教学任务的
前提下很难再抽出时间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正因如此，许多任课教师会选择讲好“开学第一课”，通
过介绍课程的整体情况以及我国学者在该学科发展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
神的目的。很显然，这样的做法很难满足课程思政的要求，任课教师不能就此打住，更应当从理论本身
着手，借助专业知识来育德育人。笔者认为，类似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样的应用性较强的课程，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研究一些理论的发展背景，讨论一些经典问题，从中抽象出一些积极认真的科研态度，
为学生的价值观塑造提供一个良好的参考。
例如，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学科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经典的“反直觉问题”——Monty Hall 悖
论，也称之为“三门问题”。具体而言，舞台上有三扇门，其中两扇门的后面放了两只山羊，剩余的一
扇门后面停了一辆汽车。观众上台进行抽奖活动，他选中的门后所对应的奖品就属于他。显然所有的观
众都希望能够获得汽车。当某位观众选定一扇门后，主持人会在剩下的两扇门中打开一扇，发现这扇门
后面的奖品是一只山羊。此时主持人会问该观众：是否愿意更换最初的选择，从而选择另一扇未打开的
门？
给出问题之后，任课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在此基础之上总结出学生
讨论的各种结果。容易得到，学生的答案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答案：在剩余的两扇门中，每一扇门获得
1
汽车的概率都是 ，因此没有必要去更换原来的选择；第二种答案：更换原来的选择后，获得汽车的概
2
率更大。
此时，任课教师不需要着急给出标准答案与详细解答，可以在此穿插该问题研究的相关背景与发展
进程。事实上，该问题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热烈的探讨。很快，美国的一位杂志专栏作家 Marilyn vos Savant
2
给出了她的答案，她认为这位观众如果更换最初的选择，那么获得汽车的概率为 ；否则，获得汽车的
3
1
概率只有 。这个答案的出现，在学术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要知道，Marilyn vos Savant 的智力测验
3
显示她的智商高达 228，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因此她给出的答案还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然而
在当时，这件事却为她带来了很多的非议与人生攻击，甚至有许多学者认为她的智商测试名不副实。面
对这样的质疑，Marilyn vos Savant 连续利用专栏的四个版面对该问题进行了解释。随后，有数万名学生
对该问题进行了课堂模拟实验，
得到的结论与 Marilyn vos Savant 的答案是一致的。
那么 Marilyn vos Sa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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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为什么是正确的呢？在这里，我们恰好可以利用刚刚所学的概率知识对该问题进行求解，笔者相
信，这样的求解会让学生对所学知识点有更深的认识。问题解决过后，对于该问题的教学还没有结束。
通过这个事件的学习，任课教师应当为学生传达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决策问题，保持理
性头脑，全面分析问题，这样也许会找到更好的选择。
在数学的课堂上，能在某个时刻听到如诗般的优美语言讲述生动有趣的故事，学生们一定不会再瞌
睡连连，眉头紧锁。在课堂的学习中掌握知识，了解历史，塑造正确的价值观，这也许才是课程思政的
意义所在。

3.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5]。高校的立身之本就在于立德树人，传统狭义的“思政课程”教育正在逐
步向多学科广义的“课程思政”教育转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领下，各个学科应当相互联系，相互
融合，相互贯通，努力将中国的高校教育打造成为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于一体的新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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