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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into differential equation teaching, and holds that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solutions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 have the advantages of integra-
tion with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special solution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 and the explanation of mathe-
matical knowledge prototype of general solu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 and special solution 
course are excavated from the ideological perspective, so as to stimulate and 
improve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of students and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ollege mathematics 
teachers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rational thinking, guide students to estab-
lish correct values and form excellent humanistic quality by constantly min-
ing the spirit of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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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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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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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在这一重要讲话

精神指引下，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政课程”和“专业课程”同向同

行协同育人的新局面。课程思政的核心是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效结

合，解决教师“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么教”，让学生清楚“应该在

哪儿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做什么样的人”，督促教师从教书育人向

立德树人转变。只有教师立德树人、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才能提高

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

面发展的人才。 
课程思政在上海首先提出，到目前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时间。五年来，

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和有建设项目的意见和建议。但我们认为，课

程思政的根在课，魂在思。如何通过课程来践行课程思政，滕跃民教授提出

的课程思政的道法术器和薛中会教授提出的融合思想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和

实践价值[2] [3]。 
微分方程作为大学经管类、理工类各专业(数学专业除外)开设的一门重要

的必修课《高等数学》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具有“育人”的独特优势和微言

显大义的思想价值。作为高校数学教师，也应自觉落实高等数学“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教育要求，积极进行“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及探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本

文结合课堂教学课程思政改革实践，在分析课程思政融入高等数学教学的可

行性的基础上，重点从数学哲学视角探讨高等数学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 

2. 微分方程通解和特解的基本概念 

众所周知函数是研究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重要工具。通过函数关系，建

立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而探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可在许多实际问题中，我们通常不能或者难于直接给出所需要的函数关系，

但一般能给出含有所求函数的导数(或微分)或差分(即增量)的方程，这样的方

程在数学上称为微分方程或差分方程，需要从这些方程中求出或者探索得到

函数关系。下面先对微分方程的有关内容做一简单介绍。 
在通用的《高等数学》教材中，一般是这样定义微分方程的“凡含有未

知函数的导数或微分的方程，称为微分方程(differential equation)”。其中未

知函数为一元函数的微分方程，叫常微分方程(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未知函数为多元函数的微分方程，叫做偏微分方程(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
tion)。为简单起见，本文只讨论常微分方程中的课程思政，下文如无特殊生

命，所说微分方程就仅仅指常微分方程。常见的常微分方程的形式如下例子

(1)-(2)。 

d 2e
d

xy
x
=                            (1) 

d 2
d
y y x
x
+ =                           (2) 

如果将一个函数代入微分方程，能够使得该方程成为恒等式，则称这个

函数为该微分方程的解(solution)。微分方程的解中含有任意常数，且相互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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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任意常数的个数与微分方程的阶数相同，这样的解叫做微分方程的通解

(general solution)。由于通解中含有任意常数，所反映的是一类事物发展变化

的普遍规律(所谓的共性)，它还不能确切的反应某客观事物的特定规律(所谓

的个性)。为此，要根据问题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的问题以及确定这些常数的条

件，这些条件一般称为定解条件、初始条件或边界条件。确定了通解中的任

意常数后所得的解，称为微分方程的特解(particular solution)，即适用于具体

问题或具体情况的解，也就是解决方案[4]。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来说微分方程的通解可以包含它的所有解，或者在

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微分方程的通解会包含微分方程所有解。但是并不是所

有微分方程都有通解，有些微分方程只能通过数值方法来求解。从哲学上来

讲就是事物发展的特例或者称之为特殊情况。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通解中的任意常数有时是“不任意”。在常微分方

程通解的定义中强调相互独立的任意常数，意指在通解中取一组给定的常数

得到的函数都为对应常微分方程的解。其实，任意常数并非可以任意取值，

如 sin cosy x C+ = 是常微分方程 cos d sin dy y x x= 的通解，此时 C 取大于 2 的

值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任意常数并不是一定可以取遍任意实数的，而且也不

要求它一定要取遍实数，这个任意性应该在使得通解关系式有意义的范围内

体现。任意不是任性，任意的解要满足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说以不能是任

性的。就数学本身而言，只要使得数学表达式具有数学上的存在即可，但是

数学函数表达式要面对具体的问题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和应用价值。因而除

了满足数学的函数的定义域和对应法则的要求之外，还要考虑具体的应用场

景的条件限制。 
 

 

3.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

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马克

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的基础上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的

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

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借鉴和融汇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

础上形成的东西文化交融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论

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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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4. 微分方程通解和特解的课程思政内涵 

4.1. 微分方程的通解与特解的辩证关系 

4.1.1. 微分方程的通解到特解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 
寻求通解是人类解决本质上相似问题的通用方法，进而归纳所得的通解，

或者称之为一般规律推广到具体的案例中，寻求特殊问题的解。因而在微分

方程的求解过程中蕴含着大量的人类最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即归纳和演

绎。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方案，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各级

政府的具体蓝图，无不体现了通解和特解的辩证规律。 

4.1.2. 微分方程的通解和特解关系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通解是这个方程所有解的集合，也叫作解集。特解是这个方程的所有解

当中的某一个，也就是解集中的某一个元素。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矛

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相互区别的，有着各自的内容。事物矛盾的普遍性指

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是事物的共性，它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

特殊性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是事物的个性，它是有条

件的、暂时的，因而是相对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是指，共性寓于个性

之中，个性又受共性的制约，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从“互联

网+”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思想的提出，到具体的“互联网 + 教
育”、“人工智能 + 教育”和“大数据 + 教育”等，都体现处矛盾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不一一列举。 

4.1.3. 微分方程的通解和特解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理论是普遍的、抽象的，而实践总是具体的、实际的和确定的。微分方

程的通解对于解微分方程给出了一个通解指导下的方案，而微分方程的特解

是在具体的初始条件或边界条件下的特例。如微分方程 (1)的通解为

2exy C= + ，其中 C 为任意实数。当面对一个实际问题是我们需要根据具体

情况来确定 C 的取值，比如 C = 3 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而 C = 5 是另外一个具

体的情况。众所周知，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中央政府

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是通解；即是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

上的主要方针，也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所采用的制度。香港问题、

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国家

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目前香港回归 22 年，澳门回归 20 年，都是

在“一国两制”这个“通解”指引到取得符合香港和澳门的通解：《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展望未来，我们必将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实现台湾问题

的解决。这些又何尝不是通解和特解的具体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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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微分方程的通解和特解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 
通解是抽象的，是所有特解的集合，而具体的特解仅仅是该集合中的一个

元素而已。微分方程的通解是数学从事物的普遍性之中抽象出来的公式或者

解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只有在面临具体的问题时才能具有现实的

意义和价值。世界是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有个有自己的不同，而作为具体

的特解在获得特解的同时反过来丰富通解的内涵。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

策不可能面面俱到，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政策法规一定是在党中央思想和

国务院政策法规指导下的因地制宜，同时各个地方的具体的实践，反过来丰

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总的政策方针，如此不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方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6] [7]。 
综上所述，微分方程的通解和特解的关系从哲学视角而言就是一般和具

体、抽象和简单、共性和个性、理论与实践、归纳和演绎的关系。这些关系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话题，正如恩格斯所说数学是哲学的实践，哲学是

数学的在思维层次的升华，并用来指导数学的发展。微分方程的通解和特解

分别对应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适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微分方程

的特解是满足一定初始条件下的方程的通解中的特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时间相结合的产物，可以外延的比喻为马克

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国情、民族特点和习惯、社会环境情况下的特解。从哲

学层面上分析，二者都具有客观性，一个是自然的哲学，一个是社会的哲学。 

5. 结束语 

微分方程中蕴含着大量的立德树人的元素和思想，如何有效地提取数学

知识中的立德树人因子是实现课程思政的关键。本文从微分方程通解和特解

的关系出发，通过解析二者之间的哲学辩证关系，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解”为一体，较为巧

妙地阐释了道路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

实现，有助于青年学子坚定立场和道路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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