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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and university teachers are constantly ex-
ploring how to imple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lass-
room teaching process. The author designs and practices the course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specialized courses—operations research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how to combine the operations research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o as to 
play the role of major course teacher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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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教育部于 2017 年 12 月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

要》，明确将上海近年探索和提出的“课程思政”推向全国以来，此项工作

已在全国各高校如火如荼的展开[1]。“课程思政”的内涵主要强调：高校所

有课程必须具备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深入

挖掘各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高校所有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

在知识传授中强调价值引领，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着力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课程教学的全过程；高校专业类课程、综合素养类课程

等课程要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保持同向同行、形成协同[2]。 
专业课程的“专”站位在“业”，为“业”而“专”开设的课程就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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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因而大家的共识是专业课程中没有或者少有思想素质教育元素，然而

大家忽视了两个问题：1)、从事“专业”的“劳动者”，也就是“就业者”

是具有能动性的人，需要充分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专业课教育的进一步

完善，实现专业课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相辅相成；2)、专业知识的形成是一个

“化天之天为人之天”的过程，而“化者”也是活生生的人，比如科学家，

工程师等等，必然含有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及其相关的时代烙

印。因此，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教育中十分必要。具体体现在：

使得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更具实践性与时代性；大学生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将

学到的知识融入到实际生活中，实现知识的内化；促进学生道德与才华的共

同获取。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教育中，实现专业课与思想课的同步

建设，实现新时代下高校改革教育的最终目的：培养成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

才。 

2. 高校运筹学课程思政改革探索 

运筹学作为科学名词首次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3]，主要运用在二战

期间英美盟军应对德国空袭进行雷达预警，为战略指挥部提供科学依据。运

筹学的目的在于针对专门的问题，广泛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和数学方法，求

得一个合理运用资源的最佳方案，为决策者选择最终达到的最优目标提供定

量依据[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运筹学的应用逐步从军用转向民用，并已成

为实现现代管理科学的有力工具，在生产管理、工程技术、科学试验、财政

经济以及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具体到运筹学课程思政设计思路可总结为三个切入点： 
1) 从运筹学各个分支诞生过程中运筹学家的故事着眼：从运筹学的发展

历程来看，运筹学可谓渊源流程。从古代齐王赛马之博弈智慧，到动态规划

之最短路径搜索方法的探索，再到排队论，存储轮中的优化目标选定和约束

条件限定。都是生活中实际问题中凝练出来的科学有效的模型和算法等等运

筹学家运用很多数学知识，探讨不同分支领域得求解方法过程中隐含很多得

智慧，如何在运筹学教学中，传授运筹学理论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用为

人教育学生，从而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熏陶，培养与塑造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与价值观尤为重要。比如，博弈论讲解中博弈论大师纳什得故事，启

发学生相信自己，战胜挫折。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勇敢面对。再有图论

中欧拉的敢于提出质疑，敢于打破思想的禁锢得故事。启发学生爱学习，爱

思考，不惧畏权威，从细微的事情中发掘道理、发现问题的哲理。 
2) 从《运筹学》各章节具体内容着眼：《运筹学》分为十个章节，不同

的章节对应不同的运筹思想，每个章节自成体系，隐含有不同的思政元素。

例如，在线性规划作图方法讲解中，作图法有三大步骤，每一步骤在结合数

学思维的过程中，首先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共性也就是本质才能升

华和收获的基本思想。再有图解法中等值线的动，移动的过程就是加热增加

内能的过程(也是目标函数增大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增加内能(目标函数值)，
移动下去，才能实现最优，达到质变的目标；图论这一章节最短路问题逆推

算法讲解过程中，启发学生立长志，早立志的人生哲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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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实践中运用运筹知识自我优化管理方面着眼：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除

了要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学生真正吸收、运用相关知识。结合《运

筹学》课程内容，给学生布置五次个人作业。例如，围绕制定“最优时间”

这一主题，要求学生结合时间管理方法制定一份一周课余时间安排计划，详

细到小时，之后反思自己的时间用到了哪里，从而让学生切身体会到最优时

间管理的重要性；再如，要求同学们写感恩日记、写情绪日记、制定职业生

涯规划、制定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等，这些课后个人作业把课堂中的理论知

识与生活中的实践结合到一起，也用事实教会了学生很多生活中的小道理，

让学生在平时实践中学会逆向思维策略，从长远着眼，立足当下，从而为同

学们“立德树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运筹学思政建设中需要推进的工作 

1)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设计(内容轻放) 
知识的工具价值和德育价值要融通，多角度、多视域和多维度的教学设

计是实现融通的关键一步。将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价值目标和情感目标协

同起来进行教学设计。比如融中国早期运筹思想于恢弘磅礴的运筹学思想发

展史，通过画龙点睛的介绍国学经典和历史文化，让学生领会中华传统文化

的智慧和魅力。 
2) 运筹学章节内容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深度挖掘) 

章节知识逻辑形成了章节的结构，课程知识点或者内容要逐层深挖形成

能够思政育人的逻辑弹性。比如运筹学线性规划图解法讲解过程中，从基础

知识，到数形结合总结出运动的思维，规则的思维。再深入到量变到质变，

从现象到本质的思维。结合整个课程内容体系的逐步由浅入深，逐步挖掘。 

3) 大量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的累积(形成体系) 
新时代是一个奋斗的时代，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出彩的时代。华夏大地涌

现了丰富的运筹学教学案例，如何剥茧抽丝，如何淬炼升华新时代鲜活的中

国故事是我们下面需要系统考虑的工作。如最短路问题中，反问同学们“成

功有没有捷径”；而后通过一些经典的案例来分析，让同学们体验生活中的

最短路，实践最短路，启发思维我们伟大中国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之最短路，

谈到创新之最短路径，最佳路径。运筹学对策论矩阵对策算法讲解中可以结

合案例启发学生的底线思维等等。 

4. 小结 

根据上述的运筹学课程思政实践探索，我们后期将对运筹学课程教学大

纲开展将作进一步的改进扩展。首先收集思政素材来完善补充教学资源库的

建设，其次策划具体实施思政课程教学案例、细化到各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和

实际的教学活动的有机组织，最后收集数据探讨课程中思政教育所取得的效

果。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逐渐树立三全教育的理念，把思政教育之“盐”

充分溶入专业教育之“汤”，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人生观和

价值观也能得到充分合理地培养与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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