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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extreme value of higher mathematics, this paper 
integrates knowledge teaching and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Three-implicit and 
Three-fusional”.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ex-
treme value knowledge points, it integrates knowledge teaching and value 
guidance organically, guides students to behave correctly, do things, and help 
students develop in an all-r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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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明确提出，“其他各

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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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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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这一概念早在 2014 年就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出，并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在上

海高校进行了试验，取得了创新性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课程

思政的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撑和方向指引。毋庸置疑，课程思

政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理解和把握新时代课程思政的内

涵，并积极寻求探索实践是新时代赋予教师的光荣使命，对于培养“四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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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才，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融

入方式、融入范式的探索方面，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课程思政的“三

寓三式”具有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1] [2]。 
高等数学是高校所有理工科、经济管理科等专业的公共必修基础课，贯

穿整个大学第一学年，正是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的过渡，是熟悉大学学习的

关键，同时高等数学蕴含的辩证思想和思维，以及正确的处理问题的和解决

问题对的方式等对于奠定学生思想教育基调甚为关键，可以说是树立科学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间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青少年学生正处于

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而且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在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教

育十分重要。如何在高等数学的教学过程中贯彻课程思政，是高等数学课程

教学中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也是高等数学任课教师践行习总书记“同向同

行”精神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高等数学以高度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著

称，而抽象思维和罗辑思维的基础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在高等数

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元素，如在高等数学导数应用章节，有关极值的知识

点蕴含着大量的价值观、利益观、义利观和发展观的德育元素。 

本文分 5 个部分：第 1、2 部分主要对极值和最值在数学中的概念作简单

介绍；第 3 部分主要探究了极值和最值的数学思想内涵；第 4 部分探究了极

值和最值的思想教育价值；第 5 部分给出了总结性的论述，期望能够对从事

课程思政研究的同仁提供一些参考。 

2. 极值知识概述 

2.1. 函数的极小值点和极小值的概念 

函数 ( )y f x= 在点 x a= 的函数值 ( )f a 比它在点 x a= 附近其他点的函

数值都小， ( ) 0f a′ = ；而且在点 x a= 附近的左侧 ( ) 0f x′ < ，右侧 ( ) 0f x′ > ，

则点 a 叫做函数 ( )y f x= 的极小值点， ( )f a 叫做函数 ( )y f x= 的极小值。如

图 1(a)所示。 
 

 
(a)                                              (b) 

图 1. (a) 对应于 x = a 时的极小值示意图；(b) 对应于 x = a 时的极大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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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函数的极大值点和极大值的概念 

函数 ( )y f x= 在点 x b= 的函数值 ( )f b 比它在点 x b= 附近其他点的函

数值都大， ( ) 0f b′ = ；而且在点 x b= 附近的左侧 ( ) 0f x′ > ，右侧 ( ) 0f x′ < ，

则点 b 叫做函数 ( )y f x= 的极大值点， ( )f b 叫做函数 ( )y f x= 的极大值。

极小值点、极大值点统称为极值点，极大值和极小值统称为极值。如图 1(b)
所示。 

2.3. 求函数极值的步骤 

① 求导数 ( )f x′ ； 
② 求驻点和不可导点，即 ( ) 0f x′ = 的根和函数 ( )y f x= 的不可导点； 
③ 检查导数在驻点和不可导点左右的导数值的符号，如果左正右负，那

么 ( )y f x= 在这个点(驻点或不可导点)处取极大值，如果左负右正，那么

( )y f x= 在这个驻点或不可导点处取极小值。 

2.4. 求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步骤 

在闭区间 [ ],a b 上连续，在 ( ),a b 内可导， ( )f x 在 [ ],a b 上一定有最大值

和最小值，求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步骤： 
① 求 ( )f x 在 ( ),a b 内的极值； 
② 将 ( )f x 的各极值与 ( )f a ， ( )f b 比较，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最大值，

最小的一个是最小值。 

3. 极值和最值的知识点比较分析 

3.1. 关于极值和最值 

极值和最值的知识点比较如表 1 所示，需特别说明的是： 
1) 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最大值必须是整个区间上

所有函数值中的最大值，最小值必须是整个区间上所有函数值中的最小值。 
2) 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是通过比较整个定义区间的函数值得出来的，

函数的极值是比较极值点附近的函数值得出来的。 

3.2. 可导函数的极值 

极值是一个局部性概念，一个函数在其定义域内可以有许多个极大值和

极小值，在某一点的极小值也可能大于另一点的极大值，也就是说极大值与

极小值没有必然的大小关系。 
若 ( )f x 在 ( ),a b 内有极值，那么 ( )f x 在 ( ),a b 内绝不是单调函数，即在

某区间上单调递增或减的函数没有极值。 
 
表 1. 极值和最值的知识点比较分析表 

极值 领域内的最值 不可导点或驻点 局部空间的最值 短期的最值 

最值 
函数给定区间的

最值 

不可导点、驻点和区

间端点 
全体空间的最值 长远的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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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极值和最值的数学思想 

极值和最值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整体和部分，又称全局和局部，

是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局部离不开整体，

离开了整体，就失去了作为整体中的局部的性质和意义。整体功能大于各个

部分功能之和。条件是各部分必须以有序、合理、优化的结构形成整体。所

以全局大于局部，统帅局部，局部服从全局。整体与部分是相互依赖，不可

分割，各以对方存在为前提。整体由部分构成，它只在对于组成它的部分而

言，才是一个确定的整体。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没有整体也无所谓部分。 
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最大值必须是整个区间上所

有函数值中的最大值，最小值必须是函数在整个定义区间上所有函数值中的

最小值。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是比较整个定义区间的函数值得出来的，函

数的极值是比较极值点附近一个较小的领域区间的函数值得出来的．函数的

极大值或极小值可以有多有少，但最大值或最小值只有一个；极值只能在区

间内取得，最值则可以在端点处取得；有极值的未必有最值，有最值的未必

有极值；极值可能成为最值，最值只要不在端点必定是极值。闭区间上的连

续函数一定有最大值和最小值，开区间上的连续函数不一定有最大值和最小

值．以导数为工具求函数的最值，先找到极值点，再求极值和区间端点函数

值，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最大值，最小的一个是最小值。 
极值和最值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函数的极值有可能成为函数的最值，

而函数的最值在较大发展空间(即定义域)也有可能成为极值而不是最值。因

此，在学习函数的极值知识点的基础上，要深入理解极值和最值之间的辩证

统一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运动观点处理学习和工作中面临的极值和

最值问题，丰富和提高自己的思想内涵。 

5. 思政内涵解读 

5.1. 极值和最值中的人生哲理——寓道于教 

曲折起伏是人生的常态。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灰飞烟灭，不过百十年的

生命之旅，若把人生看成路途，那么人生路途中每迈出一步在生命星河中会

留下痕迹，连缀起来的痕迹便是生命之旅在时空屏幕上划出的轨迹。这轨迹

是曲线，永远不可能是直线。人生毕竟是分阶段的，就如同分段函数，有美

满(短暂极大值)也有辛苦(暂时极小值)，有欢欣(瞬态极大值)也有苦痛(极小

值)。这说明人生中存在着函数的极值规律。人生就是这样，正是因为其曲折，

屈伸才更多了几多回味，才更显得其丰富，直线纵然简练，但却无法与曲线

之美相比。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人生不是旅行，不出售来回票，一旦

动身就很难返回。”人生道路不可重复，即使可以使自己重新开始，但社会

在发展，环境在变化，所谓的“重新开始”也不是当初的“重新开始”，因为

根本不可能再面对同样的选择条件。数学老师在讲到“函数的极值、最值”这

部分内容时，可以与思政教育中的人生教育内容相结合，从而帮助学生认识到

人生由于函数变化，既有高峰也有低谷。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不可能

一帆风顺，这就需要学生能够树立起健全的人格，正确认识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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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从极值和最值的视角谈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育德于教 

如表 2 所示，如果把极大值比作个人利益，即是区域较小的利益，那么

最大值就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就是区域最大的利益(如图 2 所示)。2020
年的抗击新冠状肺炎，再次证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统一的、一致的。

有些人为了个人舌尖的享受，罔顾国家法律，暂时满足了个人的口舌之欲，

其结果是既损害了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也不能够得到安全保证。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那些白衣天使，舍生忘死，不顾个人安危，冲在防疫抗疫的最前

线，牺牲了个人的利益，换来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早在 1956 年，毛泽东同志就曾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把集体主义作

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3]。邓小平认为要辩证地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在

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

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

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

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

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

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

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

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并强调：“要防止盲

目性，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

坏性的自发倾向。”[4] 
2019 年 10 月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总体要求里面提到要“以

集体主义为原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集体主义作为道德原

则，具有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的重要作用。集体主

义原则提倡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集体利益优于个

人利益，国家利益又高于集体利益，个人要以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而

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个人应当为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

与此同时，集体主义原则又要求集体和国家必须尽力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能

够得到满足，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从根本上说，个人

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是相辅相成、辩证发展的，一方面，没有集体和

国家的富强，就不能切实保障个人的发展；另一方面，集体和国家又因为个

体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成为充满活力、具有创新能力、富有蓬勃朝

气的集体和国家。 

5.3. 从极值和最值的视角谈新发展理念——寓教于乐 

2015 年 10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表 2. 函数最值、及其和国家利益等之间的适应关系 

函数极值 个人利益 家庭利益 团体利益 机构利益 

函数最值 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 民族利益 人类共同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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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人类命运共

同体之间的关系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调，首先要把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发展理 
念搞清楚……。《建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5]。我们称之为新的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为千秋万代负责，不欠

子孙债，留下绿水青山。绿色发展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其实

质就是人的发展极大值和自然环境的极大值要和谐。不可否认，在一段时间

里，一些地方确实只片面地追求 GDP 的数量和速度。这种对 GDP 的盲目推

崇和追求，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损害群众利益等为突

出现象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上[6]。用数学的观点来看就是仅仅考虑了地方的经

济利益的极大值，忽落了生态利益的极大值，最终损害的不但是本地方可持

续发展的极大值，而且对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样的片

面追求 GDP 极大值的发展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损害了子孙后代的发展权利

和利益，如此的恶性循环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我们要牢记生态环境没有替

代品，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2016年 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对新发展理念作了更加深入的阐释。习

总书记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的要

诀。……，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

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7]。正如我们就极值的数学思想

所做的论述，极值和最值的辩证关系，本身就是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

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在课堂教学中引领学生领悟新发展理念的美，一定能够

在学生中产生共鸣的智慧。 

5.4. 从极值和最值的视角谈伟大的抗疫精神——(元素化合、专题嵌入

和画龙点睛) 

结合当下的抗疫实践，伟大的抗疫精神更是深刻的折射出极值的思想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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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是中华文明人命关

天的道德观念的最好体现，也是中国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

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个人冷暖、集体荣辱、国

家安危融为一体。 
通过深入剖析极值的思想价值和思维内涵，透析伟大抗疫精神中思想，

我们会深刻感悟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

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

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

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强大力量。 

6. 结论 

数学揭示的是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数学中利用导数求极值问题包含了

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站在时代的高度，融汇贯通“三寓三式”于极

值知识点的深入挖掘，帮助学生体会如何在新时代做到个人利益、集体利益

和国家利益的统一，如何正确看待人生道路上的利益得失，引领学生领悟极

值中包含的科学辩证法和方法论，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义利观。在科技快速

发展的今天，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专业发展利益和个人现实利益之间的关系

对于莘莘学子和思想发展关键期的青年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项目将会

结合学生专业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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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高等数学极值的课程思政三寓三式探究 
摘要：本文立足高等数学的极值教学内容，通过三寓三式将知识教学与

德育熏染融于一体，通过对极值知识点的思想价值阐释，将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有机融合，引导学生正确做人做事做学问，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高等数学，极值，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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