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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先民的文化创造,代表着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在当下需要积极的继承和弘扬“二十四节气”,发扬其宝贵的思想遗产,让优秀传统文化能够适应新的形
势和新的要求,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源泉,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为
当今世界发展贡献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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