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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很多西方元素融入中国,西方的一些传统节日在我国
越来越流行。由于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导致外来文化在我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对中
国传统节日的记忆逐渐的减弱。对此为了能够更好的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便需要充分的挖掘我国
传统节日的教育意义。挖掘传统节日的教育资源,并在思政课的教育中加以运用,能够帮助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能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
者。本文致力于探讨传统节日当中所蕴含的德育资源,并就传统节日中的德育资源在思想政治课程当中
的具体应用进行建议,以此来供相关人士参考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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