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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有利于民族发展,实现中国梦。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诸多
德育教材的内容,大众熟知的故事也可用于德育之中,小学教育是个人成长及发展的重要阶段,只有拥有
健全的人格,方可为社会做贡献。本文就将分析利用传统文化促进小学生德育教育的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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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随着岁月的沉淀历久弥新,
小学德育教育也要始终以优秀的传统文
化为根基,获得更多的经验与智慧。德育
工作是小学教育中尤为关键的内容,教

的诗句,体现出中华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充满好奇,因此存在盲目接受西方文化

和爱国情怀。

的情况,个人思想迅速被西方文化占领,

1.3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
取精神

学生也无法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对此,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合理

师教学的过程中务必高度重视小学生的

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选择并渗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小学德

道德素质,培养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的优

美德,从古代开始,中华民族就与田地和

育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传统文化中的

秀学生。

逆境不断抗争,不曾屈服于现实,这种不

经典内容,引导学生吸收传统文化中的

1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育素材

断奋进的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这种精

精髓,不断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优秀的

小学德育教育中,传统文化的渗透

神鼓励着人们从困境中找到出路,从绝

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十分

望中看到希望。

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的内涵有利于引

明显加强,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也
蕴含着丰富的德育素材,德育素材的应
用可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在德育素材
当中,常见的素材有礼仪文化、爱国主义

1.4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团 结 和 谐
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阐述了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故而在小学德
育教学中,教师需适当渗透优秀的传统
文化,让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助力我国

精神和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和的理念,儒家所倡导的和是人与自然、

社会的前行。

及团结和谐的理念。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人际交往方面提出了和为贵的理念,提

3 小学德育教学中渗透优秀传
统文化的策略

出宽以待人,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而

小学德育教学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渗

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礼仪文化是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则主张天人合一

透十分关键,为全面发挥优秀传统文化

要内容。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重礼仪

的思想。老子主张的道,即认为人应正确

在小学德育教学中的积极作用,教师要

是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这也展现

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保护

在日常教学中采取多种措施保证优秀传

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古代社会

自然。在教学中融入上述内容,可使学生

统文化的渗透效果。

中,礼蕴含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

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

3.1合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素材

自身德行的要求,同时古代社会也十分

2 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小学德
育教学中的积极意义

教师在德育教学中应积极渗透传统
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德育素材类型众多,

1.1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礼
仪文化

重视审美情趣的培养,并起到维护社会
秩序的作用。
1.2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
神及忧患意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

教师可以深刻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素材,

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生活不再匮

在德育课堂中科学融入传统文化素材,

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西方文

从而提高教育教学的整体水平。教师在

忧国忧民展现出古人对国家稳定

化逐渐渗透于校园,中外文化在融合当

应用传统文化素材的过程中,要先明确

繁荣发 展 的 期 许,天 下 为 公 也 展现 了

中也在激烈地碰撞。很多学生年龄较小,

德育教育的总体目标,随后搜罗与之相

大同社 会 的 构 想,文 天 祥 更 是 留下 了

并未形成成熟的世界观和是非观,再加

关的经典素材案例,促使课堂教育与传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上小学生的好奇心较强,对西方的文化

统文化的紧密衔接,一方面注重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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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引导性,另一方面让学生更为充分

士的故事,奠定课堂教学的基本氛围与

再次,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

地接受德育教育,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

基调,从而使学生在氛围的感染下珍惜

以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课外活动,如学

的意义与价值。

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勿忘国耻,不

校可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教师

忘历史。

可以在一旁讲解,同时在讲解的过程中

如在讲解《让诚信伴随着我》的过
程中,教师需先确定单元教学中的重点
内容为诚信,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

3.3组织开展实践活动,高度落实德
育要求

也可就重点问题与学生共同探讨。要求
学生严格遵守博物馆的行为准则,了解

可利用《论语》完成课程导入,为学生解

首先,教师需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

文物背后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故事。或者

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深刻

优秀文化朗诵活动当中。我国古代文化

组织学生每周到图书馆阅读传统经典。

含义,并且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生学习课

传承与文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文字

教师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为学生介

程的主要内容,学生在学习中也可深刻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传统文化

绍多种适合学生阅读且可激发学生阅读

地感受到古人十分重视诚信这一优良

传承与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小

兴趣的传统读物。如教师可向学生推荐

品质。待学生建立初步认知后,教师可

学德育教学中渗透优秀的传统文化时,

《山海经》会本版,引导学生在文学作品

为学生讲述商鞅“立木为信”的典故,

可通过采取朗诵优秀古典作品的方式

和历史典故当中接受德育教育,引导学

以该典故为基础,展现传统文化的深刻

加以实现。依据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

生自主阅读课外读物,在大量阅读的基

内涵,凸显出课程的主题。受传统文化

点,选择《三字经》
《千字文》等经典作

础上,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充分发挥传

背景的影响,德育教学的质量也会得到

品,利用晨读、组织朗诵比赛的方式,

统文化在德育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显著提高,为教育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

引导学生正确、深刻地理解古典作品,

4 结束语

坚实的基础。

不断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学生

综上所述,小学课堂教学中,高度渗

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在学

透传统文化是当前小学德育教育中不可

习朗诵时也有利于提升自身的文化素

忽视的重要内容。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

养及道德品质。

程中应结合当前实际,科学调整并完善

3.2创新教学模式,增强教学的灵
活性
在小学德育教学中,如仅坚守课本
上的内容,则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

其次,组织开展节庆活动。我国的传

教育教学,一方面不得完全依靠优秀的

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小学生的心

统节日较多,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都

传统文化,使德育教育脱离日常生活,另

智水平有待提升,身心发展并未进入成

是人们熟知的传统节日,不同的节日有

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放弃优秀的传统文化

熟阶段。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模式会极

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如端午

和民族精神。为保证小学德育教育的质

大地打消学生的学习热情,如长期采用

节是在纪念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小学

量,教师可以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

这种教学模式,也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

德育教学中也可充分利用传统节日组织

机结合,二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绪。所以教师在德育教学中,应全方位考

开展各项活动,如中秋节亲手做月饼送

关系,进而为小学德育教育的顺利开展

量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身心发展特点,

给父母,以此表达对对父母的感恩之情。

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我国培养大批有社

积极变革传统教学模式,采取更加科学

学校可组织开展“三礼六节”活动,入学

会责任感且道德素质过关的接班人。

和灵活的手段组织开展教学工作。

礼中可将尊敬师长,爱护学校和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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