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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关系到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分析传统文化的内
涵和特征,分析高等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总结高等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的对
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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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is related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fore,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summing up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giving solut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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