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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传统学校德育存在的最大弊端就是德育说教化,脱离现实生活,内容空
洞,模式僵化,而德育生活化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这一主张已成为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本文对德
育生活化的必要性、内涵、原则、依据、对策的研究现状做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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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social economy rapid development, said the biggest drawbacks in the traditional
school moral education is moral indoctrination, from real life and vacuous, hidebound patterns, and the moral
education into daily lif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actual effect of moral education, it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in this paper, the necessity of moral education into daily life,
connotation, principles, basi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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