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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孝文化教育是中小学道德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
中小学开展孝文化教育,可以通过主题班会、课堂教学渗透、校本课程建设、主题讲座报告、组织主题
实践活动、开展融媒体宣传等实施路径,创设孝文化教育良好氛围,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合力,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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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ial piety cultur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moral education syste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 order to
develop filial piety cultur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e can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filial piety culture educat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me class meeting, classroom teaching
penetratio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me lecture report, organization of theme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media promotion, so as to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filial piety culture education, form a joint
effort of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eties, and inherit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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