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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了无数国人的聪明与智慧,从古到今都有着十分重
要的教化功能,对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从语文教学角度出
发,简要分析在职校语文教学中如何理解、鉴赏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从而培养中职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
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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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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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is broad and profound, contains the smart and
wisdom of countless Chinese people, has a very important educational func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workers and technical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teaching,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how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Chinese traditional
excellent culture in Chinese teaching in vocational schools, so as to cultivate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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