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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思政教学的目的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国传统道德已经沿袭了几千年,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在大学思政教学中,应该将传统道德融入到教学中,在树立大学生道德的同时,
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树立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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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morality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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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China's traditional morality has been inheri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for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university,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morality into the teach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inherit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stablish 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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