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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从孝义文化的孝和义两个方面,针对当前社会新形势下的女大学生培养,尤其是人格
素养的培养与提升,进行必要的探讨和研究,阐述女大学生素养现状和培养过程中教育因素引导的作用,
阐述孝义文化中忠、孝、义在女大学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阐释在女大学生培养过程中,倡导孝义文化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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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Xiaoyi Culture into the Qualit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Femal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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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yi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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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for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cultivation of personality literacy, the necessary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explain
the role of education factors in the process, expounds the important role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righteousness in
the culture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explai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nd
advocate th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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