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民族院校新媒体教育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张帆 贾涛
大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12238/er.v4i8.4172
[摘 要] 民族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新媒体时代
高速发展,需要积极探索民族院校新媒体媒教育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及其实现路径,深化铸
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识别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探索多方面的融合方式,推
动民族院校新媒体教育承担起推动中华民族大团结、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新媒体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院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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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hnic colleg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untry's higher education and are the main front for
deep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community. The new media era is developing at a high speed. It needs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core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new media education in ethnic colleges to
integra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deepen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community, grasp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dentify the element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plore various
integration methods, and promote new media education in ethnic colleges to undertak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all ethnic groups, so as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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