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春中国年
——切入“中国节俗”，知行“中华美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  贾俐俐
 



前言
       “暖春中国年”主题活动，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精品文化实践项

目。借助PU平台（手机口袋校园）、

官方微信、微博，在每年寒假春节、元

宵节期间举行。活动开展三年，参与学

生10000多名，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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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动背景及宗旨



 在西方节日中，亲近异质文化，导
致大学生文化身份的错位。

万圣节 情人节

 影响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美德的认
同，进而影响民族认同。

1、文化背景：大学生热衷“洋节”

圣诞节

“洋节”充
斥大学校园



中国大学的节日场景：
民族文化旁落，令人忧心。



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把德育
放在首位

注重文化育
人，挖掘传
统文化教育

资源

发挥中国传统节日的“德育价值”，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2、政策背景

l 教育部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
（教社科 [2014]3号）
l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

见（教职成[2015]6号）



孝 亲 恩

传统节日是对青少年进行思

想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

要增强学生对传统节日的认

知和理解。

让广大青少年更好地了解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日。要把传统

节日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纳入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体系，同学生

的日常思想品德教育和管理紧密结合起来。

德

l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
《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文明办〔2005〕11号）



3、活动的宗旨：挖掘节俗的道德价值

文化认知

ü大力弘扬以孝道、感恩为核心的传统亲情文化，引导

同学们充分了解我国传统节日“春节”的民俗风俗。

A

观念提升

ü提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

形成尊重、交流、分享的文化观念。

B



贰

活动内容及组织



1
幸福瞬间：“晒晒我的全家福”活动

方寸艺术：“寻找我最喜欢的春联”活动

难忘教诲：“看望故乡的恩师”活动

祈福新年：“说说家乡的发展与春节风俗”活动

书香寒假：“品读一本好书”活动

2

3

4

5

1、主要内容



（1）书香寒假——“品读一本好书”活动

1
休闲莫忘发现智慧，要

阅读一本经典好书，与

高贵的灵魂对话，享受

阅读的乐趣，过一个有

文化、有品味的春节。

请在平台上分享你发现

的经典好书，并写出

200字以内的书评，或

写出你在思想、情感方

面的感悟和收获。

2



（2）“幸福瞬间——晒晒我的全家福”活动

1
春节期间，主动向父母、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

亲人汇报学习生活情况，

主动关心亲人的生活和

健康状况，感谢父母的

养育之恩。

2
请在平台上传一幅春节

期间与家人温馨瞬间的

照片，同时配以100字以

内的精彩介绍。



（3）方寸艺术——“寻找我最喜欢的春联”活动

春联是我国的一种对仗

工整、简洁精巧的传统

艺术，用于描绘美好未

来，抒发美好愿望，增

加喜庆的节日气氛。

请在平台上传你拍到的

最喜欢的一幅春联，并

写出200字以内的文字

赏析。要求照片清晰，

文字优美，理解准确。

1 2



（4）难忘教诲——“看望故乡的恩师”活动

探望老师，感谢老师的

谆谆教导和悉心关怀，

汇报自己在南京交院的

学习情况，关心老师的

生活和健康状况。

上传一幅你与老师的合

影，并写出对老师的祝

福或难忘的往事，200

字以内。

1 2



（5）祈福新年——“说说家乡的发展和春节风俗”活动

对家乡进行调研，了解家乡

发展。帮助父母完成小年祭

灶、扫尘活动和除夕年夜饭、

元宵节的食材准备、烹饪制

作、节日用品筹备张贴等，

感受中国民俗之美。

上传照片，介绍家乡风

俗和发展，或者晒晒富

有特色的年夜饭。200

字以内。要求文字优美，

叙述清晰。

1 2





PU平台

官方
微信平台

限时
投票

限时
投票

形成赏读热潮，感受中
国年背后的道德力量。
两个平台票数相加为获
奖参考。

全校同学共同赏读
优秀作品，并投票，
撰写评论。

全校同学共同赏读
优秀作品，并投票，
撰写评论。

 

作
品
投
票
平
台



•2018年暖春中国年投票情况：



2017年暖春中国年投票情况：



4、创新奖项设置

本活动设立一等奖5名、

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

名，分别颁发获奖证书，

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凡参与本次活动上传资

料者，均赋予素质教育

学时，获奖者将另增加

奖励学时。

参加“幸福瞬间”、“难忘教

诲”版块获得一等奖者，学院

将为参赛者父母、老师另寄纪

念品一份。

ü亲子共庆，感受孩子的成长。

赋分方法：
一等奖：8学时
二等奖：6学时
三等奖：4学时
优秀奖：2学时
最佳人气奖：8学时



5、后期展览

制作展板

全校展示

体验孝道与

感恩等

传统美德

体味中华文化

的多样性

加强不同区域

的文化交流









叁

参赛作品展示



>> 金津（2017级电信学院）：《背影》

一年一度的日子，我用祝福捻制成的

绒线，送你们一件红色的毛衣：前身

是平安，后身是幸福，吉祥是厚厚的

肩，如意戴在袖子里，领子蕴藏着体

贴，口袋把快乐盛满，穿在身上让温

暖包裹着您，让我的心陪伴你们度过

新年！



>>陈园月（2017级运输管理学院）：《爷孙俩》

        这一张是爷爷，年三十的那天，爷爷说我

是不是现在像糟老头子了吖，我说不是吖 很

帅的 我们一起来拍一张照片吧，爷爷就很自

然的摆弄了可爱的小嘴唇哈哈哈...

        新年不要再说没有意思了，一大家子都聚

齐了，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说说笑笑，不是很

有意思吗？



>> 黄文婷（2016级运输管理学院）：《元宵节面灯》

        小时候农村没有电，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要和面蒸灯。……多

是“好面”里掺些玉米面或红芋面。然后加上盐、胡椒粉等，把面和得硬

硬的，在面案上揉搓成擀面丈般的圆柱长条，再切成一段一段的，每一段

都可制做一个灯。了，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说说笑笑，不是很有意思吗？



>> 梁越峰（2015级路桥学院）：《安徽当涂庙会》

自小就被家乡特色的民风

民俗所深深吸引.希望这

次的活动可以向大家展示

我的家乡,将它的魅力也分

享给五湖四海的你们。



>> 张羽（2015级电信学院）：《看望恩师》

半小时的车程后，我来到了母校，并拜访了昔日的

老师，特别是数学老师。老师比起去年的脸色好了

很多，年轻了很多。可能是带我们高三很辛苦吧，

记得我们班的数学底子很差，老师总是不放心，每

天晚自习都会来班上走走，解答同学们的问题，将

近两个小时的谈话里，我们聊了许多，也发现有些

事情一直都是我们错了……



>> 王可（2015级人文艺术系）：《方寸艺术》

漆黑的墨迹写在火红的红纸

上，显得格外的炫目，每每

都让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

厚底蕴。



>> 汤田田（2015级人文艺术系）：《感恩孝亲》

小时候总是父母在喂我们吃

饭，现在我们长大了，也应

该为父母夹夹菜。举动虽小，

但爱表里皆在。



>> 王袁斌（2014级电信学院）：《福建泉州：跳火群》

我们认为跳火群寓意来年生

活红红火火，能驱邪避灾，

在跳的时候也会说“跳出去，

好财气”、“跳回来，大发

财。”



肆

延伸：立体的素质教育体系



>> 1、顶层制度设计

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的意见
（交院党〔2016〕6号）

关于大学生素质教育实践学分实施办法（试行）
         交院办〔2016〕23号



■组建党委—领导小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二级院系协同的组织建构

    在思政、体育、基础三个教研部以外，整合校内其他素质教育的分散资源，形成有效合

力，特别是解决素质教育 “两张皮”的问题。按照“5+5+1”的思路组建素质教育中心。

素质
教育
中心

公共艺术教育中心
（公共艺术教研室）

艺术课程建设与教学，艺术类社团指导 

就业创业教育中心
（就创业指导教研室）

就创课程教学，实践训练计划，创业园实践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大学生心理教研室）

国防教育中心
（军事理论课教研室）

军事技能训练，理论课教学，国旗班等社团

素质教育研究中心
（选修课教研室）

加强素质教育的研究，统筹各类选修课程建设

社团活动指导部 加强对学生社团、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指导 

课程建设与教学，团辅与咨询，统筹指导

素质教育研究所
整合研究力量，研讨素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为学院素质教育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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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学



>> 3、传统文化融入生活实践：五“每”养成计划

美德在实践中形成

每周给父母打问候电话

每天向老师同学问好 每天参加卫生打扫

每月参加一次志愿服务每天运动一小时



家国情怀

责任担当

社会关爱

人格修养

4、中华美德教育成效



l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1月）指出：

         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
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
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
节日习俗。

我院将贯彻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深化
“暖春中国年”等活动，打造文化品牌。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