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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对于高校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工作是首要课题,同时国家也对其非常关注。由于深
受现代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为了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政治
思想,党和国家对当今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工作做出了相应的措施。同时,作为新时代下的高校
学生,应该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并自觉建立起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责任感。本文就新时代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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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拓展思政教学范围,增强教学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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