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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众多教育教学课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它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同时提升自身的爱情情怀。尤其针对高校大学生中的少数民族群体,思政教育一方面可以使这部分学
生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培养和提升这部分学生的自豪感以及民族认同感,有利于少数
民族学生群体端正自己的民族观。因此,本文以“00后”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为研究课题,在
简要介绍了背景后,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以期促进“00后”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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