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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很有益处。[1]”红色文化在引领人、培养人、塑造人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青年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具有极高的价值。它能够保证思政教育的方向,拓展思政教育的路径,搭建思政教育的平台,
创新思政教育的实践氛围,切实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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