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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政府于1938年出台《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规定家在战区且家庭
经济来源断绝者可以申请贷金,学生贷金解决了很多青少年学生上学困难的问题。贷金制度是抗战时
期政府设立的几个重要的教育制度之一,也是抗战时期影响深远的教育制度之一。关于贷金制的建立
者,有些学者认为是陈立夫所创。但反观历史,则存在疑点。本文将以史实为依据,对贷金制的建立者
进行论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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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金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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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真史为据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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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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