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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育教育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族传统,同时也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核心思想和教育内容。随
着现代教学理念的不断提升,德育教育成为当前教育领域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中职学校是我国专业技
能人才输出的重要源泉,加强德育教育是新时期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基本需求,同时也是中职学校
创新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就中职学校德育教育工作进行全面探讨和研究,希望为相关领域从业者提供
必要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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