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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辅导员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做思想工作不是易事。辅导员要
在积极主动化解大学生学习困惑、生活困难、心理困境等方面真正把功夫下到。功夫在及时,功夫在
日常,功夫在精准,功夫在耐心,功夫在“提气”。辅导员要在这五个方面下足功夫,奋力开辟新境界、创
造新成效。
[关键词] 五个方面；下足功夫；做好；辅导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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