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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管理工作是民办高校教育工作的重点。新
形势下,我国建设提倡创新型、综合型人才培养,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也需要进行创新和改革,也是
当前学生管理工作者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此现象,从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理念、学管职责制度和深化
学生时代活动的指导等角度进一步探讨学生管理工作,为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创新、高效开展提供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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