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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达,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民办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彰显。其
中,自卑心理已经是民办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问题。这种自卑心理已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和
生活,将会阻碍他们未来的发展。通过对民办高校学生目前心理现状研究,探析出学生自卑心理的表现,
促进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有利于新时期民办高校学生成长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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