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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步入新时代,是全体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新时代不是意味着结束,而是新的征程。美
丽乡村建设是新时代一项惠及民生的重要任务,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嵌入爱国主义情怀,显得尤为重要。
爱国主义情怀不仅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命脉所在,而且能够激励广大村民为建设美丽家园而奋斗。新时代
美丽乡村建设应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为此,创新爱国主义情怀嵌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方式方法,
需要讲好爱国故事、发挥榜样作用、聚焦乡村问题、创新文化活动等等,来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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