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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学是一门综合性、专业性与复杂性较强的学科,不单包含繁杂的法律知识,还涉及社会学、经
济学与人文学等其它学科内容。现阶段,我国大力倡导构建法制社会。这不仅扩大了对高素质法学人才
的需求,也提高了对法学人才的标准要求。合作学习是一类最显效的法学学习方法,不仅可以促进学生与
学生间的沟通交流,还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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