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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下传统教育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应予以更多的重视,通过有效的教育管理促进少数
民族教育的发展,确保少数民族文化能在当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进行传承和发展。同时少数民族的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需要我们通过有效的保护,促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逐步提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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