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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阐述了县级图书馆为留守儿童服务的必要性,并就县级
图书馆如何为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提出了可行性措施,以期为县级公共图书馆如何为留守儿童发挥社会
教育职能功效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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