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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蒸蒸日上,形成了专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推动社会发
展,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功不可没,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主力军,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一步探索新时代队伍建设策略对思
想政治教育占领前沿阵地、蓬勃发展,更好的培育走在时代前列、担当时代大任的“四有”新人十
分必要。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发展现状；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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