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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对于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高校正在努力探索构建由“保障型”资
助向“发展型”资助的高校资助育人模式,以适应新时代高校贫困大学生发展的需要。本研究在立德树
人理念指导下对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内涵与路径展开探索,希望能够为高校资助育人目标的实现,做
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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