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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和计算机系统,教育行业,包括临床专业型研究生的教学在内,都获得
了新型教育平台,也就是“网络远程教育”的学习机会。现今疫情扩张仍未平息,在“后疫情时代”以及
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应用网络教育辅助临床医学研究生教学工作,是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教育所
面临的课题之一,这也是我国进行教育模式改革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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