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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表现出了全新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网络的信息传播深度冲破了时空的制约,使大学生的日常培养不再限制在教师的说教,而是
利用更加灵活的互联网技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彻底的改善了时代高校的传统工作方式。所以,我们一
定要抛弃传统老旧的教育思想理念,顺应开放的“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培育具备新时
代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 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政工作；创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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