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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新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何结合新时代学生群体的特
点,系好大学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对学生发展和学校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理工科专业学生群体的特点,对以互联网思维引领大学新生教育的模式进行初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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