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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核心素养是在履职过程中,促进辅导员自身发展及学生成长所体现的关
键能力和品格。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结构需要从工作使命、职责定位、客体成长、环境变化四
个维度探究,重点把握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职业能力素养、学习和科学研究与创新素养三方面。通过
构建教育培训机制,打造多元平台,完善条件保障,丰富辅导员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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