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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信息化背景下的高校辅导员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文章通过分析新时代信息化背
景下对高校辅导员带来的新的要求进行了工作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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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Thoughts on the Work of College Counsel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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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ork of college counsel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in the new era face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article makes creative thinking about the work of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college counsel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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