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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自 员怨缘圆 年以来袁先后经

使得育人效果评价没有科学标准和实施要求袁 各高

基本形成相对完善的国家政策资助体系袁这一体系

查显示袁 学生认为贫困生认定公平的仅有 缘圆豫袁学

历初创尧改革尧调整和成熟四个时期 袁至 圆园园苑 年已

校的工作机制尧工作内容尧工作成效参差不齐遥 据调

为实现教育育人尧确保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

生对国家资助满意度仅为 缘猿豫咱猿暂遥

咱员暂

基本物资保障遥 可以说袁做好贫困生工作事关社会
和谐尧校园稳定和学生成才咱圆暂遥 但从长期的运行实效

渊二冤资助育人实践上的缺失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得出袁 学生资助不仅

而言袁该体系还不够精细化尧科学化袁加上人为因素袁

仅是贫困生生理需求袁更是情感和归属需求尧尊重需

具体操作层面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袁特别是资助

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咱源暂遥 资助应该是物质和精神上的

与育人工作上的政策脱节和不协调袁给这一体系的
公正性尧导向性提出了质疑袁也给该项工作的管理者
和践行者提出了挑战遥

一尧高校资助育人工作问题剖析

双重资助袁 物质资助是基础袁 精神资助才是贫困生

野脱困尧用困尧成才冶的内驱力和动力源泉袁只有在物
质资助基础上教育和引导贫困生正视贫困尧 不甘于
贫困袁才能让贫困生从精神上脱贫遥 当前袁高校现行
资助工作只重物质不重精神袁 资助育人工作长期单

渊一冤资助育人政策上的失衡

轨运行袁而资助和育人并行的野双轨模式冶恰恰是社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袁圆园员圆 年全国普通高校学

会多元化和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培育社会主义新

生总数 圆 猿愿员援愿缘 万中袁贫困生约 源愿园援员园 万袁占总数

野四有冶新人的迫切要求遥 高校资助育人的根本目的

位遥 然而袁从政策构成来看袁我国现行资助体系重点

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展袁最终实现野育人冶

在于资助袁少谈育人袁资助与育人脱节遥其资助措施袁

功能这一深层目的和最终追求咱缘暂遥

的 圆园援员怨豫袁高校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总量依然处于高

多是考虑如何以公平尧公正的规定程序把经济援助

是通过搭建野积极资助冶通道尧构建野人文关怀冶体系袁

渊三冤资助育人主体结构上的不足

送到贫困生手中袁但对贫困生怎样支配尧谁来监督支

贫困生资助是一项全员性社会工程袁 高校是其

配尧贫困生成长要求尧动态评定受助资质尧回报资助

中的个体也是主体袁 高校动员全社会参与资助的能

方等环节都没有作出规定袁而是转嫁给了学校甚至

力直接影响到本单位贫困生的受助面和力度袁 募集

是学生们袁造成资助育人在政策设计上的先天不足袁

资金总量与资助工作健康持续发展息息相关遥 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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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体系仍然是国家财政拨款和银行贴息信用贷款

于人袁有的甚至自暴自弃尧甘愿贫困遥正是这种状态袁

为主体袁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袁其他社

也成为大多辅导员老师公认的野难点冶尧野工作雷区冶遥

会单元渊如国企尧民企尧事业单位尧个人袁含高校合作机

但随着资助育人工作社团的建立袁 贫困生在一定范

构尧董事单位尧校友等冤的参与仅占少数袁个别高校纯

围内以一定形式和目标组织起来袁在共同目标下袁辅

粹为单一的财政拨款遥 资助育人社会参与的广度尧力

以针对性教育和引导袁实现野自我认识尧自我展示尧自

度与当前活跃的市场经济氛围尧稳健增长的个体财富

我服务尧自我成才冶袁真正发生野他助要助己要助人冶

水平极不相称袁这和国外高校动辄接受上千万的个人

这种量到质的转变咱苑暂遥 这样的社团化发展必将为高

捐赠相差甚远袁据调查显示袁仅 员园豫的学生认为社会

资助是最佳的资助方式 遥 这些都与社会单元和个人
咱猿暂

的教育捐助参与意愿不高尧宣传不到位以及公益性捐
赠的免税措施和配套制度不健全密切相关遥

二尧社团化导向对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意义
渊一冤社团组织成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融入校园
的重要平台
从 员怨园源 年我国第一个学生社团渊京师大学堂抗

俄铁血会冤建立至今袁经过百多年发展袁高校学生社

校资助育人工作赋予新的内涵遥

三尧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社团的建议
近几年来袁 高校资助工作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
土而出袁成为高校校园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遥社团
的理念不断成熟袁运行机制也在不断向专业化尧社会
化发展袁已成为贫困生成长成才尧创新创业过程中的
助推器和孵化器遥经专家访谈和调研分析袁笔者认为
建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社团化导向发展的长效机制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遥

团在高校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遥 学生社

渊一冤建立资助育人社团的三级发展体系

团的种类也更加多样化袁如学习类尧科学研究类尧专

当前高校资助工作相关社团可以归纳为基础工

业类尧娱乐类尧运动类尧趣味类尧公益类尧思想类等等

作类尧兴趣爱好类和专门团队类三种类型遥基础工作

应有尽有袁大部分学生都参与了一个甚至几个社团遥

类是指学院或者学校为统一管理全校贫困生而设立

在这种文化引领下袁作为生活经历尧经济状况尧共同

的学生团体袁如勤工助学中心尧勤工助学协会等袁主

受助和勤工助学等相似性的贫困生群体必然会自发

要从事贫困生信息管理尧勤工助学事务管理等袁也是

形成一定的群体性组织袁也就是资助育人工作社团遥

最早的资助工作社团曰兴趣爱好类是有共同特长尧兴

贫困生在社团文化的影响下袁将更快融入校园生活遥

趣和志向的同学组成以助学和公益为目的的学生社

渊二冤社团组织成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提升

团袁其成员不全是贫困生袁如二手书之家尧家教协会尧

的重要依托

雷锋服务先锋站尧支教社等曰专门团队类是指近几年

高校学生社团是大学生基于共同意愿尧共同兴

依托各种奖助学金成立的资助工作相关新兴社团袁

趣爱好自愿组成的群众性业余团体袁突破了年级尧专

这类社团有基金会尧奖助学金赞助单位的专业指导袁

业甚至学校的界限袁在彰显个性尧发挥特长尧交流思

运行规范尧目标明确尧针对性强尧经费充裕袁是当前高

想尧切磋技艺尧增进友谊尧提高综合素养等方面成为

校最活跃的资助类社团袁育人效果相对明显袁如全国

重要活动载体和组织形式袁是高校第二课堂的引领

范围内的唐仲英爱心社尧 江苏陶欣伯基金会资助下

者袁也是校园文化建设中最活跃尧最具创新能力尧最

的伯藜学社等遥 这三类社团袁分别对应基本保障尧专

具号召力的校园文化符号遥 资助育人社团以贫困生

业提升尧自发补充三个层级袁组成互为补充的有机整

为主要社团成员袁同时吸纳其他学生进入社团袁不仅

体遥 高校要加强对三类社团的引导和科学尧 分类管

有利于促进贫困生之间尧贫困生与其他学生之间相

理袁要以行政类社团为基础袁以自发类社团为补充袁

互交流学习袁更是展示风采尧展现特色尧锻炼自我的

以专门团队类社团为增长点袁合理配置比例袁鼓励建

舞台遥

立第二尧三种社团袁做到对贫困生全覆盖袁为创造性

渊三冤社团组织成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助互助
的重要载体

做好资助育人工作提供组织保障遥
渊二冤形成资助育人社团构建的野四联动冶机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袁在传统思维和文化观念的

资助育人工作袁资助是基础袁育人是根本遥 资助

影响下袁贫困生在高校已成为一个相对野弱势冶的特

工作相关的三级社团发展袁要有充裕的资金保障袁才

殊群体 遥 他们总觉得和经济状况好的同学格格不

能确保健康持续发展遥 资金筹措要有社会的全员参

入袁不断自我边缘化袁在心理上普遍较为自卑尧敏感袁

与袁发挥各个社会单元的主观能动性袁形成全民办教

总觉得低人一等袁在行为上不合群袁缩手缩脚袁受制

育尧全社会支持教育的大环境遥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要

咱远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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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团为纽带袁建立好学校尧企事业单位尧校友尧社团

个资助体系的存亡遥要利用社团平台袁通过多样化活

野四联动冶工作机制遥 学校在加大勤工助学经费投入

动形式袁营造诚信文化氛围袁培育诚信品质袁把诚信

和奖助学金额度袁扩大资助面同时要依托三类社团

内化为学生的主题认知和自觉情感遥 感恩是资助育

充分开设勤工助学岗位袁创新勤工助学管理模式曰高

人工作的道德基础袁只有感恩袁才能胸怀坦荡袁也才

校要通过强化社会服务来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

能深刻认识到资助者的崇高精神和无私爱心袁 也将

共建袁通过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吸引企事业单位捐

会激励自己回馈社会袁奉献他人遥责任是资助育人工

赠教育袁同时企事业单位在资助奖励学生的同时袁要

作的价值取向袁资助给了贫困生重塑人生的机会袁这

宣传企业精神文化袁发挥社团主观能动性袁共同形成

种机会是国家尧社会尧学校的关爱带来的袁贫困生应

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良性循环曰高校还可以充分

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让社会有更多的这种文化自

发掘校友资源袁积极服务校友发展袁创建校友交流平

觉袁将爱传递遥 励志成才是资助育人工作的核心袁贫

台袁倡导以校友会尧校友团体尧校友个人等多种方式

困生要依托资助工作社团平台袁经过实践磨砺袁实现

来校设立奖助基金袁争取更多资金投入曰资助育人工

自我解困尧自我认知尧自我展示尧成就自我的完美蜕

作社团也要在筹资上下功夫袁做好服务平台建设袁社

变遥创新创业是当前社会环境下的新要求袁也是对贫

团也要依托学校合作企事业单位尧校友资源等开发

困生野经济助困尧能力解困尧创业脱困冶的必然要求袁

公益项目袁以市场运作的方式盈利来反哺学生资助

对贫困生帮扶袁不仅要野输血冶袁还要依托资助育人工

工作遥

作社团来野造血冶尧野授人以渔冶袁贫困生要结合专业优

渊三冤确立资助育人社团野五个帮扶冶定位

势袁发挥专业特长袁在实践能力培养和科技创新创业

资助育人工作的对象是贫困生袁贫困生野先天不

工作中走出自己的道路遥

足冶的特点造就了资助育人工作的特殊性遥 围绕这

总之袁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尧战略性

个特殊性袁资助育人工作只有依托社团发展平台袁确

的系统工程袁 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发展也在不断

立野五个帮扶冶的核心工作内容袁才能完成育人的根

变化遥 资助育人工作社团化导向是当前高校校园文

本任务袁把贫困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化引领下的一种机制创新袁 也是符合新时期人才培

者和接班人遥野五个帮扶冶即为院思想帮扶尧心理帮扶尧

养模式要求的必然选择袁但其工作内容尧运行机制尧

生活帮扶尧学习帮扶尧能力帮扶遥 思想帮扶使贫困生

工作成效还要在不断的实践中继续完善遥

收获信任和关怀袁正视贫困袁能从逆境中奋起曰心理
帮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袁帮助贫困生克服自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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