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展台2016年10月25日 星期二 04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职教扶贫：不让一名学生因经济困难辍学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探索资助与育人结合新模式

开通贫困生入学“绿色通道”，开展勤
工助学，建立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
款、校内奖助学金等，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
院贫困学生资助体系已初显成效；成立慈善
爱心基金、设立“慈善爱心屋”，定期开展
贫困生寒暑家访，用第二课堂提高学生自
信、挖掘学生闪光点……

为了“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辍学”，更为了“让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成
才”，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一直在努力探
索建立资助与育人相结合的模式。

精准扶贫
为每一名贫困生“量体裁衣”

新学期伊始，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迎来
了一名特别的新生。刚满 18 岁的熊梦婷，今年
高考以 391 分的成绩顺利考入江西现代职业技
术学院商务分院会计专业。本该是件欢喜的事
情，可是对于肢体残疾二级、只能依靠轮椅的
小梦婷来说，大学报到却并不容易。

小梦婷的伤病源于五岁学跳舞时一次意外
造成脊髓损伤，肚脐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甚至
大小便失禁。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母
亲全天候看护下艰难走过。多年来，母亲所有
的精力心血都放在了照顾女儿上，整个家庭所
有收入只能依靠父亲打零工微薄所得，大学三
年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对于这个艰难
维持的低保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接下来，怎么住？怎么去教室上课？⋯⋯
怎么帮助这个低保家庭？学校该怎样欢迎这位
励志的女生和不离不弃的妈妈？愁的不仅是熊
梦婷和她的父母，得知这一情况的江西现代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武来成也陷入了沉思：孩
子考上大学不容易，更何况是个身残志坚、努
力刻苦的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因为贫穷
而荒废了未来。

“学生资助工作要真正做到关爱学生、善待
学生，让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及时得
到帮扶。”学院党委书记武来成说。

为此，学校依托慈善爱心基金平台为小梦
婷开通入学“绿色通道”，解了燃眉之急；学校
还为小梦婷和她母亲单独腾出一间宿舍供她们
免费住宿；商务分院为其所在的会计班固定安
排在一楼的教室上课，并专门铺设了轮椅无障
碍通道；班上的同学们成立了帮扶小组，主动
为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为缓解熊家
的家庭压力，学校还联系物业公司，为熊妈妈
提供在校工作岗位，使其既能照顾女儿，又能
有份收入。

转眼半个月过去，等待同学们军训完毕的
小梦婷终于和大家一起踏入课堂，开始了憧憬
已久的大学生活。雾霾终于慢慢散去，一切将
是崭新的开始。

基金扶贫
为贫困家庭保驾护航

其实，在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熊梦
婷”并不是个例。作为革命老区的高职院校，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95%来自农村，
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占大多数。

“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是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
目标，也是学校对全体学生的庄严承诺。2015
年 6 月 16 日，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慈善爱心
基金正式启动，成立了江西省高校首个慈善爱
心基金，接受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友好合作单
位以及校友、广大师生的自愿捐助和监督。截
至 9 月 30 日，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慈善爱心
基金共募集金额 617270.53 元，帮助贫困生 25
人，发放金额 85300 元。

2014 级模具 2 班的赖伟成在准备期末考试
时检查出肠癌，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犹如晴天
霹雳。屋漏偏逢连阴雨，在他做手术前不久，
家里 90 多岁的奶奶由于不小心摔倒，导致盆骨
断裂，做手术也花了一笔不小的开销。为照顾
生病的赖伟成，妈妈不得已辞去了工作，整个
家庭的重担只靠爸爸在家乡石城县骑摩的当营
生。

目前赖伟成治病已经花费了十多万元治疗
费，如今家里已经负债累累，后续的化疗费用
犹如一个无底洞压在这平凡的一家。

“⋯⋯我于 2014 年 8 月入学，在班级担任生
活委员一职，工作认真负责；加入了武术协
会，热衷参与分院和学院各项活动；在校期间
成绩优异，大一上学期期末平均成绩 87.9 分。
我向学校慈善爱心基金申请援助，希望能够得
到帮助，让我重新回到校园。”2016 年 5 月，赖
伟成向学校提出资助申请。

学校得知情况后高度重视，学校慈善爱心
基金工作管理组当即批准了赖伟成同学 10000
元的资助申请。

设立爱心基金，目的就是为家庭贫困的在
校学生搭建一条更加通畅的绿色通道，帮助他
们渡过难关，顺利完成学业，健康成人成才。

受助学生钟平建同学曾动情地说：“一个在
爱中成长的人，是有足够的决心去努力奋斗
的。现在，我是一个接受爱心的人，今后，我
会成为一个传播爱心的人！我会将爱的接力棒
传递下去，献出自己的爱心，帮助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这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求学之
路非常艰辛，是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
圆了她的大学梦。她表示，毕业后将用自己一
切的力量去回报社会、回报母校。

受到资助的同学铭记“爱心基金”的恩
情，努力学习，踏实工作，将来帮助更多的在
校贫困同学，使爱心基金能够爱心永传，让慈
善爱心的接力棒在一届届的现代学子中延续和
传递下去。慈善爱心基金的设立，实际上是为
广大同学开了一门自强自立、诚实守信、感恩
社会的励志教育课程。

助补扶贫
保障贫困生在校期间生活无忧

“你好，我想申请图书馆的勤工助学岗位。”
“我写作功底不是太好，但我拍照技术不

错，请问我可以申请去宣传部勤工助学吗？”
⋯⋯
在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勤工助学

双选会现场，人头攒动，有意参加勤工助学的
同学通过资格审查后，前往意向部门参加面
试。此次双选会共为学生提供了勤工助学岗位
300 余个，经过初次双选，276 名同学在双选会
现场选聘到了心仪的岗位。

对于竞聘成功的同学们来说，这既是对自
己能力的认可，更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机
会，可以自食其力让生活多一份保障，缓解家
庭压力。

为了切实保证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新生顺利
入学，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不断探索长效的
贫困生帮扶机制。

除了为贫困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每年开
学初，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都会为全体新生
免费发放一整套生活用品 （包括盖被、垫被、
被套、床单、枕套、枕芯、蚊帐、毛巾被、脸
盆、水桶、茶杯、凉席），真正让学生做到“生
活无忧，拎包即住”。

学校还成立了校园慈善爱心屋，为贫困学
生免费提供洗涤用品、衣物、文具等物品，贫
困学生都可以通过申请领到自己所需的物品。
师生还可将自己的作品或适合展卖的物品在爱
心屋内进行义展，义展所得 50%用于慈善捐助。

校园慈善爱心社社长古石林同学介绍，社
团现有成员 52 人，其中有一半的同学都是贫困
生：“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受资助对象，我们很感
恩学校对我们的帮助，也想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去帮助别人。”2016 年 9 月，慈善爱心屋为 34 名
2016 级新生提供了物资补助。

据统计，校园慈善爱心屋成立两年来，共
资助贫困学生 218 人，领用物资达 12000 多元。

目前，在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思源
社、自立社等校园资助类学生社团有 12 个，社
团总人数达 500 余人。通过经常性捐助、爱心
义卖、爱心义展及爱心领用、爱心借用等多种
特色慈善活动，一方面援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一方面又培养广大学生的慈善意识、感恩
意识和自立自强精神。

自 2007 年起，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已连
续十年在新生报到处开通“绿色通道”，打开

“校园慈善爱心屋”大门，切实践行“不让一名
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承诺，让每一
位新生在带着喜悦心情入学的同时，放下忐忑
和顾虑，树立求学信心，以更好的心态融入大
学生活。

家访扶贫
深入家庭打消家长顾虑

刘嫣是个非常乖巧、懂事的孩子。“在父亲
病重期间，我非常纠结，一方面想在父亲病床
前尽孝，另一方面又担心耽误学习，一度想过
辍学在家侍候父亲，但我又实在舍不得放弃自
己的学业，父亲也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可以
为妈妈分忧。”

刘嫣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勤劳肯
干，是家里的顶梁柱，母亲身体不好在家带 5
岁的弟弟，虽不算富足但也衣食无忧。可是，
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家庭因父亲得了癌症而变

得异常艰难，花去 30 多万元治疗也没能挽回父
亲的生命。一个月前，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了
累累负债。母亲因身患高血压等疾病而不能从
事重体力劳动，目前家庭无固定收入。

“刘嫣妈妈身体不好，需要长期服药，无法
出去工作，只能在家带小孩，家里生活费来源
是靠政府救济和亲戚帮衬，前期给她父亲治病
还欠下 10 多万元的债务，因此，家里全部亲戚
都反对刘嫣继续读书。”杨津村的陈村长向我们
介绍了这个家庭的详细情况和面临的困难。

得知这些情况，前来进行贫困生家访的陈
老师急忙把慰问金送到刘嫣妈妈手上，并耐心
给刘妈妈做思想工作，详细介绍了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国家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政策的具
体操作，及学校的勤工助学、慈善爱心物资免
费领用、校园慈善爱心基金等校内资助政策，
让刘妈妈放宽心让孩子继续读书。同时，陈老
师鼓励刘嫣一定要继续完成学业：“只有这样才
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更好地照顾母亲和弟
弟，更好地回报社会。”

为了让每名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每年寒暑
假，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都会对贫困生进行
家访。

顶烈日，冒酷暑，2 人一组，辗转火车、
大巴、小三轮、摩托车，深入贫困学生家庭，
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和成长环境。2016 年暑假，
以省内高校首个“慈善爱心基金”为依托，江
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资助干事和专兼职辅导
员们先后走访了 83 名贫困学生家庭，与学生及
家长交流，送去学校的关心和慰问金 8 万多
元，打消学生读不起书的顾虑，激励学生自强
向上。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武来成
说：“家访是联系学校和家庭的一座桥梁，在家
访过程中，老师不仅可以详细地向家长们介绍
学校对贫困学子的资助政策和国家对贫困生的
资助帮扶政策等，还能通过座谈详细了解学生
的家庭实际情况，帮助学生更积极乐观地面对
生活和学习，坚信知识是会改变命运的。”

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走访慰问和走村入户资
助调研是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工作
的进一步延伸，是扎实推进精准资助的重要举
措，同时也是江西省高职院校资助育人模式的
首创。

心理扶贫
呵护学生成长成才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一直在努力探索建
立资助与育人相结合的模式。

由于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内心带着些许
灰心与自卑，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信心，鼓起他
们的人生风帆？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围绕

“对学生真好，真对学生好”的理念，做好润物
无声的“精准扶贫”，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在物
质上帮助学生、在精神上培育学生，构筑起全
过程、全方位的资助育人工作格局，让每一名
贫困生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商务分院的谢家龙现在可是江西现代职业
技术学院的名人，拥有一大堆铁杆“粉丝”。经
常到全国各地参加水晶球、街球演出的他，早
已不再是入学之初因脖子上有块胎记而自卑、
内向的大男孩了，而这一切的转变都源自于他
在一次学校的才艺达人秀中的水晶球表演。由
于他的精彩演出，商务分院出面为他成立了一
个水晶球协会，谢家龙逐渐找到了自信、融入
了集体，并且在自己的特长方面发光放彩。

如今，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已有艺术
类、特色类、专业类社团共 196 个，每个学生
都可以在社团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还十分关注学生心
理成长，尤其是全方位呵护贫困生心理健康。
学院建立了课堂教学、心理咨询与危机干预、
团体心理辅导、心理普查与建档、心理健康知
识宣传、心理科研“六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
育体系，拥有一支专兼职心理咨询教师队伍，
每年组织新生进行心理普查，为每名学生建立
了心理健康档案；在每个班级实行心理晴雨表
周报制度，实时掌握学生心理动态，开通了心
理咨询热线电话，建立了“心灵氧吧”在线咨
询网站和心理测评系统，每年为新生印发心理
健康知识应知应会手册，面向全院学生开设了
心理健康必修课，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心理呵
护。

“我女儿在高中时一直很自卑，胆子也很
小，但到了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读书后，在
老师和同学们的影响下变得乐观开朗起来，变
化非常大，太感谢你们了。”家访过程中，家住
九江的一位贫困生父亲握着张老师的手连连感
谢。

爱心扶贫
以拳拳爱心育“爱人之心”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受人恩惠，更当涌
泉相报。

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心和感恩之心，营造融
洽友爱的校园氛围，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面
向在校大学生推行“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认证”，
以校园官方认证的形式，将大学生在校期间参
与的各项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倡导、记录、
认证、表彰的方式广泛推广，培养学生“仁者
爱人”的理念，把助人与慈善当作习惯。

成立于 2012 年初的大学生萤火虫爱心社，
内设爱心衣橱组、“1+1”助学组、爱心图书
组、免费午餐组等项目小组，分别对接社会公
益组织，以其优异表现被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评为“优秀校园合伙人”，获得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全国性公益项目“爱心衣橱”表彰。
本着“呼唤爱心、奉献爱心、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的原则，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如照顾孤
寡老人、看望留守儿童等各项公益爱心社会实
践活动，引领青年以实际行动回报和感恩社会。

大学生小家电义务维修活动是江西现代职
业技术学院学生社团品牌活动之一。来自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电子科技中心、计算机文化
协会、大学生义务维修队和大学生智能家居协
会，因兴趣爱好自愿发起的大学生小家电义务
维修活动的成员们，依托学院社团平台，运用
自己在专业方面学习到的知识，“串校园，下社
区”，开展志愿帮扶和维修小电器、家具等活
动，帮助身边的同学和群众们。

为了让学生得到更好的锻炼，江西现代
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分院在南昌市江桥小
学正式建立大学生志愿服务基地，建筑工程
分院与艾溪湖第一小学结对开展“大手拉小
手·爱心传递”活动，商务分院在麻丘市敬
老院成立学生素质教育基地⋯⋯江西现代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不 断 拓 展 渠 道 方 式 ， 让 大 学生

“三下乡”变成“常下乡”。虽然同学们毕业了
一届又一届，但扶贫帮困、关心他人的精神一
直在延续。

“资助、励志、发展”三位一体，江西现代
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文资助育人体系正在不断完
善。

（罗洪保 曾洁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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