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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程新征 ·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
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
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对学生资助工
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随着《关于
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

知》等政策文件的印发和实施，学生
资助范围不断扩大，资助更加精准
有效，资助育人成果显著。

2017 年 也 是 教 育 部 确 定 的
“全国学生资助规范管理年”，是学
生资助工作的成效之年。随着资助
过程不断法治化、规范化，我国学
生资助工作再上新台阶。

教育一年来教育一年来两会特稿

——全国1.43亿城乡义务教育
学生获得免费教科书，1377 万城
乡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生活费
补助，约 1400 万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实现“两免一补”和生均公
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可携带。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让我摆
脱困境，进入大学安心读书。我要
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
成本领回报社会。”2018年初，收
到中国银行帮扶国家连片贫困县在
校大学生资助项目的 2000 元资助
金后，西安医学院 2017 级学生刘
小花 （化名） 热泪盈眶。

刘小花来自陕西省咸阳市淳化
县，家庭贫困，父亲罹患恶性肿
瘤。2017 年 8 月，她收到大学录
取通知书后，一家人一时陷入了

“看病”还是“上学”的纠结之
中。在县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刘小花陆续获得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5500 元、社会
爱心捐助 7000 元，进入大学后，
学校又给她发放了 6000 元资助
金。这些帮扶让刘小花一下子摆脱
了贫困的桎梏，心中重燃对美好未
来的信心。

自 2017 年起，国家资助不再
局限于普通高等院校学生。财政
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
会等四部门于 2017 年 4 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
助政策的通知》 明确，国家资助政
策从普通高校拓展到科研院所、党
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各类研
究生培养单位，资助对象从全日制

普 通 本 专 科 学
生、研究生拓展
到预科生。

为鼓励港澳
及华侨学生来内
地普通高校和科
研院所就读，增
强他们的祖国观
念，激励他们勤
奋学习、积极进
取，2017 年 10

月，教育部会同财政部修订了 《港
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和

《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增设
特等奖，奖励标准为本专科生每生
每学年 8000 元、硕士研究生每生
每学年 2 万元、博士研究生每生每
学年 3 万元。同时，扩大奖励范
围，并提高一、二、三等奖奖励标
准。

为进一步支持
博士生培养工作，
调动青年高端人才
积极性，从 2017
年春季学期起，全日制博士生国家
助学金资助标准全面提高：中央高
校博士生提高到每生每学年 1.5 万
元，地方高校博士生提高到不低于
每生每学年1.3万元。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
策也不断完善。截至 2017 年春季
学期，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
免一补”相关经费可携带已顺利实
现，全国 1.43 亿城乡义务教育学
生获得免费教科书，1377 万城乡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生活费补
助，约 1400 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实现“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
经费基准定额资金可携带。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生资助
力度不断加大，金额不断提高：5
年来累计资助学生 4.25 亿人次，
年均增幅 2.05%；资助总金额累
计 近 7000 亿 元 ， 年 均 增 幅
10.66% ； 财 政 投 入 累 计 4780.61
亿元，年均增幅 7.69%；学校和
社会投入累计达到 2200 亿元，年
均增幅 17.77%。我国学生资助经
费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学生资
助规模不断扩大，数以千万计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资助政策帮
助下顺利完成学业。

“只要家庭经济困难，无论在
哪个地方，无论在哪个学段，无论
在哪所学校，都能找得到组织，都
能享受得到相应的资助政策。只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奋学习，从幼
儿园一直到博士毕业，全程都有政
府的资助保驾护航。”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主任田祖荫说。

学生资助工作迈上新台阶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合理
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在
分配资金和名额时不搞“一刀切”，并
注重保护受助学生隐私、尊严。

2017年6月28日，清华大学致甘
肃考生魏祥的一封信《人生实苦，但请
你足够相信》刷爆了微信朋友圈。

魏祥是甘肃省定西市的一名考
生，患有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内囊肿，
出生后双下肢运动功能丧失。更不幸
的是，魏祥的父亲早逝，只有母亲陪着
他一路求学。考上清华后，为了方便
求学，他希望学校能给他们母子解决
一间宿舍。

6月28日，清华大学给魏祥回信。
在信中，清华表示将给魏祥母子提供两
室一厅的宿舍，并承诺“在被确认录取
后会立刻开始资助。清华大学多位校

友也在看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主动提出资助和协助你治疗
的意愿”，“请你相信，校内外
有足够多的支持，清华不会错
过任何一位优秀学子”。

“很激动，这封回信处处都很打动
我，处处都体现着对我的关心。我当
时只是设想过，有可能给我一个肯定
的答复说可以帮我，但没想到这么隆
重地写一封回信。”魏祥说。

确实有学子像魏祥一样是因病致
贫，也有学子是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致
贫，面对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资助不
仅仅是钱的事，更是重大的民心、民生
工程。

面对不同学子及其家庭的需求，
精准的识别和帮扶才能解决千差万别
的困难。2016 年 12 月，教育部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对各地各高校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合理确定认
定标准，在分配资金和名额时不搞“一
刀切”，对民族院校、以农林水地矿油
核等国家需要的特殊学科专业为主的
高校给予适当倾斜，保护受助学生隐
私、尊严等。

为了使资金的发放更加精准有针
对性，教育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定
了《2017 年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手
册》、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国
家助学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组织各
地完成了 143.77 万受助学生名单与
学籍系统一对一核对工作，采取“当年
资金预拨，次年资金结算”方式科学管
理资金，确保了把免除学杂费资金精
准落实到每一名受助学生身上。

各地各高校也积极探索符合地区
特色和需求的精准资助方案。内蒙古

卓资县通过深入贫困家
庭走访，认真核实各乡
镇中职学生精准扶贫人数、中职学生
就学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等，建立“发
展教育脱贫一批”中职学生电子档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 2004 年在全国
高校中首创“隐形资助”，通过校园卡
消费数据统计向学生发放补助，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更有尊严地接受资
助；广西玉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采用“人脸+指静脉+身份证”三者
结合的管理技术，对受助学生进行精
准识别，实现了与学籍信息管理系统、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认证系
统的无缝对接。

面对可能发生的电信诈骗、校园贷
等，2017年，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共
发布9次预警，提醒广大学生“天上不
会掉馅饼”，提醒广大学生资助工作者

“学校可以放假，资助工作不能放假”，
要切实保护好学生个人信息和隐私。

“从制度建设、政策设计的角度，
我们已经做到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
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教育部财务司
副司长赵建军认为，从根本上说，教育
是脱贫的治本之策，是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最有效途径，“因教致贫”已经
不准确了，“因教脱贫”更符合我国
的国情和实际。

精准资助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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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开学季，南京农
业大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前，
两名学生在了解资助政策。

资料图片

学生资助是一项国家特别重
视的工作，覆盖范围广、覆盖的人
数也特别多。目前，上海学生资助
体系已经实现了从幼儿园到高校
全学段的覆盖，特别是高校这一块
儿已经做到了不让任何一个学生
因为家庭困难而不能完成学业。

我认为，当前的资助政策确
实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过去的资助政策主要
是给家庭困难学生提供上学的基
本保障，而现在整个政策体系已
经升级到以资助育人为目标。通
过资助实现育人，帮助被资助的
学生成才，从保障型资助走向发
展型资助，这是上海近些年资助
政策最大的改变。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
步创新思路，拓展领域，尤其是在
加强资助政策宣传方面、在继续
做好全过程发展型资助育人方
面、在推进学生资助法治化进程
方面进一步努力，让每一个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同样拥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

本报记者 李澈 采访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
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

确保经济困难学
生拥有出彩机会

——资助不仅是解困，更承担着
育人的功能。一年来，教育部通过建
立“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系，构
建育人长效机制，初步形成了“解困—
育人—成才—回馈”的良性循环。

2017 年 11 月 9 日，教育部公布
了 2016—2017 学年度本专科生国家
奖学金获奖名单，共49990名学生获
奖，一大批杰出的青年学子涌现。如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2014 级本科生
余天呈，2016 年获得美国威斯康辛
大学麦迪逊分校当年唯一的校级交换
生名额，同时还担任清华大学紫荆志
愿者 （五星级），校健美队、合唱队
队员；西南大学 2014 级学生尹力
康，获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科技创新先进个人等荣誉，在第九届

“认证杯”数学中国数学建模网络挑
战赛中获第一、二阶段特等奖，并以
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
篇，3篇论文修改后获录用。

“国家奖学金是评审最规范、标
准最严格、荣誉等级最高的一项奖励
品牌。学生参评国家奖学金竞争十分
激烈，每年全国 2000 多所高校、近

2700 万名在校生角逐仅有的 5 万个
名额，平均获奖比例仅为 0.2%。”全
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一位负责人
说，国奖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高校学生
勤奋学习、专心科研的热情，进一步
坚定了优秀青年学子报效祖国、服务
社会的决心，其激励和导向作用充分
显现。

事实上，资助不仅是解困，更承
担 着 育 人 的 功 能 。 2017 年 发 布 的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
施纲要》 将“资助育人”作为育人基
本任务的十大质量提升体系之一，要
求建立“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
系，构建育人长效机制，形成“解困
—育人—成才—回馈”的良性循环。

为了规范学生资助管理，确保党
的惠民政策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教育
部、财政部决定把 2017 年定为“全
国学生资助规范管理年”，并于当年
4 月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全国学生
资助规范管理年”活动的通知》，对
开展规范管理年活动进行了部署，明
确提出“规范管理制度、规范监管责
任、规范资助成长”等“六规范”，

不断强化各地、各校的责任意识、规矩
意识，严格规范各地各校学生资助管理
制度与政策执行，全面提升学生资助规
范化管理水平。

在田祖荫看来，下一步学生资助工
作将面临新的形势、进入新的阶段，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学”还需要在精准资助、依法资助和充
分发挥资助育人功能等方面下功夫。

“大力推进精准资助。首先，对象
要精准，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
制和认定办法；其次，资助力度要精
准，根据学生困难程度分档资助，不搞
一刀切；再其次，发放时间要精准，在
学生最需要的时候把资助资金发放到他
们手中。要花好每一分钱，改大水漫灌
为精准滴灌，充分尊重学生个人隐私，把
资助工作做得更有精度、更有人情味。”
田祖荫认为，还要大力推进依法资助，充
分保障学生权益，确保资助工作依法依
规实施，把学生资助做得更有透明度、更
加公平有序；落实到资助育人上，要高举

“立德树人”大旗，建立起“扶困助学—立
德树人—唱响中国梦”这样一条特色通
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把学生资助工作
做得更有深度、更加大气。

建立“四位一体”发展型资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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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资助 更加精准有效
——全国学生资助工作不断取得进展述评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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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
见》，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三免一
补”政策，即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
作业本，为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
生提供生活补助。

中央财政每年安排 8 亿多
元，用于四川采购国家课程免费
教科书；省财政每年预算安排
1.21亿元，用于采购地方课程免
费教科书。2017年秋季开学，四
川790多万名义务教育学生全部
享受到国家免费教科书政策。

河南：
为让广大学生和家长全面了

解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
策，实现精准资助，河南省于
2017年秋季学期统一发放“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明白
卡”。除各学段资助政策内容外，

“明白卡”还告知学生和家长省、
市、县级教育部门和高校的学生
资助服务电话及其他咨询方式，
方便学生和家长咨询、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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