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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grants work is related to education fairness 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comprehensive victory period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t is the core content of 

college student financial aid management work,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national grants in funded 

management work through the literature data method and the survey method, and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precise funding of the national grants with the goal of educati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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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国家助学金工作事关教育公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重要内容之一。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是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高校学生工作的重

要问题。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对高校国家助学金资助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现实困

难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以育人为目标做好国家助学金的精准资助工作的相应建议。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下简

称“贫困生”）的资助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

并为贫困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寄宿生补助生活费等。2007年，国务院决定逐步建立以政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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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贫困生“奖、助、免、贷、勤、减”资

助政策体系，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成为现实。 

贫困生资助体系极大地缓解了贫困生的就学问题，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公平，体现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部分高校国家助学金的评审工作还不够规范、细致，不能很好

地兼顾育人目标和资金使用效率。如何认定贫困生，实现精准资助，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

业，是高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2．国家助学金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国家助学金政策定位 

国家助学金主要解决贫困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资助面平均约占全国普通

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的20%，年人均资助额度为2000元。2017年国家助学金

资助本专科生565.92万人，资助金额162.49亿元。贫困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则以国

家助学贷款形式资助，成绩优秀者还可以再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或国家奖学金。 

2.2  国家助学金人选认定存在的问题 

2.2.1 依赖《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2007年以来，国家助学金认定的主要依据的是学生生源地村、镇、县相关部门盖章的《高

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生源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从乡情的角度一般都会选择开绿

灯，制造出不少“伪贫困生”。由于乡村人情的复杂性，有的真正贫困的家庭由于在村里的

人际关系紧张反而不能顺利盖上三级公章，这种现象也时有发生[1]。 

2.2.2 当众诉苦、互相比困式班级自评 

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最后一般都落实在年级辅导员身上，辅导员日常工作量非常大，

如果时间要求紧，有的人会根据学校分配的名额数量，在所带的班级中平均分配，由各班委

根据程序评选贫困生。 

班干部为了公平、公正、公开，多采取申请人上台自述家庭困难情况或在黑板上匿名书

写家庭困难情况，最后由全班同学投票，根据票数多少确定贫困生人选。笔者十几年前当班

主任时，曾主持过助学金的认定工作，有一个班长的父亲在生意场中受合伙人跑路的牵连在

监狱服刑，家庭失去经济支柱，但不想让同学们知道父亲入狱的事情，因此放弃助学金的申

请。所幸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的方式已经被《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所否定。这种方式除了涉嫌消费贫困生的尊严外，还存在人缘好

但并非相对贫困的人入围、相对贫困但人缘不好的人反而出局的情况。 

2.2.3 国家助学金名额与实际需求量的动态不均衡 

全国国家助学金的总资助范围为在校生的20%左右，由于生源地分布不均衡，贫困生数

量存在校际差异、专业差异、年级差异。高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如果只是根据学生人数将助

学金的名额分配给院系、班级，将造成少数贫困学生因班级名额不足而无法获得资助，而一

些相对不贫困的学生则因班级名额充裕而获得资助。因此，简单地按比例分配名额方式看似

公平，实际却人为造成不公平[2]。 

2.2.4 人为造成的不公正 

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高校，辅导员和班干部对助学金分配的自由度比较大，人为造成了

不公正。据调查，有个别辅导员将助学金（包括奖学金）名额作为奖励或安慰送给学生会干

部、班干部，部分学生甚至再返还一部分回去。这种现象虽然不多，但影响极坏，有违教育

宗旨，损害了国家奖助学金政策在贫困生心目中的信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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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层学生工作的现实困难 

笔者在十几年前做班主任，曾遇到过大一学生的助学金分配问题。学院给班级9个名额，

但是有10人填写申请，根据困难程度将10人排序（姑且记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

10个同学的家庭确实存在困难，如果只资助前9人，则癸同学会非常失落，感受不到集体的温

暖，不利于其成长，也不利于日后班级工作的开展。由于壬、癸两人家庭困难程度非常接近，

在10人里面属于相对不贫困型，两人共同分一份助学金不至于造成生活困难。因此跟二人进

行君子协定，上报九人，等助学金下来时，壬同学分一半给癸同学。最后，所有的同学都满

意。 

但是，笔者了解到前几年某高校因为辅导员将助学金进行类似的内部分配，造成某同学

不满（未能获得全额助学金），该学生向省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投诉。省教育行政部门对该学

校进行了批评，以儆效尤。笔者非常庆幸自己带的学生通情达理，不是这样的自私自利。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不能苛求上级按需分配助学金名额，也很难干预学校资助管理制度，

在“僧多粥少”的前提下，只能凭一颗博爱之心，把有限的助学金发放到最需要的学生手里，

这也是在培养学生民胞物与、先人后己的道德情操。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不宜发现投诉后不进

行调查研究就简单问责，将基层工作人员的手脚束缚死。制度是死的，具体工作必须根据现

实情况因时制宜。 

3．以育人为目标做好国家助学金相关工作 

3.1 不宜施行国家助学金“有偿”形式 

个别学者建议针对身体健康的贫困生采取“有偿”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形式，贫困生参与

勤工助学才有资格获得国家助学金；对于无身体条件的特殊困难学生无偿资助[4]。 

“有偿”形式违背国家政策。国家推出的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目的是不让一个贫困生失

学，保证教育公平。因此，国家助学金的设立遵循的是无偿性，并尊重贫困生申请的主观性。 

“有偿”形式在制造歧视氛围。如果只有先报名参加学校勤工助学才能申请到国家助学

金，无异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贫困生遴选出来，因为勤工助学分布在校园各个角落，此举不

利于保护贫困生的隐私。贫困生相对不够自信，本来就需要特殊照顾其自尊，如果采取“有

偿”形式，则许多人（尤其是女生）会选择放弃申请国家助学金。 

贫困生参加勤工助学占用了正常学习、生活时间，不利于其充分发展。如果贫困生是自

愿申请，则是其综合权衡机会成本之后的理性选择，学校尊重其意愿即可。 

3.2  不宜对国家助学金的使用做过多干预 

个别学者建议高校应对国家助学金的去向进行跟踪，认为贫困生不应该购买高档电子产

品和大品牌化妆品[5]。2016年年底，一名网友讲述了他的大学同学因家里省吃俭用几个月买

了双打四折的耐克鞋而被取消助学金的故事。在许多人眼里，贫困生就应该有贫困生的样子，

贫困生就应该勤工俭学、节衣缩食，助学金只能用来买食品、衣服和学习用品。 

从技术上难以精确区分用于购买所谓“高档品”的资金到底多少出自助学金、多少来自

家长提供的生活费或者自己的兼职工资。 

高校国家助学金本意是资助贫困生在校期间的生活费，让贫困生不必整天为生活费而疲

于奔命耽误了学习，甚至辍学。 

持有监督国家助学金使用去向观点的人，先验地认为贫困生不会合理地支配自己的生活

费，这种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贫困生指手画脚，缺少必要的尊重。 

相信绝大多数的贫困生对国家助学金持感恩的态度，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受助机会，发奋

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把爱心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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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对特殊困难群体实现精准资助 

特殊困难群体主要指是否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

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情况。随着大数据等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条件成熟时与地方政府民政、残联、扶贫办、

退伍军人事物部门等单位数据库联网，特殊困难群体可以直接确定助学金资格，避免人为干

预造成不公。 

3.4  探索科学合理的贫困生认定方法和工作程序 

高校助学金管理机构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制度，将国家助学金政策落到实处。 

新生入学之初，做好家庭经济状况摸底工作。大一新生对大学还有种陌生感，一般都怀

着对大学的美好憧憬，思想相对比较单纯，摸底工作真实度比较高。 

不简单地以学院或班级为单位分配助学金名额，造成部分班级学生“被贫困”现象，而

是根据各院系贫困生的实际数量来分配名额。辅导员或班主任要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

不谋年级、专业、班级局部利益，认识到全校一盘棋，让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为杜绝贫困生认定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各高校应设立监督投诉渠道，向师生公开，主要

负责人应亲自受理相关违规行为，发现有悖于国家助学金政策初衷的现象，及时制止并纠正。 

高校学生工作部门应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培养仁爱美德，倡导学生不贪便宜，把机会

让给更需要的人，发现虚假申请的“伪贫困”学生，进行违纪处理，退还助学金。 

3.5  关注贫困生心理健康 

贫困生受家庭经济状况影响，成长过程中困难、坎坷多于正常家庭出身的同学，容易出

现自卑、羞怯、退缩等不健康、不阳光的心理状态，加之大学阶段处于身心发育的最后完成

期，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既要保证助学金的资金使用效率，还应兼顾贫困生的隐私，爱护

其自尊，呵护其脆弱的心理，令其在国家各项资助政策的帮助下顺利完成学业。 

4．结束语 

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家庭经济困难群体是小康社会

的短板、弱项，政府高度重视精准脱贫工作。大力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是保

证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人员应肩负起历

史重任，使有限的资金造福更多的贫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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