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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thought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law of education and the law of the growth of poor students in families, we should seek truth 
from facts and adjust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develop "guarantee-type aid" to 
"development-type aid", establish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precise ai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student aid, and combine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support. We should combine 
subsidized education with humanistic care, combine talent training with family poverty alleviation, 
explore a more scientific and humane funding system, and construct a new model of 
development-oriented subsidiz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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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中央关于“精准扶贫”思想及教育规律和家庭贫困学生成长规律，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以“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发展，建立“精准资助”工作机制，不断提高

学生资助“精准度”，把扶贫和扶志相结合，把资助育人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把人才培养与家

庭脱贫相结合，探索出一个更为科学化、人性化的资助体系，构建出发展型资助育人新模式。 

1．引言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扶贫的重要内容和关键

举措。本文是从高校资助现状出发，分析高校资助存在的问题，结合“十三五”规划及未来经

济发展战略，融合大数据及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化民办高校资助工作机制，实

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探索民办高校资助工作新模式。 

2.精准扶贫背景下民办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意义 

（1）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是高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习近平在 2018 年提到，

教育事业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发展教育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要推动力，在发展教

育事业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考虑不同地方的经济，文化差异，推动教育事

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 改革过程中，要体现改革的创新性，全心全意保证人们能够享受到平

等教育，为社会主义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十八大以来，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新指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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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的形式、方法、和内容，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场所，一定要加

强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人才具备正确的思想意识。 
（2）打赢教育扶贫战要求做好精准资助工作。教育扶贫是扶贫攻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党和政府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出“决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的庄严承诺，为实现这一承诺，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奖贷困补等一系列的资助政策，保障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只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因经济原因辍学，上得起学，家

庭其他成员才会毫无牵挂，更好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的好学、就得好业，

才可以拔掉穷根，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3）做好精准资助工作是不断推进教育公平的需要。 “精准资助”彰显的教育公平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正”的重要体现。十九大明确提出贫困家庭的子女也必须享受到平等

教育。通过做好高校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公平地接受高等

教育，在校期间生活无忧，毕业之后有较好的发展，经济资助与思想育人相结合，真正将高

校育人工作做到实处。 
（4）做好精准资助工作是推动构建高校资助工作新模式的需要。当前高校现行的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尚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贫困生认定模式较为单一，资助导向功能错位，政府

教育经费虽然持续增长但人均投入不足，部分高校学费纷纷上调等等。传统学生资助主要体

现为学生提高经济保障，这种基本保障使得一些学生产生了“等、要、靠”的思想，也没有很

好的发挥资助政策的教育功能。精准资助工作不仅要求建立大数据平台精准识别困难学生、

精准帮扶困难学生，同时还要求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树立感恩、奉献、诚信、励志的人生

价值观，是高校资助工作的新模式新要求。 

3. 精准扶贫背景下民办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完善民办高校中的资助工作的方式方法、体系构架 
资助政策以及相关通知、审核、评选工作信息的传达渠道单一、战线过长，导致效率低

下，且容易出错，这给新时代的资助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局限性，成为民办高校资助工作的瓶

颈。民办高校应该完善精准资助体系，树立民办高校精准资助理念，通过量化评定标准，落

实精准资助政策，完善精准资助保障，加强资助工作的评估和反馈，构建完善的民办高校精

准资助体系。 
（2）加强民办高校资助工作队伍专业化水平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主要依靠学生管理部门和各学院的辅导员，而工作对象是全校学生学

生，这使得资助工作人员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排查所有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资助工作

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纷杂的事务，因此没有充裕时间来对资助工作进行深层次思考，不能

深入了解与当前经济社会形式配套的资助形式和理念。从高校资助工作的长远发展角度，高

校资助工作急需一支有思想、懂业务、会研究的专业化、职业化的资助队伍。民办高校应该

在保证资助专职人员配置和队伍制度化建设的基础上，民办高校应该重点提升资助工作队伍

专业化水平。 
（3）完善民办高校困难学生管理信息化建设 
在对学生提供资助时，想要实现精准资助，必须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只有这样才

能精准把握学生具体信息，才能因地制宜，考虑学生具体家庭情况提供配套的经济资助。然

而现存的信息管理系统仍不够完善，这样民办高校在对学生进行资助时就不能全面了解学生

的家庭信心，不能保证对学生提供适宜的自护，有些高校甚至存在贫困生基本资料都不完善

的情况，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扶贫资金的浪费，不能切实保证贫困学生得到应有的经济资助。

民办高校应该力求建立涵盖内容全面的信息管理系统，其中既包括学生家庭情况，又要对学

生在校表现进行详细追踪，了解学生在校科研、创业情况，建立包含全面信息的综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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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困难群体识别精准度 
高校在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时，更多考虑的是学生入学时所提交的资料，无法对学生具

体家庭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只能通过辅导员等学校工作人员的层层上报了解学生的基本信息。

由于无法掌握贫困学生的实际生活消费情况和其家庭经济实际收入情况，仅依靠师生的主观

判断甚至私人感情来进行认定，认定方式粗放有余而精细不足。加之，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

平衡，对于贫困的界定标准不一。一些基层部门可能碍于情面出具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虚假证

明，都使得贫困生的认定难上加难。最终很容易真正需要自助的学生由于学校制度原因放弃

申报；一些经济情况较好的学生却利用制度漏洞，变身“伪贫困生”。 
（5）发展民办高校资助模式，加强相应的精神资助和心理帮扶 
在对学生进行经济资助时，更多注重形式上的，而忽略了资助工作的出发点，没有对学

生进行培养。当前资助更多的是为学生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能帮助学生了解如何通过

自身努力实现经济独立，在资助贫困学生时，应该注重对学生的精神和思想教育，只有这样

才能为学生未来的长期发展提供保障。同时，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应该设立更多内容，保证学

生切实享受到资助带来的益处。资助工作应该因人而异，因贫困的原因和类型施策，针对不

同的需要设计个性化非经济资助项目助力其成长成才。民办高校应该从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

资助和个性化发展纵深发展，拓展资助渠道，从而成为民办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重要支撑。 
“精准资助”彰显的教育公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正”的重要体现。十九大明确提

出贫困家庭的子女也必须享受到平等教育。通过做好高校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确保每一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公平地接受高等教育，在校期间生活无忧，毕业之后有较好的发展，经

济资助与思想育人相结合，真正将高校育人工作做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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