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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长城大学生自强项目简介

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中国扶贫基金

会于 2002 年 9月 1 日发起“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以经济

资助为基础，以成才支持为核心，以培养自立、自强人才为最终目标，

致力于引导学生在成才的同时回报社会，实现项目“传递社会关爱，

锻造自强之才”的宗旨。

（一） 受益对象

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二）资助内容

◆ 经济资助：每人每年 3300 元（其中 3000 元为新长城自强助

学金，直接发给学生，帮助他们解决部分生活费用; 300 元为项目执

行费）。资助年限为 1，2，3，4 年。

◆ 成才支持：在高校建立自强社，并以自强社为平台开展各种

公益活动，提升大学生综合能力（项目报告见公益未来项目报告）。

（三）项目成果

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自 2002 年以来，累计募集善款

28665.6 万元，直接受益人数 134849 人次，覆盖 31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 600 余所项目高校。在 104 所大学成立新长城自强社，为

学生提供成长成才的平台。2018 年，项目筹集善款 14636048.2 元，

受益人数为 454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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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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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项目收支情况

2018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本项目接收到 1102 笔社会捐赠，

共计 14636048.2 元，其中项目资助资金 13658730.3 元，费用资金

977318.09 元。本年度共向 186 所项目高校的 4549 名合格候选学生

发放助学金，共计 12082160 元。

三、年度项目实施情况

(一) 续助学生情况

本年度继续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845 人，收集成长记录表

1968 份，装订成长记录表 45 本。完成 2014 级 250 名受助学生毕业

去向收集反馈。

图 1：继续资助学生材料收集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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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成长记录手册

(二) 新增学生情况

本年度共向 63 所高校发函收集新长城助学金候选学生材料，共

资助 1436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口帮扶县资助学生共计 263 人。

图 3：对口帮扶县推荐学生材料收集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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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收集审核受益学生申请材料 1600 余份，感谢信 600 余

封，装订受益学生申请材料 54本。

(三) 项目监测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3 所高校项目监测

5 月 24 日-25 日，项目组人员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 3所

项目高校，监测项目在高校的运行情况。学生表示，助学金减轻家庭

负担，让自己能更安心的学习，也能获得跟多的学习资源，更在心里

面种下了一颗坚强和爱的种子。学校表示，目前资助工作较关注四个

方面。一是经济资助与资助育人相结合，二是注重提升学生个人专项

能力，三是注重学生信息的准确和安全，四是在就业、心理、学业、

精神等方面给予帮助。

湖北省武汉市 2 所高校项目监测

12 月 26 日至 31 日，项目人员实地调研中南民族大学和武汉科

技大学 2 所高校。调研高校的整体运行情况良好，候选学生核实效率

高，拨款流程细致、金额准确，档案管理统一、规范。

学校表示：新长城项目充分体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关心关爱，是对学校资助体系的有益补充，进一步健全了资

助政策，织密了资助网，让学生能够安心就学，健康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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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项目人员与中南民族大学老师及部分受益学生座谈

学生表示“新长城助学金通过资助育人方式，帮助了我们这些贫

困学生，锻造了我们的自立自强精神，让学生对资助、温暖与爱心有

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对社会人才的培养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对受助学

生的帮助也是无可替代的”；新长城助学金正如其名，古代长城的作

用在于“戍边”，用于维护国家稳定，抵御外敌，而这个助学金，也

让我们“安心”，告诉我“男儿当自强”，让我更加有信心去接触社会，

有能力去服务社会，让我更敢去畅想未来，憧憬明天；“新长城助学

金让我们相信这个社会是善意的，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温

暖，教会了我们坚强，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我们懂得了关爱他

人，学会了传递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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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项目人员与武汉科技大学部分受益学生座谈

图 6：武汉科技大学受益学生现场填写《受益学生调查表》

线上项目抽查

为了解受益学生是否准确收到新长城自强助学金，学生与捐赠人

的沟通、学生个人成长及评估学生需求，于 3月 8日开始开展受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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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抽查工作。选取 2017 年下半学期发放助学金的学生，涉及 112 所

高校 498 人，占总人数的 9.8%，学生来自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抽查方法为电话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其中电话访谈 102 份，问卷调

查 396 份，返回有效问卷数为 330 份。

本次调查共涉及 23 个民族，其中汉族学生 350 人，占 70%；少

数民族学生 148 人，占 30%。498 名学生来自 112 所高校，有 57所

高校成立了新长城自强社，包含 267 名学生抽查学生

图 7：项目抽查学生所在高校分布比例

根据问卷和电话访谈的 304份有效问卷结果，回信率为 79%。

图 8抽查学生感谢信回信率情况

通过此次抽查，结合近来 3年的抽查数据可以看出：助学金主要

是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和学费支出；发展兴趣、提升能力的消费支出大

幅上升。体现了学生希望提升个人能力、发展个人特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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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抽查学生助学金使用分配比例

助学金对于受助学生来说，最大的影响在于能够“减轻家庭负担、

为家庭分忧”。

（0 表示与选项完全不相符，10 表示完全相符。分数越高越相符）

图 10：助学金对学生的影响分析

90%学生有参与公益社团（自强社）互动， 参与 2-4次的比例为

52%，参与 5 次及以上的达到 25%。

图 11：抽查学生参加公益活动次数情况

关于提升个人知识与能力，排在前三的分别是：英语水平

（85.5％）、知识与视野（80.4%）、沟通能力（73%）（有效填写人次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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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抽查学生对于能力提升的需求

81.6%的学生希望能够通过社会实践提高自身能力。包括支教、

调研、实习、志愿服务等。70.6%的学生希望能通过素质提升项目如

创新力、团队协作力、沟通表达、人际交往等提高自身能力。61.6%

的学生希望通过技能拓展如办公软件、英语、图片处理等提高自身能

力。（本题有效填写人次：255）

图 13：抽查学生能力提升渴望开展的项目情况

(四) 活动开展情况

贵州省 3 所高校项目交流会

3 月 2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新长城大学

生资助项目主管刘宁波赴贵州财经大学，与校党委副书记肖建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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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处全体及校友办座谈交流，了解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成才等

基本情况，以及新长城大学生自强项目发展新模式。

图 14：陈红涛常务副秘书长与肖建宗副书记交流

3 月 22 日，新长城项目部刘宁波赴贵州民族大学和贵州师范大

学，了解项目的实施情况并交流项目的发展，并与贵州民族大学 12

名受益学生代表见面。

图 15：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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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城•孟丽红助学基金陕西省爱心见面会

4 月 27 日，“新长城•孟丽红助学基金陕西省捐赠仪式暨爱心见

面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副董

事长孟丽红女士；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先生；原广州市政协

主席、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陈开枝先生；第十三届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协调部部

长沈冲先生；广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原主任、新长城项目高

级顾问李树青女士；陕西省统战部副部长白慧芳女士；陕陕西省教育

厅总会计师刘宝平先生；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彭安季先生；陕

西师范大学校长游旭群先生；陕西省七所高校领导或学生资助中心领

导；陕西省七所高校获得资助的 250 名学生出席了此次捐赠仪式。

图 16：“新长城·孟丽红助学基金”陕西省捐赠仪式暨爱心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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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城项目高校座谈会

4 月 28 日，新长城与西北大学、长安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

安医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

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及陕西师范大学等 9所高校在西安举行座谈会，

交流与探讨资助需求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方向。

图 17：新长城项目陕西省高校座谈会

(五) 受助学生感言

我是第一次接受如此高额的补助，当看到微信上提示的一千八百

多元入账，我立刻截图给我的父母，同他们分享这份喜悦。但是，我

在接受资助的时候就知道，和金钱一起到我手中的还有责任和捐赠人

对我的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较于金钱身上所负载的意义，那

份期许对我更有激励的作用。

——中国石油大学 孙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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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一直教育我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对国家和

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需要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

是要有社会责任感”。“责任”和“道德”便是我一生行事的准则。在

关注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全民公益”微信公众号后，我也开通了月捐，

虽然每个月只捐助了 10元，但我也觉得是有意义的。我的大学生活

过去一年了，父亲的腿也恢复了，家中生活已经稳定。十分感谢国家

开发银行对我的资助，使我的家庭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未来我将始

终坚持“责任”与“道德”，当我有足够的能力时也会像您一样回报

社会。

——中国石油大学 史超忆

寒假的时候我在一家补习机构当老师，因为离学校有点远，每天

五点多就要起床。凌晨五点多真的好冷，天是黑的，路上一个人都没

有，那种感觉真的很凄凉。在那十几个早晨，我都会想，是不是每个

人的生活都是这样呢？都这么冷，这么形单影只？现在我知道答案了，

答案是否定的。我能有走在校道上的机会，正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我，

就像您一样。也许我们从未谋面，但您一直在深处用物质和精神支撑

着我，所以，我并不是孤独的。

——华南师范大学 许晓君

金钱纵然有限，然而温暖无边。我亦时常怀着一颗知足常乐、感

恩的心。我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感谢生活。虽然人的一生总有不如

意的时候，但是我一路走来，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和帮助，有亲人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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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关怀，也有像您一样的支持帮助。我们虽未谋面，您却一直充当

我背后的力量，对我出手相助。

——华南师范大学 袁文君

图书馆很安静，我可以听到笔尖滑动的沙沙声，正逢乌鲁木齐初

雪，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窗外雪花一朵一朵漫天飞舞，旖旎美态，这场

始料未及的雪花，如同美丽的华章，层层叠叠，翩然而至，而这个时

候，我的内心唯一尘存的喜悦，重逢内心的感动。不知不觉，在乌鲁

木齐已是第三个年头了，这意味着，承蒙您的资助，我在新师大度过

了我两年多的大学生涯。感恩是一种方式，感恩更是一种境界，我要

用心灌溉着另一颗心，我们用心经营另一颗心，直面人生，发现人世

间更多的美好，我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给昏睡的心灵以触动。让趋

于麻木的心清醒，使冷硬的神色显温情。学会感恩懂得感谢。

——新疆师范大学 卢月月

使我像众多同学一样，拥有着这样美好欢乐大学时光的人，首先

是我的家人，然后就是像您一样资助我的人。每当我收到您的助学金

时，我的内心都充满着感激，同时也有着对未来更加美好的憧憬。在

初高中的时候。我常常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感到自卑，不敢和同学们分

享自己的意见，也不会和朋友说出自己的难处，这直接导致我在交际

能力上极大的缺陷。而当我来到大学后，第一次接受到您的资助，让

我觉得，我也可以和别人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表达自己真实的

内心。每天我都会对自己说：“今天的我要活出最棒的自己。”怀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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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积极乐观的心态。我改变了很多，有了很多的知心朋友，完成了许

多自己藏在内心的愿望。

——北京林业大学 赵奕博

自古以来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虽然我不能信誓旦旦的向您保

证会成为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我想我应该说出一句承诺，无论如

何，坚守本心，做好自己，对得起自己的付出，感恩父母，感恩老师，

感恩社会，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中国石油大学 王莉君

当老师把爱心资助款交到我的手上时，我心潮澎湃，在那一瞬间，

我眼睛酸酸的，因为我想到了家里的父母，可以不用为我几个月的生

活费担忧了。在这凄凉的秋季，让我感受到了温暖。也许，不能完全

让一个家庭洗脱全部的贫困，但它却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减少的帮助，

让我每日的菜多了一个，让我的衣服多几件，让我在生活中更加充

实……这一件件的改变，让我在学习生活中更加自信。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建英

余下的时间十足宝贵，无论是之后考研还是步入社会，我都得做

好规划。未来的路是否顺畅，也有我现在努力铺垫的成分。积极听讲

学好专业课，课余时间不断丰富自我，大学只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段路

程，但是需要活的有意义。我也会积极向那些有上进心的人学习，多

交一些这样的朋友，不断激励自己，坚持下去。坚持比放弃多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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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笔我会坚持写完，相信自己！但愿今后我能去我想去的地方，成

为我想成为的人，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像你们一样无私奉献的人，我

得努力，才能向你们靠近，才能向梦想奋进。

——北京林业大学 吴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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