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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助学的历史演变、现实困境与未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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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助学是实现“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兜底性工程。我国助学经历了人民助学金阶段、

奖助并存阶段、“奖、贷、助”阶段和“奖、贷、助、勤、补、减、免”阶段的体系演变过程。其演变规律是以

不断精准满足受助学生实现可持续发展需求的过程。助学工作推进精准化的具体实践中，政策实施、助学理念、

助学体系、立法保障等方面还存在现实困境，可以从丰富多元资助主体、提升助学治理效能、加速助学立法等维

度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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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realistic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s of student aid in China 

WEI Youxing，LIU Sanni，YANG Xiaoxu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Student aid i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project to realize "not allowing a student drop out of school because of 

family financial difficulties". Student aid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People's Grants, the 

co-existence of Grants and Scholarship, the stage of “Scholarship, Loans, and Grants” and the stage of “Scholarship, 

Loans, Grants, Work-study, Supplement, Reduction, and Exemption”. Its evolution law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ly and 

accurately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student ai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precision of student aid, there are still realistic dilemma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e concept of 

student aid, the system of student aid, and the guarantee of legislation.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enrich the 

funding subjects, improve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quicken legisla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realistic dilem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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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是通过教育精准扶贫实现脱贫的一种方

式，是精准扶贫“两不愁三保障”中的基础性工程。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助学是“把短板补得再扎

实一些，把基础打得再牢靠一些”的关键举措[1]。

当前，扶贫、防返贫和动态扶贫交织一起，助学“促

进教育公平，助力全面小康”的时代使命没有改变，

以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为鲜明时代内涵的助学在

“助教育公平、助人力资源开发、助扶贫脱贫”中

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2]。学术界围绕助学的精准化

历程开展了诸多研究。（1）助学的理念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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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研究助学时认为必须重视其教育功能，育人

是助学的根本目的，助学是“受助-自助-助人”的

过程[3]，是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4]。在助

学过程中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助学理念[5，6]，在实现

途径上要从目标导向、刚性约束、情境优势入手[7]。

（2）助学的减贫功能研究。助学的经济功能体现

于减贫性。从顶层制度设计来看，助学“事关脱贫

攻坚”[8]，从个体效应来说，助学具有扶贫价值，

贫困学子通过“有学上”和“上好学”后顺利就业，

能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9]。（3）助学精准度

研究。助学对象的认定要确保“贫生必助，非贫不

得助”[10]，通过建档立卡[11]、大数据[12]、税务部门

信息串联[13]等形式提升助学精准度和质量。（4）

心理助学和助学贷款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可以从营

造积极心理、开发自我潜能、完善全面健康成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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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提升助学效果[14]；学界对助学贷款政策的研究基

本围绕其不断实现“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机会”的功

能展开[15]。 

总的来说，学界对助学的政策、实施路径、方

法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对于新时代和精准扶贫背景

下助学目标和定位的理论阐析深度不够[16]，绝对贫

困消除之后助学的实施难点和实践路径分析不多。

这些问题造成了助学重视受助学生的保障性经济

功能而轻视发展性德性教育功能[17]，助学路径有失

偏颇。鉴于此，笔者从我国助学的体系演变历程入

手，分析当前助学政策和体系运行的现实困境，进

而提出突破助学困境的策略，以期为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后助学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借鉴。 

一、助学的历史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政府始终高度

重视贫困学生的助学工作，形成了从学前教育、义

务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完整助学体系。回顾助学的体

系设计过程，助学体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人民助学

金阶段、奖助并存阶段、“奖、贷、助”并存阶段、

“奖、贷、助、勤、补、减、免”等多种助困方式

并存阶段。 

1．由人民助学金向奖助并存演变阶段（1949

—198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发展教

育是当务之急。革命式、运动式的教育发展模式，

迅速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孩子的上学问题。从 1952

年原政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

校人民助学金的通知》至 1983 年的三十多年时间里，

我国助学的形式除短暂实施过供给制外（免学费、

免住宿、伙食和服装费，并发放一定额度的津贴），

主要是实行免费升学、人民助学金和学校自助的助

学制度。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进一步保障农村孩子

的受教育权，1983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颁发<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科学生人民助学金暂行办法>

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科学生人民奖学金实行办

法>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国助学政策开始改革，助

学模式由单一的人民助学金向助学金和奖学金并存

转变，并逐步过渡到以奖学金为主、助学金为辅的

体系。其最大变化是助学金覆盖范围减少、奖学金

规模增加，这种“助困奖优”政策提高了贫困学生

的资助门槛，客观上鼓励了贫困学生通过努力学习

取得优异成绩获得更多资助。中职、技工学校助学

模式与高等教育基本相同。义务教育阶段仍然以助

学金为主，存在极少量的学费减免情况。 

此阶段助学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助学金以现金

的形式提供；助学对象经历了“普惠性—全免费—

贫困学生”的转变过程；通过校办工厂、农场和企

业对所属子弟学校贫困学生进行资助，解决经济困

难学生学习和生活费用。助学政策并未完全覆盖全

国，部分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地区，义务教育阶段

毛入学率长期偏低，“上不起学”的问题突出。 

2．由奖助并存向“奖、贷、助”演变阶段（1986

—1993 年） 

1986 年 7 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改革现行普

通高校人民助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次年 7 月，

原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

专科学生实行奖学金的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

专科学生实行贷款制度的办法》两个文件，政府取

消了普惠性的助学金，实行奖学金、学生贷款（此

阶段又叫贷学金）为主，助学金为辅的助学政策，

形成了“奖、贷、助”的助学体系，“助困奖优”

的导向更加明显。奖学金门类在国家层面分为优秀

学生奖学金（覆盖面 25%）、专业奖学金（覆盖面

100%）、定向奖学金（覆盖面 100%）三大类。各

高校也开始自设奖学金。贷学金是国家向生活困难

学生提供的无息贷款，人数不超过 30%。中职教育

仍实行人民助学金为主的助学政策，同时适量收取

学费和减免学费。大中专学校仍发放少量生活补

助，但是助学的功能日趋削弱。义务教育阶段的助

学继续实行助学金的助学政策。1992 年颁布的《义

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对家庭困难学生酌情减免

杂费，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义务教育阶段要实

施学杂费减免政策。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明显好转，助学体系

向国家急需、艰苦行业专业学生倾斜的助学政策导

向明显；首次出现了可以“贷款上学”的规定；社

会助学开始充实助学体系；义务教育阶段的助学范

围不断扩大，助学提升义务教育水平的作用快速显

现，1993 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7.7%，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73%[18]。但是，因绝对贫困

地区范围较广，助学政策并未完全覆盖和落实，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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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学”的问题仍有发生。 

3．由“奖、贷、助”向“奖、贷、助、勤、

补、减、免”演变阶段（1994—2006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助学政策不断完善，

助学体系更为多元，助学规模逐渐扩大，助学措施

更加有效。1994 年起各高校开始实行统一收费，改

变了免费上大学的制度，客观上增加了贫困生上大

学的困难。为解决贫困生上大学难的问题，国家采

取的助学措施包括：（1）增加奖学金额度。（2）

设立国家奖、助学金，每年分别资助 5 万和 53.3 万

名贫困学生。（3）银行负责国家助学贷款，国家贴

息 50%。（4）为研究生设立普惠性的普通奖学金和

奖优性的优秀奖学金。（5）提供勤工助学岗位。1994

年 5 月，原国家教委、财政部颁布《关于在普通高

等学校设立勤工助学基金的通知》，为勤工助学制

度的实施提供了资金和制度保障。（6）减免学杂费

和补助生活费。从 1995 年起，国家出台贫困学生减

免学杂费的政策。（7）开通绿色通道，为无力缴费

的贫困学生实行先入学、后续再帮其解困的办法。

至此，我国高等教育形成了“奖、贷、助、勤、补、

减、免”的助学体系。中职教育实行收取学费、奖

学金、助学金相结合的助学政策，同时实行贫困学

生半工半读或者勤工俭学形式。义务教育阶段的助

学体系同样也得到较大改善。一是助学金抵减杂费。

发放的助学金直接抵减学生本人的书本费、杂费、

住宿费等费用。二是享受“两免一补”。从 2001 年

开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所有贫困家庭学生“免杂

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从 2005

年开始，将“两免一补”受惠面扩大到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所有学生。 

此阶段助学体系的演变过程是中国加快教育体

制改革的一个缩影，其助学的精准化逐步体现：第

一，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补”“减”“免”的对

象、额度等细节。第二，助学的财政投入不断加大，

个体受助额度不断增加。2006 年资助学生数已达 2 

525.19 万人次，资助金额达 191.16 亿元[19]。第三，

助学的益贫性特征更为凸显，大量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通过助学顺利完成学业并实现满意的就业，最

终实现家庭脱贫。第四，贫困学生助学获得感和幸

福感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的助学体系已初步建构，

但是尚处“形式多元”状态，体系中各元素组成相

对单一，助学的措施、手段还有待丰富和完善。 

4．“奖、贷、助、勤、补、减、免”完善阶

段（2007 年至今） 

为了进一步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

难而失学”，国务院和财政部、教育部等国家部委

于 2007 年先后下发了 1 个纲领性文件（2007 年 5

月《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

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

意见》）和 8 个配套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助学体

系逐步迈进全覆盖阶段。全国高校实施了国家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助学贷款、免费师范生、学费补偿代偿、勤工助学、

学费生活费减免或补助等政府性资助政策和诸如

宝钢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曾宪梓奖学金等种类

繁多的企业和个人奖助学金。民办高校同等享受政

府设立的各类奖助学金。除了中职国家奖学金和助

学金之外，通过实施顶岗实习政策和中职免学费政

策，奖、助学金全覆盖到中职学校。目前我国高中

阶段通过建立国家助学金制度和学费减免制度（全

免建档立卡户子女学杂费）、鼓励社会捐资助学等

形式，形成了符合地方实际、各具特色的高中助学

体系，并覆盖到所有高中。政府通过完善家庭经济

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建立免费教科书及部分教科

书循环使用制度、实行城市免费义务教育、实施营

养改善计划、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

等制度和举措，形成了形式多样、满足需求、各具

特色的全覆盖助学体系[20]。2011 年起，国家进一步

完善了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确保了每一个困难家庭

和特殊儿童接受资助。 

从 2007 年国家提出建立健全助学体系以来，我

国助学工作得以突飞猛进，中央和有关部委颁布的有

关助学的文件超过 30 个，助学效果非常明显。据统

计，我国受助学生从 2009 年的 3106 万人次增加到

2018 年的 1.35 亿人次，资助金额从 2009 年的 347 亿

增加到 2018 年的 2 000 亿[21]。助学的反贫困功能得

以显现，数以“亿”计的贫困学子在国家助学体系的

支持下顺利完成学业，找到个人满意的工作，帮助所

在家庭实现脱贫致富和个人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助学的现实困境 

我国自实施助学政策以来，助学形式发生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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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但其维护教育公平、促进个人发展的目标

一直未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贫困家庭对教育的期盼已经从“有学上”向

“上好学”转变。贫困家庭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加

速了助学的精准化发展道路，其精准要求体现在助

学的模式、内容、途径须围绕贫困家庭需求变化而

改变。就现阶段而言，助学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应对

和实践解答还存在以下问题。 

1．助学政策实施不够精准 

首先，资助对象精准度尚未实现“应助尽助”。

个别地方和学校建档立卡和贫困学生认定出现偏

差，存在“一刀切”的懒政现象；资助名额向民族

院校、农林水地矿油核等学科专业、向“三区三州”

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学校倾斜力度

仍不够；部分地区和学校贫困学生数据库不精准，

助学管理系统开发滞后，影响宏观决策。其次，资

助标准精准度与受助需求适配度有待提升。个别地

方确定资助额度上未充分考虑物价水平、收费差

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既存在县际、校际较大差

异，也有搞平均主义，甚至搞“轮流坐庄”，未充

分考虑特殊类型困难学生（如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

突发事件）的特殊受助需求。再次，资金发放时效

性不足。部分地区和学校的资助资金的使用效益发

挥不够到位，资金发放不足额、不及时，未完全把

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助学过程及结果缺乏跟踪、

监督、考核和追责，部分地方和学校助学监督乏力

影响助学成效。最后，助学贷款政策实施精准度不

够，存在学生个人信用体系与银行信用系统对接不

畅，引发助学贷款“难还款”“慢还款”现象；还

存在受助学生将助学贷款用于其他支出导致对国

家助学贷款过度需求现象。 

2．重“扶贫”轻“扶志” 

助学是扶贫的重要形式，但扶贫既要“扶贫”

更要“扶志”。在助学实施过程中，“扶贫”更有

显示度，“扶志”难以短期见效。在急功近利思想

作祟下，部分地方存在重“扶贫”轻“扶志”现象。

主要表现为：在助学功能上重视经济性解困功能，

忽视教育性育人功能。资助政策价值观的“有偿”

“无偿”“效率”“公平”四者的协调不够[22]，制

约了助学“造血”功能的发挥。助学制度执行过程

的目标价值缺失：贫困生认定和名额分配的大锅饭

现象导致“等、靠、要”现象；助学形式以无偿性

资助居多，有偿资助偏少，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引导；

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与受助学生的成长在助学工作

中未得到充分的引导。奖优育人的途径较为单一，

助学的全环节育人未充分发挥，在奖助学金申请、

评选、发放、国家助学贷款办理等工作环节中，教

育方法略显单一[8]，重资助轻自助，重平等轻公平，

重结果轻过程，重救助轻关怀的现象依然存在。助

学育人的情感激励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以文化人的

育人导向不明显，助学文化的氛围营造不够充分，

助学的社会教育功能体现不够，在选树典型与隐私

保护上协调不够，社会导向作用偏弱。 

3．助学资金来源构成不合理 

社会捐赠是一个国家体现、实现与保障教育生

态性公平的重要机制之一[23]，是社会治理体系是否

成熟的标志之一。教育捐赠是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

下教育投入的重要补充。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始终

是我国助学的主体，其他形式目前只是补充。全国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的《2018 年中国学生资助发

展报告》中指出“财政资金占主导地位”，社会资

助贡献度低，表现在：一是比例低，社会资助资金

超过 130 亿元，仅占年度助学总金额的 6.63%，非

义务教育阶段资助人数仅占 4.4%。二是增长慢，

2018 年社会资助增幅 4.37%，增长幅度明显低于财

政投入（6.56%）、国家助学贷款（14.55%）、学

校资助（13.32%）。三是分布不均，社会捐赠较集

中于深度贫困地区或者“好学校”“好学生”，忽

视城镇贫困群体、贫困生居多的普通学校和因家庭

经济困难导致心理困难和学习困难的学生。四是趋

利性。社会捐赠或多或少存在利益驱使下的非利他

性，过度强调物质资助，忽视助学精神传递和助学

育人。 

4．以立法推进助学政策治理力度不够 

首先，助学的系统性法律仍然空白。助学是涉

及多部门法的法律行为，当前有关助学的法律条款

分布于税法、合同法、教育法、捐赠法等法律中，

尽管这些法律鼓励助学的导向明显，但是在具体执

行过程中针对性和专业性不是特别强，立法层次

低，有的地方还存在立法空白和法律执行“九龙治

水”状况。当前，还没有一部较为系统的“助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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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保障助学体系的健康运行，助学政策的制度保

障仅仅是通过“通知”“意见”等形式加以确定。

其次，保障助学机制的法规与形势发展不适应。当

前有关助学工作机构、经费、工作人员配置等的政

策法规与助学的实际要求差距较大，国务院 2007

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

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的意见》至今未做修订。即使教育部早在 2006

年就规定高校须按 1꞉2 500 比例配备助学工作人员，

部分高校依然存在执行不到位情况。再次，助学贷

款的信用风险防控机制有待加强。当前助学贷款对

还款情况不确定、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法律约束不

够明确，在一定程度上既挫伤银行的放贷积极性，

也对受助学生的诚信教育产生不良影响。最后，对

社会施助者的税收补贴、施助者社会认可、舆论宣

传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保障措施不力，营造良好助学

文化氛围的导向性不够。 

三、助学的未来突破 

尽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实现，我国将消除

绝对贫困，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相对贫困将

长期存在。《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强调今后教育

扶贫的工作重点是“实现困难群体帮扶精准化，健

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推进教育精准脱

贫”。要顺利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提升助学治理效

能，丰富施助主体构成，加强助学立法。 

1．提升助学治理效能 

助学资源包括政策制度、法律法规、财政资金

等供给要素。充足的资源供给是确保助学体系健康

运行的保证，提升助学治理效能是助学活力所在。

精准治理是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范式进化，能很好解决传统治理中的主动性、靶

向度及治理主客体的匹配度问题。助学治理是我国

基层贫困精准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基层贫困精准

治理的提出适应了我国减贫治理中的基层受助需

求，更加精准而高效地缓解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

地区社会矛盾。助学治理的主要目的是精准化识

别、精准化施策和精准化服务，聚焦的是受助对象

最需要、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集中体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精准思维特征。 

基层助学精准治理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充分

重视助学对象的助学需要，将满足学生对教育的需

求作为教育助学工作的根本落脚点，构建助学主客

体的良性互动。（1）治理目标理念上要从提供“有

学上”的资源向保障“安心学”治理转变。在制定

和修订助学政策过程中，重点不仅仅是要体现“给

了什么”，更要考虑对“如何给”和“效果如何”

的监督、评估和反馈。（2）重视助学内容的转化。

既要强调助学的“保学”功能，更要加大心理、技

能等学生实际需要的供给；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

助学工作中充分利用奖助学金颁奖典礼、感恩信、

自强之星评比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将“育人”

贯穿于助学全过程。（3）提供个性化的助学方式。

根据受助对象的实际需求，采取“一地一策、一人

一案”的助学方式，防止助学举措与助学对象的实

际需求相脱节的现象，实现助学方式的精准化。具

体来说，实现“三个精准”，通过建档立卡和因学

校、专业、地区的差异化实现助学对象精准；因地

而异、因校而异、因专业而异、分档次、向特殊类

型群体倾斜实现助学标准精准；探索改进资金拨付

和发放机制，充分利用现代支付方式和支付手段，

解决助学金发放不及时的困难，实现资金发放精准。

（4）提升助学科学化水平。建立对象认定、资金分

配、资助标准等的动态调整机制；提升学生助学信

息化建设水平，充分利用大数据，将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银行、高校的数据共享，提升服务的精

准度和效能；加强助学理论研究，推动理论创新，

用先进理论指导工作实践；加大学生助学工作监管

力度，杜绝“跑、冒、滴、漏”等现象；政府和学

校应完善助学绩效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5）

充分释放助学贷款作为助学主力军的潜能。建设学

生个人信用体系，将个人诚信、借贷款记录与学生

日常行为结合，优化学生还款方式、简化学生还款

模式；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助学贷款申请的审核，

做到“应贷尽贷”，提升发款效率；（6）巩固已有

助学效果，避免因学致贫、因学返贫。助学是教育

扶贫的一种方式，受助学生脱贫的基础还不牢固，

要关注好受助学生可能出现的辍学、失学问题，进

一步提高入学率和巩固率。要发挥国家学生助学政

策的导向作用，增强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提高

高等师范教育质量，向农林水地矿油核等艰苦行业

专业的倾斜，进而优化教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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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富资助主体 

西方教育发达的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力量参与

助学，助学的社会氛围浓厚，助学减税政策落实到

位，助学资金管理规范，助学监督机制完善。美国

助学体系包含了勤工助学、政府助学金、个人助学

金、私企的非联邦项目助学金、助学贷款。其中，

政府助学金种类繁多，包括联邦的补助教育机会助

学金（佩尔奖学金）、学业竞争力助学金、优异助

学金、退伍军人与现役军人助学金和州政府的助学

金、部门机构助学金、州政府与部门机构的非联邦

项目助学金；助学贷款包括铂金斯贷款、补贴型斯

塔夫贷款、非补贴型斯塔夫贷款、父母贷款和研究

生贷款等。在经济衰退的国际大背景下，通过政府

鼓励募捐，高校助学精细化管理，西方国家的个人

和私企助学贡献越来越大，来自校友、企业、慈善

机构等的社会捐赠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助学资金

的重要来源，据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发布，2018 年美国捐款总额为 4277.1

亿美元[24]。而中国民政部《2018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

为 919 亿元人民币[25]。我国的助学体系多元化进程

刚起步，施助主体构成内容单薄、比例失衡。在教

育发展不均衡将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教育捐赠为均

衡教育资源、保障学生享受更加公平正义的教育发

挥重要作用，也为推动全社会捐资助学的良好氛围

营造提供生动案例。 

首先，要以营造浓厚助学氛围实现“助人为乐”

的价值引导。要坚持文化自信与国际借鉴相结合，

建立中国特色的助学文化；重视助学典型的选树，

满足施助者提升影响力的要求；政府顶层设计好助

学文化宣传工作，将助学文化纳入社会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点内容，形成“助人为乐、助人为荣”的社

会氛围。其次，要以加大捐赠减税力度增强施助者

的助学获得感。捐赠减税是企业和个人助学的主要

动因。细化落实减税政策是完善助学激励政策的重

要切入点，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落实工作；

加大税收减免力度，统一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再次，要以规范社会助学管理提升社会助学公信

力。理顺助学资金使用机制，在机构上从高等学校

到学前教育均要专门设立助学捐赠机构或者人员

进行管理，并逐步建成专业化队伍；制定助学报告

制度，向施助者或者社会定期报告施助对象状况、

助学账目等；学校应增强募捐意识，主动出击，制

定详细的社会助学资金的募捐计划和目标，制定并

完善各项筹资管理制度，提高社会助学资金的管理

水平；学习并研究社会助学筹资技巧和筹资策略，

更主动地筹集社会助学资金。最后，要以构建多元

监督机制确保施助者“助得放心”。政府要制定监

督措施，采用定期审计、助学绩效评估等形式从政

府层面加强监督；受助学校邀请第三方单位和个人

组成管理评估委员会保障施助对象助学知情权、监

督权和建议权；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形式向社

会定期公开助学资金使用状况，接受社会监督，增

强社会助学资源使用的透明度。 

3．加速助学立法 

“完善教育扶贫的法律体系”是我国从脱贫阶

段的教育扶贫向小康阶段的教育扶贫转变的显著

特征[26]。我国助学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多层次、多

类型的助学体系。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政

策落实不到位、制度协同机制未健全、助学资源“外

流”等问题。助学立法是最能保障助学的稳定性、

长期性、针对性的方式。随着助学的要求越来越高，

我国助学立法的紧迫性愈加凸显。这既是全面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落实，又是国家基

层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也

是助学精准性法律保障的体现。在助学立法进程中，

要重点关注四个问题：第一，尽快将“助学法”提

上议事日程。该法应关注助学系统法律条文的协调，

协调税法、合同法、教育法、捐赠法等法律中的助

学条款，防止互相矛盾和执法依据边界不清；注意

上位法和地方法律的协同匹配。第二，要遵循助学

立法的“差别原则”。要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教

育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现实出发，根据东西部之间、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对助学的需求，在助学政策的

制定标准如助学贷款的金额和用途等相关法律的制

定提供最有效的意见和建议。第三，要理性对待助

学的非利他性的激励作用。承认施助主体追求精神

利益或潜在物质利益等非利他性动机[27]，明确非利

他性的边界，完善捐赠冠名、税收优惠等施助主体

关注的非利他性动机的立法。第四，完善助学工作

的保障机制。给予学校更多法律权限，重点关注受



 
 

92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0 年 2 月 

 

助学生的定位机制和助学金的评审机制改进，提高

助学后续管理服务的规范化水平，建立有效的跟踪

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助学贷款的追缴和惩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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