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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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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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累计募集善款 29730.96 万元，直接受益人数 13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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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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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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本项目接收到 940 笔社会捐赠，

共计 10653652.14 元，其中项目资助资金 9759825.39 元，费用资金

893826.75 元。本年度共向 156 所项目高校的 4116 名合格候选学生

发放助学金，共计 1200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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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2 人次，收集成长记录表

77校次 1705 份，装订成长记录表 42本。完成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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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补充图片)

(二) 新增学生情况

本年度共向 64 所高校发函收集新长城助学金候选学生材料，共

资助 1105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口帮扶县资助学生共计 2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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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对口帮扶县推荐学生材料收集与审核

本年度共收集审核受益学生申请材料 1400 余份，感谢信近 1500

封，装订受益学生申请材料 52本，结对卡打印近 1400 份。

图 4.学生感谢信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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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学生结对卡

(三) 项目监测情况

云南省昆明市 3 所高校项目监测

4月10日-4月14日，项目组人员赴云南省昆明市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进行了项目的实地调研。

图 6.云南民族大学受益学生代表填写调研问卷

学生表示：“新长城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到自强对于一个人的重要

性。新长城不仅仅在生活上帮助了我们，更是给予我们很大的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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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励和心灵上的温暖。”“新长城项目改善了贫困学生的学习生活状

况，保障了孩子能够正常上学，既是资助人的爱，也是对于我们的期

望。”“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项目和组织，帮助了很多在逐梦路上需要

帮助的贫困大学生，真的很感谢。”

图 7.项目组成员与云南师范大学老师及受益学生代表交流

学校表示，目前资助工作较关注四个方面。一是受助学生资格的

认定；二是助学金的评选和发放制度的改进与完善；三是注重国家政

策落实，提升学生资助工作水平；四是通过“勤工助学”，提升困难

学生的实践能力。

图 8.项目组成员与云南中医药大学受益学生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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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3 个对口帮扶县项目监测

8 月 20 日-8 月 23 日，项目组工作人员赴湖北省开展实地监测工

作，本次监测涉及的项目县有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宜昌市

秭归县、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通过与项目县执行机构交流，了解助学需求、资助体系建设、项

目开展情况等，进一步提高项目与当地资助体系的融合度；通过走进

受益高中学校，了解新长城自强助学金评选细则及学校资助育人体系

建设，切实保障助学金评选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图 9.项目组工作人员与巴东二中党总支副书记陈安全同志交流

通过与项目县教育局（扶贫办）老师一起走进 2019 年新长城自

强助学金候选学生家庭，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情况，切身感知学生

需求，并向学生及家长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教育扶贫理念及新长城特

困大学生自强项目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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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白万里与项目组人员一同家访

巴东县野三关镇清水坪东同学表示：新长城项目是一种爱心的传

递，接受新长城的帮助，之后也定加入新长城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新

长城对社会的关注，对大学生的期待有完美的结果，让更多与自己一

样的贫困学生得到帮助，完成梦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向日

岭村赵同学母亲连连感叹：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中国扶贫基金会

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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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项目组工作人员向候选学生介绍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

线上项目抽查

为了更好地了解新长城自强助学金受益学生收到助学金是否及

时准确，学生与捐赠人的沟通、学校助学金发放的执行、学生个人成

长等情况，项目组从 3月 1 号开始进行对新长城自强助学金受益学生

的抽查回访，本次抽查共涉及 190 所高校的 4651 名受益学生，抽查

样本为 946 人，占总受益人数的 20.3%。有效电子问卷反馈份数和电

话访谈抽查数共 591 份，其中问卷抽查反馈 478 份，电话抽查回执

56份，直接电话访谈的人数 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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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项目助理做线上电话监测

问卷反馈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受益学生表示在收到助学金后要

更加努力地学习，拼搏向上，做自尊自信自强的新时代好青年。并且

在自己有条件的时候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会持续关注支持新长城项目。

图 13.获得助学金后同学们的想法

助学金的使用方面，同学们把助学金首先用来满足基本的生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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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日常生活消费占助学金支出的 40%以上。其次用在个人能力的提

升方面，比买教辅书、考试报名缴费等。

图 14.助学金分配比重排序

助学金对于受益学生来说关联度最大的影响是减轻家庭的负担，

为家庭分忧和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图 15.助学金对学生影响状况相关系数分布

在调查中，有超过 92%的学生在 2018 年-2109 年度参加了社会公

益和志愿活动。有很多受助同学在持续长期地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

在感受温暖的同时也传递爱心，温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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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受调查学生公益和志愿活动参与状况

图 17.受益学生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印象

(四) 活动开展情况

新长城•孟丽红助学基金内蒙古捐赠仪式暨爱心见面会

5 月 24 日，秉承“传递社会关爱•锻造自强之才”的项目宗旨，

2019 年“新长城•孟丽红助学基金内蒙古捐赠仪式暨爱心见面会”在

内蒙古大学举行。全国政协第十、十一届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

基博士、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陈开枝、中国扶贫基

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中联办协调部原副部长廖勋女士、广

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原主任李树青女士、内蒙古自治区扶贫

基金会理事长白长江、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领导资助中心王勇主任、

内蒙古大学党委朱炳文书记出席，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颜志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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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次仪式。内蒙古自治区 6所高校领导等社会各界人士及接受孟丽

红助学基金资助的内蒙古自治区 6 所高校的 220 名优秀学子参加。

图 18.受益学生向祈福集团回赠自制小礼品

图 19.“新长城·孟丽红助学基金”内蒙古捐赠仪式暨爱心见面会

宾利奖学金云南省高校学子见面会

12月 6 日，宾利奖学金云南省高校学子见面会在云南师范大学

举行，宾利汽车（中国）公关部路梦婷、宾利汽车（中国）市场部陈

爱华、BCW 公关公司马俊珩、云南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心理健

康教育咨询中心任丽、云南师范大学资助中心牛娟、云南财经大学资



15

助中心雷振颖、新长城项目部项目工作人员及 27名云南省高校宾利

奖学金受益学生参加见面会。

图 20.宾利奖学金云南省高校学子见面会现场

图 21.宾利奖学金云南省高校学子见面会合影

(五) 受助学生感言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新长城

助学项目让我感受到了原来我们生活在充满爱的社会里，原来一直有

人在关心、关爱我们，原来我们从未被这个社会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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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体育学院 孙可馨

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贫困只是暂时的，再大的困难也会过去。

虽然在家境上我无法选择，但我可以和别人比努力，可以努力成为一

个更优秀的人。我始终很钦佩那些用善举温暖社会的人们，我也很愿

意成为其中一份子，在生活上我会尽力帮助别人，尽自己的一份力回

馈社会。

——内蒙古农业大学 尹丽烨

从高中进入大学，我深深地感受到新长城这一助学金的真正意义，

它给予我们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强不息，内

心上的坚强奋斗，我将在自己的努力之下，不断锻造自己，不负各界

爱心人士的关爱和帮助，不负众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我将

秉承新长城自强宣言，共同努力，传递社会关爱，锻造自强之才，构

筑新的长城，实现民族复兴。

——云南民族大学 陶廷权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的幸运的人，是一个幸福的人。从小到大，

我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遇到许多知识渊博，关爱关心我的老师遇

到许多乐于助人，坦诚友爱的朋友，也遇到远方某些素未谋面单在生

活和精神上提供帮助的好心人，正因为这些人这些事，让我更加坚定

自己前进的脚步，我明白这些东西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应该学会用知

识、用能力去配得上自己所谓的幸运和关爱。

——四川大学 孙星平

我在受您资助后，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变化。在学习上，我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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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也更加努力了，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的目标更加坚定了。

因为我知道，通往梦想的最快的方法，就是脚踏实地。我会更加利

用自己所长来追逐自己的梦想，去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在生活

中，我更加积极乐观，和父母相处的很融洽，我也很感激新长城，

减轻了我的上学负担。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挣钱养活自己，父母太辛苦了，每每想到他们都湿润了眼角，自

己会更加努力来学习自己所学的专业，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内蒙古农业大学 鲜小桃

大海感恩于细流，方能显其博大；泰山感恩于土壤，方能显其

雄浑；天空感恩于流云，方能显其广阔；我们感恩于每一个帮助过

我们的人，方能显其自强。我将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努力学习医

学知识，奋力拼搏，励志成才，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学工作者和

未来社会合格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我将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

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身边的生命，细心呵护，使其免受创伤。我将

严格敦促自己，将“勤学博采，厚德济生”铭记于心。

——北京中医药大学 罗虹

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身边有无私爱我的家人，有知心的朋友，

有不断帮助我的老师，有资助我的爱心人士。因为你们我的生活被

点亮，因为你们的每一份帮助都使我更加相信世间的美好。因为你

们我也会进行一系列的爱心活动，因为你们我会更加努力的工作，

因为你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感谢你们！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

员，因为爱我们开始靠近，因为爱我们开始感染对方，因为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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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们重绘。

——贵州民族大学 陆希

一直以来，我从来没有停止接受陌生的，不陌生的好意。有些甚

至熟悉像亲人一样陪伴着我，照顾着我，从来没有想要放弃我和像我

一样的贫困生。也就是这样，我这个缺乏自信又不太聪明的女孩，忽

然间明白“1%的希望还是 100%的希望，都是希望”，只要我不曾辜负

岁月，让自己奔跑，不断的进步，那样，害怕自己难以报答曾经帮助

过自己的千千万万的好心人的恐惧感会化作我奋力向前的勇气和力

量。感谢您的资助，它不只是对我和像我一样的贫困生物质上的帮助，

更是对我们精神上的鼓舞。它提高了我面对生活的信心，增强了我的

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增强了我的感恩之心，让我更加懂得知恩图报。

——贵州财经大学 罗婷

我们素未谋面，您却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赠我玫瑰，第一次听

说这个项目时，我并不知道“新长城”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由

天南地北的爱心人士构成的大集体，是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学业的

重视，让你们相聚“一城”，你们用自己的力量为我们构建了属于我

们的“长城”，为我们的人生之路连接路线……我知道此刻，多么美

的赞词都表达不了我的感激，所以，我想说一件事，您的善举让我一

个单亲残疾的农村孩子，再一次燃起了留学梦，曾经，看着照片报刊

上美丽的异国风景，心中充满甜蜜的想象以及恐惧的感觉。我怕自己

陷了进去，家里条件根本不可能达到让我出国的条件，但是，当我知

道助学贷款及助学金时，我仿佛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幻想出一个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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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未来，您给我带来了梦想的助力，让我重新坚定地定下人生目

标。

——安徽师范大学 刘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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