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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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启动以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累计募集善款 30801.62 万元，直接受益人数达 14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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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总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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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项目收支情况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本项目接收到 87 笔社会捐赠，

共计 10,706,578.72 元，其中项目资助资金 9,833,114.94 元，费用

资金 873,463.78 元。另调入项目资金 750,000.00 元，费用资金

70,000.00 元。故本年度项目资金收入为 10,583,114.90元，费用资

金收入为 943,463.78 元，合计 11,526,578.70 元。 

本年度共向 155 所项目高校的 3324 名、6 个项目县的 474 名合

格候选学生发放助学金，共计 11,240,6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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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 人次，收集成长记录表 

76 校次 1525 份。完成 2016 级 290 名受助学生毕业去向反馈收集。

 

图 1：继续资助学生材料收集与审核 



                                                                     

 

 

 

(二) 新增学生情况 

本年度共向 41 所高校发函收集新长城助学金候选学生材料，共

资助 848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口帮扶县资助学生共计 634 人，其

中 474 人的助学金通过学生所在县资助部门或高中学校代为发放。 

 

图 2：对口帮扶县推荐学生材料收集与审核 

本年度收集审核受益学生申请材料 1480 余份，结对卡打印邮寄

近 900 份。整理装订材料 114 册，反馈学生材料及成长记录 96 册，

整理反馈学生感谢信近千封。 



                                                                     

 

 

 

 

图 3：学生感谢信收集 

 

图 4：学生结对卡打印 



                                                                     

 

 

 

 

图 5：成长记录及学生申请材料装订 

(三) 项目监测情况 

 河南省新乡市河南师范大学项目监测 

10 月 26日，项目组工作人员赴河南省河南师范大学进行项目的

实地调研，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学校资助育人需求、资助体系建设等。



                                                                     

 

 

 

 

图 6：项目组成员与河南师范大学老师及受益学生代表交流 

受益学生表示：新长城自强助学金项目是一个十分有意义、传递

社会希望和爱的项目，让我们感受到公益、福利就在我们身边，同时

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想，这让我更坚定了以后希望加入社会公益事

业并成为其中一员的决心，希望能同新长城自强项目一道，传递爱与

希望，共同播撒公益种子，温暖和帮助更多的人。 

 广东省广州市 2所项目高校实地监测 

12 月 4 日，项目组工作人员赴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

进行项目的实地调研回访工作，了解学生诉求，了解学校资助育人成

效，探索新长城大学生自强项目发展新模式。 



                                                                     

 

 

 

 

图 7：华南理工大学回访学生合影 

 

图 8：中山大学回访学生及项目负责老师合影 

学生表示：“新长城自强助学金的出发点非常好，及时给予学生

帮助，工作流程也十分严谨，对受助学生也十分关心，让我感受到温

暖。”“它的高效、透明、落实令人敬佩，也让人感受到基金会工作

者的严谨、细致、用心。同时基金会不止给予经济资助，还关注受助



                                                                     

 

 

 

者的精神成长，令人感激、受益良多。”“新长城自强助学金是充满

关怀、助力成长的助学金。” 

 线上项目抽查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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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学校助学金发放的执行状况，学生

个人成长状况，以及进一步评估受助学生的发展需求等。项目组从 2

月 10 日开始进行对新长城自强助学金 2019 年受益学生的抽查回访。

本次抽查共涉及 157 所高校 4047 名受益学生，抽查样本为 850 人，

占总受益人数的 21%。截至 2020 年 3 月 22 日收到问卷 632份，有效

问卷 592份（含电话回访样本中的 3人）。有效的问卷和电话回访反

馈一共 725 人，占有效样本（801）的 90.51%，占样本容量（850）

的 85.29%。 

问卷反馈分析结果显示，同学们对助学金的使用比较有规划性，

首先用来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其次用来缴纳学费，再者是用在

个人能力的提升方面。 



                                                                     

 

 

 

 

此外，助学金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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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增强自信

心，更好地发展自己”和“能够专心学习，更加珍惜学习机会”。 

 

在调查中，有 90%的学生在 2019 年里参加了社会公益和志愿活

动。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在感受来自社会温暖

的同时也在回馈社会，关爱温暖他人，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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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助学金分配情况平均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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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助学金对于学生的影响状况的相关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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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对自身能力提升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期待，83.17%的同学

希望通过支教、调研、实习、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来锻炼自身能力；

71.43%的同学期望通过创新、团队协作、沟通表达、人际交往相关活

动来提高自身素质；63.79%的同学期待通过办公软件、英语、图片处

理等技能拓展来增强自身能力。 

 

调查中同学们用一句话或几个关键词来概括对中国扶贫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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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学生2019年参加公益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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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长城大学生自强项目的印象。反馈结果概括形成的词云图中“公

益”“社会”“温暖”“爱心”“扶贫”等词出现的频率较高。 

 

图 13：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新长城大学生自强项目的印象词云图 

(四) 受助学生感言 

在我看来，新长城这个项目寓示着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决心和护

卫祖国人民的愿望。我作为受到帮助的一员，也一定会让这座“长城”

更加坚固，让更多的人融入这座“长城”中来，我相信，只要每一个

与此相关的人，每一个可以为人提供帮助的人加入其中，一定会有更

多的人像我一样受到帮助，更多的人像我一样立志在未来帮助他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 冉琦 

我很庆幸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有更多善举的时代，我

被赋予了更多追求梦想的权利，我得以一次又一次在泥泞中抓住那只 



                                                                     

 

 

 

牵起我的手。我很感谢这个时代，我更加感谢捐赠人们的支持，在追

梦的路上，我曾不止一次感到孤独、彷徨，可是这一份份的温暖就像

是我的伴侣，他在用炙热的眼神告诉我，我并不孤单。人生的路很长，

感谢您的支持和陪伴，这份温暖会陪伴着我一直走下去，然后有一天

我会把他继续传向有需要的人，我相信在我的努力下，点亮我黑夜的

这盏灯也能给别人带去一点光亮。因为我们都诚挚地希望这个世界有

更多的光亮。 

——北京理工大学 胡新家 

感谢新长城的资助，给了我更大的学习动力，帮助我解决生活与

学习中的困难，我将以优异的成绩回报资助的人。我觉得任何事情只

要用心去做，不管能不能得到他人的肯定，都将会累积成自身无形的

财富，只要用心去做，每件事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每个人赋予它的

意义都不相同。任何时候，也不要把学习与工作当成一种负担，保持

良好的心态，这样学习与工作起来也会很开心；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做

人，去感恩生命的赋予和伟大，用感恩的心去面对社会、生活与工作，

用感恩的心去回报新长城资助人。 

——西安医学院 李瑜 

小草的成长离不开阳光的呵护，花儿的开放离不开雨露的滋润。

因为有了中国扶贫基金会，让我感受到温情，感受到了关怀，感受到



                                                                     

 

 

 

生于华夏的幸福感，你们是真正爱的使者:社会也正是因为有了你们

而变得那么美好，那么和谐，那么富有暖意。我或许并不美丽，我或

许并不是艳丽的花朵，但有爱的呵护,有你们的浇灌，我甘当绿叶也

情愿。今天我被爱呵护，明天我愿化为泥土,去把未来的新芽守护，

贡献自己、回报社会。我会奋力拼搏，跨过每道坎坷，不断超越自己。

面对人生的每一次挫折,我会更顽强、更勇敢。在人生的路上，我将

风雨无阻，永不服输。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李志伟 

感谢清晨，给我清新宁静的空气；感谢正午，给我明媚艳丽的阳

光；感谢夜晚，给我整片灿烂的星空；感谢您——好心人，给我继续

前行的勇气。您的助学金使我为家庭减轻了一些负担，让我有了追逐

梦想的机会。我会勤俭节约，努力上进，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

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自己的学业。同时我会自立自强，尽量通过勤工助

学的方式来赚取生活费。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与方向，我

会带着您对我的关爱一直走下去，做最好的自己。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郑明霞 

现在的我，每天都很积极追求自己的梦想，我感觉其实充实的每

一天才是很幸福的，不仅可以忘掉烦恼，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我

发自内心的觉得，新长城助学金的资助，让我不仅在经济方面的紧张



                                                                     

 

 

 

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在购买资料、学习器件等方面也缓解了很大的压

力，让我更少地考虑经济的障碍而去了解更有用的知识，此外，还在

心理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让我知道，家庭经济的情况不会成为一

个人追梦旅途上的绊脚石，让我感受到了世界对一个努力的人的温暖。 

——清华大学 雷世龙 

如果没有你们的援助之手，也许今天也不会有我们这些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在这里相聚。今天我们被爱呵护，明天我们愿化为泥土，去

把来年的新芽守护。我要努力学有所成，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

人，贡献国家、回报社会。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的道路上，我会顽强

地拼搏，跨过每道坎坷，战胜每一次挫折，在爱的路上，我们风雨无

阻，永不服输。昨天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今天太阳已经升起。在暖

暖的阳光下，我们将不畏家境的贫困、不惧生活的压力，我们会依然

顽强坚毅，我们会仍旧拼搏努力，我们会继续好好学习，有你们与我

们同在，明天我们一定会让爱之虹绽放更加灿烂多彩的光辉! 

——西安科技大学 阿瓦汗·买吐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