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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探索“五+”资助育人模式——

不让一个学生因经济困难辍学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 丽

15年来，战友们把李涛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来照顾——

儿子走后，他们又多了一群“儿子”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中献 张 超

草原铁路女司机
文/摄 唐 哲

“我们不会让任何一名同学因为
经济困难而不能来到兰州大学，我们
也决不允许任何一名同学因为经济困
难而辍学离开校园。”兰州大学校长严
纯华承诺，学校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
全时段、全员资助服务。

从生源结构上看，兰州大学西部
学生多、农村学生多、少数民族学生
多、经济困难学生多，学校资助工作成
为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保障。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兰州大
学投入资助金 13.64 亿元，覆盖本科
生 94766 人次，研究生 124655 人次。
这些资助成全了父辈们寄托在子女身
上的“求学梦”，也改变了无数家庭和
个人的命运。

助学贷款“雪中送炭”

“收到通知书时，村里老人们专门
过来，要看看大学录取通知书长啥
样。”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三甲
集镇水家村的林红梅骄傲地讲述女儿
被大学录取时的场景，她的两个女儿
裴孔娟、裴孔君在2016年、2017年先
后考入兰州大学，儿子今年高考又取
得了超出一本线近40分的好成绩。

林红梅将自己曾因贫困而中断
的“求学梦”寄托在儿女身上，与儿女
们一起背英语单词、做数学题，“想尽
一切办法让他们上学，将来有个好前
途”。在经历裴孔娟被重点大学录取
的短暂喜悦后，一年 6000 多元的学
费、住宿费，未来平均每月1000元的
生活费，以及另外两个孩子上高中的
借读费、学费等，让林红梅两口子犯
了愁，全家只有两亩地，打零工收入
仅能维持现有生活，继续向亲戚借钱
实在开不了口。

“特别感谢国家资助政策，真是雪
中送炭。”录取通知书里国家和学校的
奖助宣传册引起林红梅的注意，她和
女儿捧着宣传册，按照介绍到县里咨
询，成功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裴
孔娟入学后，连续3年争取到国家助学
金，并且申请了勤工助学。她说，“我
是幸运的，国家的资助、学校的关心，
让我更有了学习动力，我会尽全力将
这份向上向善的爱和力量传递下去”。

如今，裴家的第 3 个孩子也将进
入大学校园，他们准备继续申请生源

地助学贷款，裴孔娟身上 9.9 元的 T
恤已经穿了 3 年，她说要攒钱读研究
生。“水家村1000多户人，出了3个重
点大学学生的仅此一家，他们家带动
了全村村民对教育的重视。”裴孔娟的
表叔高永盛说。

据介绍，兰州大学每年向学生发
放“传统节日包”“假期家访包”“困难
应急包”“新生资助包”等四大“资助
包”，搭建了全时段资助服务平台，即
在入学前，随录取通知书寄送国家和
学校资助政策宣传册，通过电话、家访
等摸清新生家庭经济情况；入学时，开
通“绿色通道”，对经济困难新生先办
理入学手续，并提供临时困难补助和
应急基金；入学后，启动“奖、助、贷、
勤、免、补、资、偿”资助模块，免除学生
在校学习的后顾之忧。

受助学子“反哺”社会

2016年，患有脑瘫疾病的唐现功
拒绝高考每科延时 30 分钟的政策优
惠，以优异成绩从河南农村考入兰州
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得到学校提供
的国家一等助学金、学费住宿费减免
以及各类困难补助等资助，还有“量身
定制”的选修课程。

3年来，唐现功没有请过一次假、
旷过一节课。为了不影响同学学习，
他在宿舍自习；放假坚持独自回家，返
校拒绝同学接站；拿出一半生活费买
学习资料，凭优异成绩获得了奖学

金。他的自强乐观深深感染着周围每
一个人，同学们称他“微笑天使”。

“看起来是我们帮助了他，但同时
他也教育了同学们。”数学与统计学院
党委副书记许倩说，唐现功自立自强
从不麻烦别人，他宿舍书架上的《红楼
梦》就有好几个版本，每次去宿舍看
他，他要么在电脑上编程，要么就在读
书，“除了身体之外，他方方面面都很
努力，甚至比我们普通人都优秀”。

以己之力、力所能及回报社会，是
受助学子们的“反哺”方式。唐现功愿
意将自己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以激
励困境中的人们艰苦奋斗。“背着母亲
上学”的2015级本科生田歌，在照顾
母亲的同时还担任学校多项学生职
务，抓住一切为同学服务的机会。大
气科学学院2016 级基地班学生李锦
热衷参加各类公益活动，主动到偏远
地区做公益……

典型学生的优秀事迹书写着兰大
人坚守奋斗的精神。经过多年探索，兰
州大学逐步构建起“奖学金+榜样”“助
学金+感恩”“助学贷款+诚信”“社会捐
助+责任”“勤工助学+能力提升”的

“五+”资助育人模式，以榜样力量引领
学生成长，使受助学生在自信、感恩、诚
信、责任等方面在锻炼中成长、收获。

据统计，2018 年，兰州大学为
4813 名本科学生发放各类奖学金
1062.9 万元，组织“国奖经验交流
会”，突出奖优指向，树立学生榜样；开
展“成长加油站”系列培训和“助学·筑

梦·铸人”活动，开设成长课程、就业指
导、能力提升等9门课程，提升困难学
生综合素质，强化学生感恩意识；评定
社会类奖助学金30余项，发放奖助学
金252.18万元，覆盖学生637人次，最
高单次金额达 2 万元，引导学生参加
社会公益实践，培育社会责任感；设
置2000多个勤工助学岗位，为15000
余名学生发放助学金 4941.22 万元，
以岗位实践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师生一心共渡难关

“作为老师，离孩子是最近的，能
帮就帮一帮，他们归属于兰大这个
家。”“冯爹爹”是兰州大学女子排球队
队员们对主教练冯涛的称呼，自1996
年接手兰州大学女子排球队以来，他
是训练场上的“魔鬼教练”，却也是队
员们遇到困难时的“救星”。

队员王晶晶入学第二年，因家庭
变故面临辍学。冯涛在了解情况后只
说了一句话“你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随后，他向学校体育部、学生处等多个
部门反映情况，“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资助，并自掏腰包为队员们提供生活
及训练上的帮助，直到王晶晶今年毕
业，冯涛依然在关心她的就业事宜。

队长高天舒说，队里家庭经济困
难的同学较多，冯老师常常以球队的
名义给予资助，其实他经常自掏腰包，
不仅提供帮助，还保护了每个人的自
尊心。

学生自强不息，勤勉向上；老师从
自掏腰包开始，为困难学生争取各类资
助而奔走；学校完善资助体系，精准资
助全覆盖……兰州大学致力于打造精
准化、科学化、情感化的育人特色，确保

“没有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
使学生精准、及时、有尊严地享受资助。

目前，兰州大学形成了“班级—学
院—学生资助中心—学校资助工作领
导小组”四级工作体系，以个别谈话、
家庭走访、在校消费数据分析等方式
实现资助信息、资助档案动态化管理，
并统筹考虑不同学生的困难程度，为
困难学生“量身定制”资助标准，以“雪
中送炭”导向确保资助对象、资助标准
和资金发放精准。同时，实施“走进学
生生活、走进学生学习、走进学生心
灵”行动，组织全校3010名干部教师
联系4628间本科生宿舍，了解学生需
求，形成全员资助服务格局，及时解决
学生的各种困难。

“孩子们来啦，快进屋吃西瓜。”8
月 1 日，家住河南南阳邓州市构林镇
董家村的李华芳家迎来了一群特殊客
人——儿子李涛生前的部队战友们。

“你为国尽忠死得光荣，我们替你
尽孝义不容辞。你放心地走吧！”
15 年前，李涛赴利比里亚维和时牺
牲，此后，同乡战友相约替他尽孝。
15年来，战友们把李涛的父母当成自
己的父母来尽孝。

2002 年，李涛、雷天才、杜恒等
100位邓州籍新兵来到雷锋生前所在
部队服役。入伍第一天，他们在雷锋塑
像前庄严宣誓：我是光荣的雷锋传人，
我决心学雷锋精神，走雷锋道路，创雷
锋业绩。他们将誓言牢记在心中。

2004 年，李涛所在部队接到任
务，前往非洲利比里亚执行维和任
务。得知消息后，李涛、杜恒等人主动
请缨，成为全军第一批赴利比里亚参
加维和行动的士兵。在利比里亚期
间，为友军安全运送人员和物资，为当
地民众修筑道路，护送医疗分队到偏
远村庄巡诊义诊……维和部队时常面
临生死考验，与爆炸相伴、与袭击相
邻 ，在 枪 声 中 入 睡 、被 炮 声 惊 醒 。
2004年8月11日，李涛在一次执行维
和任务时不幸以身殉职。

为了让涛爸涛妈尽快走出中年丧
子的悲痛，精神有所寄托，2005年，在
当地政府和杜恒、雷天才等人帮助下，
李涛的父母通过市民政局领养了一位
孙女，取名李可欣。

农忙时，战友们相约来到涛爸涛
妈家，帮助收割庄稼。农闲时，他们来
陪老人说说话，给小可欣讲李涛的故
事，讲雷锋团的故事。每年春节，大伙
会结伴去给两位老人拜年，吃顿团圆

饭……在大家的关心下，两位老人慢
慢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2012年9月，涛妈魏桂芝得了急
性肺炎，病情很重。得知消息后，杜恒
立即赶过去把老人送到医院治疗。老
人住院后，杜恒和战友们轮流值班，每
天到医院护理，送饭喂药，陪老人聊
天。同屋的病友非常羡慕：“大姐，你
的儿子们这么孝顺，你真有福气。”

10天后，老人病愈了，她紧紧拉住
大家的手说：“我失去了李涛一个儿子，但
有你们这么多人照顾我，我知足了。”

从2005年8月1日起，杜恒和战友

们每年都去祭奠李涛，看望涛爸涛妈。
“涛子聪明、孝顺，刚得知儿子因公牺牲
时，觉得天都塌了。”李涛的父亲李华芳
说，“现在都想开了，儿子虽然走了，但
是我又多了一群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
儿子们。我对涛子的爱也得到了延续，
孙女在镇上读初中，学习可好了。”

谈起这群“儿子”，魏桂芝高兴地竖
起大拇指夸赞：“这些年，家里不管有什
么大小事，他们总是第一时间赶过来。”

刚刚过去的八一建军节，杜恒和
战友们一起再次去祭奠李涛，看望涛
爸涛妈。涛妈看着孩子们，仿佛儿子

就在身边。
“这次来，觉得涛爸更开朗了，涛

子也应该放心了。”杜恒告诉记者，今
年李涛的父亲换了一部智能手机，他
把自己和战友们的微信都保存在涛爸
的手机上，这样一来联系就更方便了。

作为从雷锋生前部队走出来的退
役军人，杜恒、雷天才等人时刻铭记入
伍时的誓言，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
2014年8月15日，邓州“编外雷锋团”
薪火营成立，雷天才任营长，杜恒任教
导员。“我们会将涛爸涛妈一直照顾下
去的。”杜恒坚定地说。

李涛生前战友与李涛父母（左三、左二）在一起。 （资料照片）

裴孔娟（右一）向父母讲述受国家和学校资助的情况。 李 丽摄（中经视觉）

艳阳高照的机车整备场上，一群飒爽英姿的姑娘不顾头顶烈
日，将一台HXD3C型电力机车团团围住，仔细观察它的每一个零
部件，认真学习机车的构造原理、各部件检查方法、操纵仿真模拟
机车等。

今年3月，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宁机务段呼西运用车间新招了
30名女职工。这批20岁左右的姑娘们的到来，改变了当地铁路
没有女火车司机的历史，她们将成为草原铁路首批女司机。

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给姑娘们留下诸多难忘的第一次：第一
次参加单位军训，第一次参观机车内部环境，第一次跟车学习……
这些都给了她们很大触动，当她们看着司机师傅驾驶钢铁巨兽风
驰电掣时，手中握的是身后1000多名旅客的人身安全，深深感受
到作为女司机的自豪和责任。

学习火车驾驶对姑娘们来说，是一个全新领域，一切需要从零
学起。

姑娘们正在观看老师连接风管的演示。这个需要巧劲儿的活
儿，做起来难度很大。

驾驶火车不仅费体力，更是对脑力的考验。要想成为一名合
格的火车司机，必须刻苦学习，认真实践。

17 岁当泥瓦匠的山东华邦建设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赵本明，对农民工有着特殊
感情。近年来，他聘用全国 20 多个省市农
民工数十万计，从没有拖欠过他们一分钱
工资。

“我是从农民工群体中走出来的，与他
们曾经共饮一瓢水，身上流淌着一脉血，有
着手足情，没有理由不与他们同甘共苦。”赵
本明说。随着华邦业务越做越大，每年都要
招聘季节性农民工几万人，他们大多来自全
国老少边穷地区。赵本明为不漏发、不错发
每一位农民工工资，他亲自主持编制了《农
民工工资保障实施办法》，要求对项目部所
用农民工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工资按个人
实际出勤天数每月一发放、每季一结算、半
年一小清、年终全部结清，当月月底各项目
部一律将所发农民工工资表连同出勤表交
集团审查存档，把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作为
工程进度拨款的基本依据。这些措施和办
法，使农民工权益真正有了保障，切实维护
了他们的权益，华邦公司被评为全国优秀建
筑劳务企业。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个人富裕了，应
该时刻不忘报效国家、回馈社会。”2008年四
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赵本明第一时间组
织几十名工人赶赴灾区，历时60个日日夜夜，为灾民搭建临时安置板
房 733 间，建筑质量在所有援建工程中名列前茅。2018 年受台风影
响，山东潍坊市的青州、寿光、昌乐、临朐等多地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涝灾
害，赵本明挑选12名精干职工组成紧急救援小分队，带着6台性能最
好的大型机械，连夜赶赴灾区投入抢险救灾，连续作战三天两夜，硬是
将20多公里的受灾公路打通，使沿途20多个村的村民与外界恢复了
联系；抗洪救灾期间，他带领企业先后捐建桥梁12座、道路20条，累计
捐款1700余万元，在灾后重建中，赵本明主动向相关部门请缨，承建3
个村的整村迁建任务。目前，3个整村迁建项目进展顺利，在潍坊市全
部迁建村项目中率先封顶，提前1个月竣工交付使用，让灾区群众提前
入住新家园，华邦集团党委被授予山东省抗灾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
13年来，赵本明累计向社会各界捐款8000万元。

近年来，赵本明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施工企业
家”“山东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
多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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