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杜颖 实习生 林川

又一年的大学开学季即将到来，
而每年的此刻，仍会有一些贫困家庭
的学子为学费犯愁，一方面是对知识
的追求渴望，另一方面又想为自己的
家庭减轻负担，海南日报记者近日深
入我省海南大学等高校和教育主管部
门，了解相关助学信息，如贫困学子就
读海南高校，不妨对一些过去不太熟
悉的资助项目多加留心，考虑申请。

生源地贷款要做到
“心中有数”

我省2014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已于7月开放申请，今年我省18个
市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贷人数指
导性指标为15500个，其中海口、万
宁、儋州、临高、乐东、东方4个市县新
贷人数指导性指标均超过1000个，最
高的是儋州市的2500个。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今年海南的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额度上限进行了调整，有所
提高，其中，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
每年贷款额度上限由6000元上调至
8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
款额度上限由6000元上调至12000
元。根据此前出台的有关规定，已签订
贷款合同的学生，合同金额将不可修改。

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我省
2014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时
间自7月24日开始，9月19日结束，其
中7月24日至8月22日为续贷受理时
间，8月23日至9月19日新贷受理时
间，回执接收截止时间为10月10日。

开学报到别忘助学
“绿色通道”

据了解，因为有指导性指标和额
度的上调，今年生源地贷款也较往年
严格，有部分考生家长，因申请不到生
源地贷款，不必备感沮丧和失落，因为
除了生源地贷款，还可以申请就读高
校“绿色通道”助学贷款。

记者在海南大学走访调查中了解
到，受到今年“威马逊”台风影响，海大
专门为灾区家庭困难学生设立“绿色通
道”。开学报到时，学校为来自灾区的
新生优先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再根据核
实的受灾情况，落实有关资助政策，确
保重灾区困难学生顺利就学。海南大

学有关负责人表示，新生来校必带物
品包括录取通知书、准考证、银行卡、
户口迁移证（仅迁户口的新生带）、身
份证（未办理户口迁移的新生也要
带）、学生档案（自带档案的新生）、还
需要提前准备好10张左右证件照。

调查中记者也了解到，目前海南
各高校相继开展了“国家助学贷款”项
目，也是为各位学子解决没钱上大学
的后顾之忧，但是需要学子申请并提
前准备好有关基础资料，包括：1、提供
有效居民身份证、入学通知书；提供家
庭经济收入证明材料及经办银行要求
提供的其他材料；2、提供两名见证人
（一般为本学院的老师或学生干部）；
3、承诺履行按期归还贷款的责任；承
诺及时向经办银行提供上学期间和离
校以后的变动情况；承诺贷款逾期一
年不还又未提出展期，可由经办银行
在就学的学校或相关媒体上公布其真
实姓名、身份证号码，予以查询；4、在
经办银行开立活期储蓄账户；其中，涉
及到新生的国家助学贷款，学子们最
好要将申请表及有关证明材料在报到
当日就交到所在学校的学工办等有关
部门办理。

近年来，报考海南农业相关专业
的学子较多，记者在海南大学了解到，
海大为此专门设立了农科专业新生奖
学金，发放金额为每人20000元。

“奖助学金”
也为学子提供帮助

贫困生的补助途径还有一种“奖
助学金”的形式。

记者对海南一些高校曾获得过奖
学金的学子进行调查了解到，奖助学
金申请条件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量指
标，包括绩点排名、素质发展分、体育
要求75分以上（学年平均）等。申请
的学生同时也要填写申请表，申述理
由和个人资料。海南大学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以海大为例，设有十余项奖
学金，学校设立的奖助学金包括：华

侨、企业家奖学金、三好学生奖、单项
奖、以及针对贫困学生的金光贫困大
学生助学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海
油大学生助学金”、中国教育发展基
金、肯德基曙光基金、王伟光奖学金、
面向农科类的何康助学金等。国家设
立在海南大学的包括国家励志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以及海南省政府设立
的优秀贫困大学生奖学金等。对于今
年准备入学的新生，可以凭借全国统
一高考成绩，参加海南省优秀贫困大
学生奖学金评审，每年10月开始受理
申请，当年11月底前评审完毕。

此外，海南大学设立了1400多个
校内固定岗位及2000多个校外勤工
助学岗位可供学子勤工俭学。

今年我省18个市县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新贷人数指导性指标15500个

贷款受理时间自7月24日开始，9
月19日结束

海南大学农科专业新生奖学金

发放金额:
每人20000元

面对专业：
园林、园艺、园艺（花卉与景观

设计方向）、水产养殖学、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农药方向）、草业科学、动
物科学、动物医学、农业资源与环
境、农学、农学（观光农业方向）、园
艺（草坪科学与工程方向）、植物保
护（农药与农产品安全方向）等农科
类专业。

申请条件：
1、第一次投档中第一专业志愿

报考农科类专业并录取第一专业志
愿；2、一本批次高考投档分排名在
生源省同批次录取的新生中居于前
二分之一，二本批次高考投档分排名
在生源省同批次录取的新生中居于前
1/3；3、一本批次高考投档分高出同
批次控制线的分值为生源省总分的
1.5%以上，二本批次高出同录取批
次控制线的生源省总分的4%以上，
以上分值均保留整数；4、自愿承诺在
校期间不转入非农科类专业。

■■■■■ ■■■■■ ■■■■■

目前广东有97%的高校贷款毕业
生按期还贷，而不足3%未还贷的主要
有联系不上、拒不还贷和收入较低三大
原因。针对一些因就业收入较低而还不
起贷款的学生，广东省教育厅鼓励高校
先垫付还款。对此，不少高校表示无奈，
只能不断提醒学生还款。也有高校认为
此举并不可行，会对高校造成压力。

（信息时报）

高校没还贷义务

贫困大学生作为助学贷款的受益
人，和银行确立了契约关系，本来就有按
期还贷的法律责任，而且是否按期还贷
也体现了大学生是否具有诚信素质，将
这个责任转嫁给高校不合理。国家助学
贷款是大学生助学贷款最主要的形式，
其资助力度和规模最大，是政府主导、财
政贴息，银行、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共同
操作的专门帮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银
行贷款。借款学生不需要办理贷款担保
或抵押，但需要承诺按期还款，并承担相
关法律责任。若借款学生未按期还贷，
其违约行为将被载入金融机构征信系
统。另外，早在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
见》规定，大学生助学还款起始时间调整
为毕业以后1到2年开始还款，还款期限
从4年延长到6年，这意味着国家助学贷
款制度也日益灵活宽松。

省教育厅鼓励高校先垫付还款，这
固然可以便利银行收缴助学贷款的工
作 ，但 无 疑 会 增 加 高 校 的 压 力 。

（刘晓彤）

高校先垫付有人情味

在情理上，高校先行为贫困生垫付
还款是具有人情味的做法。毕竟未按期
还贷的学生只有不足3%，对于高校来说
这笔钱实在不算多。其次，很多学生不
能按期还款有其客观原因，不少人是因
为就业难，甚至有的学生一毕业即沦为

“无业游民”，他们的学费本来就是借贷
而来，家庭也无偿还能力，欠贷非恶意而
为之，因此在处理上更应给学生多点关
怀和宽容。

助学贷款的目的本来就是帮扶贫困
生，不让他们因为没钱而陷入无书可读
的境地。在“读书无用论”抬头的当下，
高校对部分确实有还款困难的学生“帮
一把”，适当协助先行垫付，给他们一定
的宽限时间，甚至针对他们的就业情况
提出实际指导，优先安排推荐就业，助他
们暂时度过难关，能有效缓解就业压力，
不 让“ 毕 业 即 失 业 ”吓 退 贫 困 生 。

（雅婉）

学生欠贷款
高校先垫付？
各方说法不一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8月18日，备受关注的2014年全
国国际象棋锦标赛（团体乙级和乙组个
人赛）在万宁兴隆正式开幕，代表我省
参赛的5名中小学生，将与来自全国
20多个省市30个代表队近200中外
棋手进行为期11天的角逐。

海南国象协会秘书长刘月清介绍，
近年来，我省举办了各类国际级、国家级
和省市级国际象棋比赛100多次，全
省能下国际象棋的中小学生人数从
1998年的不到100人发展到超过30
万人，而这一切，得益于海南国际象棋
在中小学、幼儿园的大力推广和普及。

国象成为“必修课”

下午，海口市第二十五小的一间教
室里，刘月清正在给二年级（5）班的学
生们上国际象棋课。课堂上，孩子们听
得津津有味，不时表达对棋路的思考。
每周，该校一至三年级的学生都会有一
堂国际象棋课。

记者了解到，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只
是其中一个例子，目前，国际象棋在海
口、儋州、三亚和琼海等地的许多中小
学和幼儿园都得到很好普及。比如，在
海口市第十一小学，国际象棋兴趣班已
开设了多年，学校还专门在一年级开设
两个“国际象棋班”进行整班教学，而儋
州市那大第一小学的一至二年级学生
每周四节的体育课中必有一节国际象

棋课。目前，包括这两所学校在内的10
所小学成为“全国国际象棋特色学校”。

“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国际象棋
跟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一样，排进了
学校相关年级的课程表。”刘月清表示，

“而在以往，象棋最多只能算是‘课外兴
趣班’，感兴趣的就学，不感兴趣的可以
不学。”

30多万名学生受益

据刘月清介绍，海南国际象棋推广
普及最早开始于1999年，虽然起步不

算晚，但进度一直很缓慢，真正进入快
速发展轨道是在2012年。当年，省教
育厅、省文体厅联合发出《关于在海南
省中小学和幼儿园推广国际象棋的通
知》，明确提出，当年秋季学期，各市县
可根据当地中小学的总量，选择2至3
所小学、1至2所中学以及若干幼儿园，
采取普及班和兴趣班相结合的方式，试
点推广国际象棋。

“在海南，许多成年棋手的竞技水
平还不及少年棋手，因为他们没有受到
系统、长期的培训，而随着国际象棋在
海南中小学、幼儿园的普及，成熟掌握

国际象棋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多。”刘月
清说。

而根据海南省国际象棋协会的
相关统计，过去的十几年间，海南省
在中小学阶段接触国际象棋的学生
超过了30万人，已有10多名学生获
得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25名学生
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1000 多
人获得中国国际象棋协会颁发的棋
手等级证书。

学习国象益处多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对于国际象棋
教学在学校开展，孩子和家长们都很欢
迎。

“家长孩子们喜欢这门教学，是因
为学习国际象棋对他们真的有帮助。”
刘月清告诉记者，海口市龙峰实验小学
的徐诗以，5年前刚接触国际象棋时还
是个怯生生的小女孩，经常因为担心输
棋而不敢走子。慢慢地，在一次次棋局
对阵中，徐诗以的“棋风”逐渐变了，敢
出手了。如今，她也更自信了。

结合涉足国际象棋行业15年的经
验，刘月清总结了中小学生接触练习
国际象棋的三大好处：“一是可以影响
孩子的性格。会促使这些孩子养成思
考的习惯；二是可以增强孩子的责任
感。在国际象棋中，有一个约定俗成
的规则就是‘不能悔子’，这也要求孩
子们勇于承担责任；三是有助于亲子
交流。

不少学校将国际象棋列为必修课

海南30多万中小学生会下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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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读大学助贷款指南
记者从教育部网站了解到，从8月

15日起至9月15日，教育部将开通高校
学生资助工作热线电话，确保高校资助
工作的顺利开展。

为确保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时
准确了解国家资助政策，督促各地、各高
校全面做好学生资助工作，切实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经济困难，教育部
从为 8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每天 8：
00—20：00，接受相关政策咨询和问题
投诉，并对投诉问题进行核查处理。热
线电话号码为 010-66097980、010-
66096590、010-66092191。遇到以下
情况者，均可拨打热线电话：

1、希望了解国家各项资助高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和措施的；

2、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接到录取
通知书时，发现学校没有按照国家规定
同时寄送详细介绍学校资助政策的有关
材料，特别是财政部教科文司、教育部财
务司、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合印制
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本专科
学生）》的；

3、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入学报到
时，发现学校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对家庭
经济确实困难的新生开通“绿色通道”
的；

4、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发现
学校没有贯彻落实国家规定的各项资助
政策和措施的；

5、学生家庭所在县（市、区）被确定
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但该地区没
有按照规定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
策的。

教育部开通
高校学生资助
工作热线电话

JY
观点

JY
热点扫描

中学生暑期旅行花费
远高于大学生

眼下正值学生暑期旅游旺季，近日人人网开
展的一项2014年暑期学生旅行调查显示，在暑假
旅游中，中学生的旅行花费远高于大学生，62%以
上的中学生暑期旅行花费在6000元以上，而76%
以上的大学生暑期游花费在3000元以下。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北京中学生旅行目的
地多为舒适、宜人的国外著名景点城市，而大学生
旅游景点则多选择具有体验性和性价比高的国内
景点。同时，选择国外游的中学生开销也不菲，旅
行加外带礼品，十天消费一般在人均两万左右，而
一名选择穷游的大学生，十天消费也仅不到两千
元，差距达到近10倍之多。

在麦当劳等24小时快餐店蹭睡、搭不花钱的
顺风车……这些零消费的旅行计划，对于穷游的
大学生来说，最为实用。调查发现，一般情况下，
大学生出游都是选择火车硬座，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的彭予阳，7月份完成了一趟为期15天的西
藏之旅，去了拉萨、林芝、山南三个地方，总花销只
有2700元。

（北京青年报）

美国私立学校收费高
普通学校一年学费1.1万美元，读

完12年级相当买半套房

据美国财经网站MarketWatch 8月 13日
报道，根据美国房地产搜索引擎Trulia的一项调
查，美国顶尖的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平均是4
万美元，即使是普通的预备学校，年收费也有1
万多美元。

根据调查，美国普通的私立学校一年收费1.1
万美元，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从幼儿园读到
12年级，全部花费大约需要31万7千美元。这样
的价格相当于买一套中等偏上的房子。一年1.1
万美元的学费，几乎等同于每个月支付912美元
的房屋贷款。一套30万美元的房子，每月还贷
1326美元，如果算上一个孩子学费的话，每个月
支出需增加至2238美元，整体算下来，相当于买
了一套52万美元的房子。

调查还显示，即使是公立学校，收费也不便
宜。通常，高质量的学区，房价要高出平均水平
32%；低质量的学区，房价要低于平均水平41%。

全省会下国际象棋的中小学生人数超过30万。 王黎刚 摄

高一女生数学竞赛上
用文言文发言

“人生在世，自当狂狷不羁，莫恨穷通修短，西
奥数载，且看吾辈！”这不是《古文观止》的名篇，也
不是高考满分作文，而是今年中国西部数学邀请
赛开幕式上一位女学霸的开幕发言，不仅如此，她
还将生涩难懂的文言文发言翻译成英语，让在场
外国选手惊叹不已。

陈颖洁是重庆育才中学高一（1）班的学生，也
是2014年中国西部数学邀请赛育才中学代表队
9位选手中唯一的女生。作为发言代表，陈颖洁
一上台，先用现代汉语介绍了自己，然后就开始了
文言文发言，“山峦嵚崟，雾霭茫茫；两江汇聚，流
水汤汤……”

接近300字的发言，几乎都是文言文，让现场
的选手惊叹不已，发言还未结束，就响起了掌声。
不光如此，陈颖洁还在发言结束后，将晦涩难懂的
文言文翻译成了英文又说了一遍，让现场外国选
手耳目一新。

重庆育才中学校长金永说，陈颖洁的发言用
了文言文和英语，全面发展，非常好。其实数学并
不止是用来计算的，而是用来启迪心智，让人变得
智慧起来的。数学学得好了，心智发展了，各方面
都能得到提高，语文、英语等其他学科也不会
差。 （重庆晚报）

上海交大2014版大学排行榜发布

6所内地高校学术排名
进入世界前200名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今日发
布2014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全球领先的
500所研究型大学中，中国内地有32所大学上
榜，比去年增加4所，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6
所学校进入世界前200名。

2014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结果显示：美英
大学优势明显，哈佛大学连续十二年蝉联全球第
一，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
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哥伦比
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位列第二至
第十名。欧洲大陆排名最高的是瑞士苏黎世联邦
理工学院，排在世界第十九位，紧随其后的是排在
第三十五位的巴黎六大。亚洲大学中表现最好的
是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名次分别为第二
十一名和第二十六名。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
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6所中国内
地学校进入世界前200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还首次跻身世界前150名；中山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6 所学校排在第
201～300名。 （人民网）

■ 本报记者 杜颖
实习生 林川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国家
奖助学金……多年来，贫困学子
依靠着这一笔笔助学款，完成学
业走上工作岗位。

省教育厅勤工办主任唐电润
告诉记者，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自2009年开设以来，至今年6月
份，已经累计发放7.72亿元，共
资助了6.29万名贫困学子，发放
的金额达到了12.93万笔。而到
了今年，我省预计将发放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3个亿，那么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金额累计将超
过10亿元。

除了生源地贷款之外，国家
对高校的资助包含了国家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
金三大组成，其中，又尤以国家助
学金资助贫困学子的比例最高，
在我省中部地区高达22%。

唐电润告诉记者，按照标准，
所占资助比例最高的国家助学金
依贫困程度分为两个档次发放，
一档是 3500 元/年，另一档是
2500元/年。“去年，仅在国家助学
金层面上，我省就有3.7万学生受
到资助，资助总金额1亿余元，今
年预计资助人数将达3.8万人。”

如此大的资助比例，具体落
实在贫困学子群体中，是否仍存
在一些申报难呢？唐电润表示，
过去在调查中发现，对于一些少
数民族偏远地区，学生在申报助
学贷款时，往往要到市县教育主
管部门跑上二三趟，影响了学生
申请的积极性，而今年不同，所有
贫困学子的基础申报在网上即可
以完成，只要到当地教育主管部
门来一次，即可办好所有手续。
其次，对于过去不少学子集中申
报难以一天办理完毕的困难，目
前各市县教育主管部门都已做好
了受理申请工作预案，确保贫困
学子“来，即一天办完”。

生源地贷款，
海南至今累计

超10亿
今年受理更便捷，一

天就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