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救助

贫困的教育治理: 我国教育救助缺失弥合

王三秀

【摘要】 我国贫困治理目前已进入强调贫困者自身贫困治理、治理内容综合化和目标可持

续化的新时期.在贫困人群文化教育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下,教育救助具有关键作用.但目前

我国的教育救助制度设计及其实践中存在着被救助人群、内容、制度形式及救助功能的四重缺

失,直接制约了教育救助反贫困功能的发挥.基于我国贫困治理转型的现实需要和贫困人群

文化教育需求的现状,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建议对上述四方面的缺失加以有效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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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theChinesepovertygovernancehasenteredintoanewerathatemphasizesthegov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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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ncesfromChinaandforeigncountries

Keywords　povertygovernance　absenceofeducationalassistance　approachesforremedy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进入新世纪后反贫困步伐的加快,目前集中于农村地区的贫困治理已进入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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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时期,«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

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和缩

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即贫困治理政策重点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扶持,而是更加强调通过创新

促进脱贫发展,提升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者自身的反贫困能力.我国２０１４年实施的 «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也专门规定了对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成员的就业能力提升和就业机

会帮助内容.在此转型过程中,贫困者文化教育素质具有关键性意义,因为它通常是影响贫

困者自身人力资本和反贫困能力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在当今反贫困中,对贫困人群文化

教育救助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政策实践上,中国目前的教育救助普遍被作为是国家或社会为保障适

龄人口获得接受教育机会而采取的救助措施,是通过减免、资助等方式帮助贫困人口子女完

成相关阶段的学业.这种制度设计对减轻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保障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

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中国贫困治理转型角度看,还存在不少的缺失,因为贫困治理转型

意味着要突破单纯的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来增加收入的减贫模式,而是更加注重消除贫困者

知识、心理、精神、能力、机会等方面的贫困.对此,联合国 “人文贫困”治理模式、阿玛

蒂亚森以 “可行能力”治理贫困模式以及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等都进行了论述,并对实践

效果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正如阿玛蒂亚森以印度克拉拉邦为例分析指出:“尽管克拉拉邦

经济增长平缓,但收入贫困的减少比其他任何邦都来得迅速,其他邦通过高速经济增长来减

少收入贫困,而克拉拉邦主要依靠发展基本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平分配土地成功地实现了减

少贫困.”① 发展型社会政策从人力资源角度强调教育投资对反贫困的长期意义.
我国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而且依靠贫困者自身改变文化教育落后状

况十分困难,因为贫困农户文化教育支出水平普遍处于较低的状态,调查统计显示,在贫困

农户恩格尔系数中,文教娱乐支出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自身支出中也占有很低的

比重,如表１所示.
表１ 贫困农户生活消费支出情况　　　　　　　　　　单位:元、％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全国 贫困农户 全国 贫困农户 全国 贫困农户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１６７０ ６９６ ２５５５ ７９８ ４３８２ １４９０

　自给性消费比重 (％) ２３１ ４３１ １６５ ３９０ １１９ ３１９

　恩格尔系数 (％) ４９２ ６４７ ４５５ ６６３ ４１１ ６４４

　１食品 ８２１ ４５０ １１６２ ５２９ １８０１ ９６０

　２衣着 ９６ ４３ １４９ ４７ ２６４ ９１

　３居住 ２５８ ６１ ３７０ ６９ ８３５ １４２

　４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７５ ２３ １１１ ２６ ２３４ ６０

　５交通通讯 ９３ １５ ２４５ ３４ ４６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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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８９．



续表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全国 贫困农户 全国 贫困农户 全国 贫困农户

　６文教娱乐 １８７ ５１ ２９６ ４６ ３６７ ４８

　７医疗保健 ８８ ２８ １６８ ３７ ３２６ ７２

　８其他商品及服务 ５２ １２ ５５ １０ ９４ ２３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２０１１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５.

上述情况的改变只能依靠教育救助发挥积极作用,但从我国现实看,教育救助的作用还

十分有限,尤其是在提升贫困者自身反贫困能力方面,扶贫重点县的农村劳动力参加过技能

培训的比重还处于明显的偏低状态.全国总体水平也不高,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不足７年,而美国为１２年.① 能力的匮乏是导致现代农村贫穷落后的根源,只有将贫困者

反贫困能力提升作为农村教育救助的重要内容,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二、我国贫困治理中的教育救助缺失及其影响

(一)我国贫困治理中教育救助的四重缺失

１被救助人群缺失

(１)儿童教育救助缺失.主要表现在系统的学前教育救助的缺失.贫困会为儿童发展带

来非常不利的影响,而且贫困时间越长,越持久,对儿童发展越不利,在婴儿期就开始遭受

贫困的５岁儿童智商要比非贫困儿童低９分.② 而对贫困家庭儿童进行救助,无论在智力还

是经济方面都会比非贫困家庭有着更高的回报率.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在扣除了通货膨胀等

因素后,研究发现每投资１美元到学前教育以帮助贫困儿童,便有１７０７美元的收益.③ 我

国对学前儿童的教育救助总体上是存在缺失的.２００６年修改实施的义务教育法第４条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
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可见义务

教育对象是适龄儿童,并非所有儿童.贫困地区儿童教育缺失已经带来了不利影响.２０１３
年由中国科学院、西北大学等机构联合发起的 “农村教育行动规划”调查显示,由于缺乏学

前教育,６４％的６岁农村儿童未能通过入学准备度测试,而绝大多数的同龄城市儿童都能

通过.④

此外,流动儿童的教育救助缺失.对于流动儿童这一规模较大的群体,相关的教育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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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丽杰．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研究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４８—４９．
[美]苏珊纽曼．学前教育改革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美国经验 [M]．李敏谊,霍力岩译．北京:教育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１:１５．
[美]苏珊纽曼．学前教育改革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美国经验 [M]．李敏谊,霍力岩译．北京:教育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１:５．
顾仲阳．阻断贫困,瞄准儿童早期发展:别让贫困地区孩子输在起点———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N]．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０４—２１．



是缺乏的.实际上即便是正式纳入救助体系的义务教育儿童,由于资金原因使得实际教育救

助人群范围缩小,部分贫困家庭仍未完成义务教育.
(２)职业教育救助人群缺失.我国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第３条规

定,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所有农村户

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校三年级学生通过工学结

合、顶岗实习获得一定报酬,用于支付学习和生活费用,这样,非在校的贫困人群,尤其是

农村贫困人群难以享受到系统的职业教育救助.
２救助内容的缺失

我国目前的教育救助主要是资金救助,而与反贫困密切相关的技能教育、心理健康教

育、价值观等教育救助内容还存在缺失.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阶段救助,主要都

是通过经济手段保证贫困家庭子女的基础知识教育和高等知识教育.但现实生活中,贫困家

庭除了经济困难与知识的缺乏外,还存在着精神情感方面的教育需求,如果对此忽视可能会

影响贫困家庭子女形成健康的人格,使其容易产生自卑、敏感、焦虑忧郁、自我封闭等心理

特征,缺乏自主、自立、自强、自尊意识,进而对其整个人生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贫困者心

理健康状况的改善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福祉或者主观福祉的增进和精神的发展,这对于经济

贫困的改变也具有直接意义.例如,美国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依托社区行动机构而开展的儿

童启蒙教育计划就已经包括了社会技能、营养、健康和心理服务,并强调要由家长参与.针

对农村贫困地区１６~２２岁的未就业青年教育的工作营队计划包括了教育、职业培训、工作

经验、自我健康护理、学习阅读及其他技能.① 英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实施了从福利到工作与

身体、精神健康疾病康复项目 “联动”的 “组合型”福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研究

借鉴.
３救助制度形式的缺失

我国目前教育救助制度多为一般性政策、临时性政策或非正式制度,救助工作主要依靠

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力推动,具有临时性和随意性,缺乏系统的专门立法,现将

１９９５年以来中国主要教育救助制度基本情况列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９５年以来中国典型教育救助制度基本情况一览表

政策名称 基本措施 制度性质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系列规

定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
　资金支持

　部委一般

　政府文件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
　技能培训 　党和政府文件

　 «关于开展经常性助学活动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３)
　动员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经常性助学

活动,如 “春蕾计划”“安康计划等
　教育部等部门文件

　 “雨露计划”(２００４) 　就业创业培训 　一般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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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安娜M迪尼托．社会福利．政治与公共政策 [M]．何敬,葛其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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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策名称 基本措施 制度性质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

人教育救助工作通知»(２００４)
　做好 “对口帮扶”“希望工程”等捐资助

学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助
　民政部、教育部文件

　 «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困难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６)
　对高校毕业生因短期无法就业或就业后

发生经济困难临时救助
　民政部文件

　 «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８)
　确保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
　国务院文件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
　　资助受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资助标

准每生每年１５００元
　部委文件

　 «义务教育法» (１９８６年公布２００６年修

改)
　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

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全 国 人 大 常 务 委 员 会

立法

　 «关于严禁虚报学生人数骗取中等职业

学校国家助学金、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２０１１)

　健全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免学费

补助资金管理机制,推行国家助学金集中

发放模式

　部委文件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２０１１)

　劳动预备、技术培训、就业补贴与扶持 　党和政府文件

　 «关于全面改进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２０１３)
　改善教学、生活、管理条件,注重解决

突出问题
　部委文件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２０１４)
　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加强统筹、分类

指导,服务需求、就业导向等
　国务院文件

目前地方性实践中已创新出一些教育救助的新经验,如成都市教育局通过加快教育 “圈
层融合”,推行 “委托管理”和 “名校领办”.北京市东城区探索出 “一长兼两校”经验,广

东惠州通过 “校长教师硬性交流、骨干教师县 (镇)管校用”等推动城乡一体联动发展中,
都体现了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师资力量救助特点.总体看,专门性的立法制度仍然缺失.
比较而言,国外不少国家专门立法制度比较健全,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弱

势群体教育支持的相关法案已形成了系统体系,职业教育救助中包含了１９６２年 «人力支持

与培训法»和１９６３年 «职业教育法»等,常规教育救助中包含了１９６５年 «初等和中等教育

法»,１９９９年 «全体儿童教育卓越法»等;对残障人员教育救助十分全面,包含了１９７０年

«残障教育法»,１９７５年 «全体残障儿童教育法»,１９８６年 «残障儿童保护法»,１９８６年 «全
体残障儿童教育法修正案»,１９９０年 «身心障碍者教育法»;教育救助公平立法方面包含了

１９６４年 «经济机会法»和２００２年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等,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４救助功能的缺失

目前的制度功能主要局限于减轻贫困者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但不能有效地提升贫困者

自身有效参与贫困治理的能力,而自身能力则是反贫困中更为根本的问题.这种功能缺失与

教育救助的内容设计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贫困者反贫困能力的提升主要表现为创业就业能

力、科技致富能力提升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

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他将人力资本界定为人自身的知识、能力和健康.与此目标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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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救助内容上设计应体现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及相关应用知识服务等内容的一体化,
而这些在我国目前教育救助内容中比较缺乏.

教育救助功能缺失难以适应我国贫困治理转型的需要.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

平专题调研扶贫工作时强调,“贫困地区的发展要靠内生动力”.①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使农村劳动力活起来,使农民能够真正掌握有用的技术,甚至留守老人、闲散妇女也能发挥

一技之长.这就需要创新农村教育内容与功能,以适应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

三、我国贫困治理中教育救助缺失弥合路径

(一)被救助人群的缺失弥合

１实行全面的贫困儿童教育救助.对于学前儿童教育,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布的 «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到２０１０年,学前１年毛入园

率达到９５％.２０１１年世界银行和中国人口计生委联合向中国政府建议将０~６岁儿童早期发

展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框架;同时建议特别关注贫困儿童的早期发展并纳入政府扶贫计

划,以均衡发展机遇,提高国家的未来竞争力.② 加大贫困家庭学前教育儿童的教育救助.
目前我国在云南寻甸大山里建起了６０多个 “山村幼儿园”,对３~５岁儿童学前教育的 “山
村幼儿园”试点已扩展到贵州、四川、湖南、新疆等地的８个县的６４０个村庄,教育部还在

１０个贫困县的农村尝试类似的巡回走教③,这些做法值得肯定,但还应通过正式制度对贫困

家庭儿童实行全面教育救助,包括贫困家庭的学前儿童、残疾儿童和流浪儿童及儿童早期救

助,使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儿童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教育救助,政府应承担起全面责任,美国

做法值得借鉴,如表３所示.

表３ 当前联邦政府对入学准备提供的财政拨款

主要的服务内容 联邦政府财政拨款途径

　家庭教育与支持 　早期开端计划;平等起步项目

　早期保育与教育

　儿童保育与发展基金;贫困家庭的临时救助项目;儿童与依赖性保育的税

收抵免;特殊教育服务;开端计划,第一条拨款 (用于早期保育与教育的经

费不足２％);早期阅读先行项目

　监管与指导 　２１世纪学习中心 (课后教育项目)

　安全与支持性服务 　医疗救助与医疗补助项目

　　资料来源:[美]苏珊纽曼著．学前教育改革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美国的经验 [M]．李敏谊、霍力岩主译．教育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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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赵勇．把扶贫开发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 [N]．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１１—２５．
WorldBankEarlyChildhoodDevelopmentandEducationinChina:BreakingtheCycleofPovertyandImproving

FutureCompetitiveness (RNCN)．２０１１．
徐元锋．阻断贫困,瞄准儿童早期发展:云南寻甸大山里建起了６０多个 “山村幼儿园”[N]．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０４—２１．



２职业教育实现由主体严格选择到适度普惠.即改变目前职业教育救助基本局限于在

职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做法,使具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贫困者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到

职业教育救助.从地方经验看,根据２００７年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 “普惠制”资助政策,对

重庆籍的 “五类学生”(三峡库区移民、城镇低保人员、农村贫困家庭子女、退役士兵、国

办福利机构适龄孤儿)以外的所有学生和来自重庆市外农村户籍、县镇非农户口、城市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每学年资助生活费１５００元.① 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尝试.为推进农

业现代化和贫困治理提供坚实人力基础与保障,应当使更多的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获得针对

性教育救助的机会.为职业技术学习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充

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城乡教学资源共享,推动城乡教师网上教研,提升乡村教学点的质

量,推动城乡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救助制度的弥合

健全立法制度体系.第一,修改义务教育法,将学龄前儿童救助纳入贫困救助范围.建

立协调有序的救助管理制度,界定责任主体相关责任,主要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教育福利投

入责任.第二,制定专门职业技术教育救助法.不仅对等待就业的贫困者进行技能救助,而

且对已经就业的在职贫困者也可以进行劳动技能救助,其中韩国在１９９８年制定、２００７年修

改的 «职工职业能力开发法»内容中对职业能力开发培训制度整体相关事项规定中包括了培

训设施、培训课程认定、培训课程评价等内容,值得我国借鉴.建立严格科学的职业技术教

育救助运行机制.教育救助系统的运行机制应包括教育救助对象的确定、救助的申请与受

理、救助资金的管理等.第三,建立健全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身心障碍儿童特殊教育救助

服务立法,残障儿童权利应受到系统保障.第四,健全教育救助资源整合立法.激励社会团

体集资、单位集体集资、个人捐赠、海内外侨胞和港澳台胞的捐资,吸收国际组织的捐赠以

及教育基金.第五,完善相关责任义务规定.一是政府相关责任.要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经

费投入责任,确立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在公共财政中的优先地位,优化投入结构,明确投资比

例,重点投入农村基础教育,借鉴国外做法将责任具体化.促进政府统筹城乡教育经费投

入,促进均衡发展,努力构建教育救助投入保障机制.要建立和完善教育对口支援制度.促

进义务教育区域性均衡发展,规定政府在弥补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资金缺口责任.
二是贫困者接受教育救助的义务性规定.如法国１９６２年 «农业指导法»及补充的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全国农村发展计划»规定,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取得合格证书,才能享受国家

补贴和优惠贷款,取得经营农业的资格,体现了对农民义务性要求,值得借鉴.

(三)救助内容的弥合

１调整义务教育学习模式,增强技能教育和创造性教育.开阔学生学习视野,提升实

践能力和创造力,这种教育既需要现代知识也需要传统知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创
造总是被看作传统的对立面.但传统不是一层不变的,它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经过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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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除旧布新和吸收其他文化元素的过程,才发展到今天的样子.”① 民间教育救助在云南有

效地实践了这种模式,“９８５５％的学生认为通过学习和基地上的劳动,学到了不同于家庭养

殖的家畜疾病预防知识.１００％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得到了提高.家长态

度由以往学生严重流失到家长主动送孩子上学.”②

２将就业创业纳入教育救助范围.就业创业教育对于提升贫困者自身反贫困能力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应重视反贫困中的就业创业教育,以培养创业素质与才能为目标,进行创

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教育.具体由知名企业家、高校教师、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

大学生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对高校创业教育进行研究、指导、评估与服务.教育部２００２
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９所高校进行了试点.③ 应将这一内容体现在对贫困者的教

育救助中,并结合他们的实际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３将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与实用性教育培训有机结合.基础教育不应仅仅以升学

为目标,而应注重实际应用知识的培养,注重学生多元发展,通过多渠道对教育救助对象进

行心理辅导和干预,纠正学生行为偏差,促进贫困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形成健康的人

格为目标,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内容设计.在实施经济资助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健全心理援助

机制.

(四)救助功能的弥合

将教育救助与贫困治理需求密切结合,救助功能目标设计应着力两方面弥合:一是将教

育救助与提升贫困者人力资本及自身参与反贫困的能力有机结合.人力资本一般表现为 “智
力、教育背景、工作经验、知识、机能和健康,也可能会包括精力、眼光、期望和想象

力.”④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综合教育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援助与实用技能的培养尤为

重要.例如,广西一些壮族、瑶族、苗族聚居地,很多妇女都有很好的民间编织、刺绣手

艺.但因为没有好的图案设计,手工艺织品花样普遍缺乏创新,直接影响了市场效益.⑤ 应

通过教育救助避免此类问题发生.二是激活贫困者自身潜能的创造性功能.美国学者迈克尔

谢诺登认为,福利政策应当承认开发人们 “还没有得到利用的巨大潜能.将福利政策看做

一种孤立的附加性功能是错误的.”⑥ 贫困者潜能的发挥需要知识、技能、心理、观念等综

合的教育,而培训贫困者及其子女的自主、自立、自强、自尊意识具有基础性意义.

四、结语

目前我国贫困治理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综合性和可持续性的贫困治理意义日益凸显.
在此过程中,教育救助具有独特作用.目前我国教育救助取得了一些成就,对贫困治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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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文员会．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９．
田静．教育与乡村建设———云南一个贫困民族乡的发展人类学探究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３１．
王玮．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综述 [J]．黑龙江教育,２０１１,(８)．
[美]迈克尔谢诺登．资产与穷人 [M]．高鉴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１２４．
李澜．潜藏的力量．西部地区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 [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４９．
[美]迈克尔谢诺登资产与穷人 [M]．高鉴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１５．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还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如实践中教育救助面较窄,相当一部分贫困

家庭子女及贫困者没有享受过教育救助,而教育救助投入总量较小,与贫困救助需求之间存

在较大缺口;救助设计内容过于简单,农村教育救助主要是使贫困家庭子女享受基础教育,
对贫困治理具有直接意义的技能、人文、心理、精神等方面的教育缺乏;教育救助制度不

足,救助行为具有临时性和随意性,救助方式不规范,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存在明显的救

助不公平问题;救助功能目的单一等等,上述问题可以概括为我国目前教育救助人群、内

容、制度及功能的四重缺失.
我国教育救助应适应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进行创新转型,着力点是通过教育救助的创

新完善弥合以上的四种缺失,基本思路是,在扩大救助人群和继续加大经济投入的同时,应

将心理精神救助、人力资源与服务援助都纳入到救助范围,增加对贫困治理具有直接意义的

救助内容,进行系统的立法制度创新建设,创新救助功能目标.为此,一方面,加大中央和

地方各级政府的相关财政投入,政府需转变救助观念,引入新的教育救助方式;另一方面,
整合其他文化教育资源,重视民间救助参与作用,充分激活和运用民间反贫困文化资源.通

过以上创新转型使教育救助不仅有效缓解城乡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而且能有效地解决贫困

者观念、精神文化及反贫困技能等制约反贫困继续推进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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