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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社会捐赠类奖助贷学金细目（社会类捐赠项目具有不稳定性，具体评选事宜以当年通知为准。） 

序

号 
项目名称 性质 类别 

名额（每年

新评） 
金额 

是否

连续 
说明 

1 叶圣陶奖学金 奖优 本 
10 

（师范生） 
3000   

（1）评选时间：每年 10月。 

（2）基本申请条件：大二至大四免费师范生/上一学年学业成绩在本专业排

名前 20%/获奖后不能再次申请。 

2 明德奖学金 奖优 本 

280（师范

生，每年级

70） 

2000   

（1）评选事宜：每年 3月份评选（1:1.2差额评选，评审材料）。 

（2）基本申请条件：上一学年专业成绩排名需占全年级免费师范生的前 20%

（不可四舍五入）/需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不包含有偿服务）。 

（3）申请表格的填写要求很严(可参照通知中模板)，请院系务必重视。 

（4）要求：获得明德奖学金的同学需积极参加明德社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并

为社团发展建言献策。 

3 英华奖学金 奖优 本 

50（秋）

+50（春） 

（师范生） 

2000   

（1）评选时间：每年 11月份和 3月份评选。 

（2）基本申请条件： 

【11月】上一学年专业成绩排名需占全年级免费师范生的前 20%（不可四舍五

入）/需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不包含有偿服务）。 

【3月】经过困难认定/获得过专业奖学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 

（3）申请表格的填写要求很严(可参照通知中模板)，请院系务必重视。 

注：获得英华奖学金的同学有机会参加每年暑期英华支教和申请英华公益创

想创新项目，目前英华奖学金截止至 2014级的学生。 

4 刘光文奖学金 奖优 研 1 2000   每年 10月左右评选，仅限水科院学生。 

5 曾宪梓奖学金 助优 本 35 5000 是 

（1）评选事宜：秋季学期评选，差额，需面试，每年需复审，每三年评选一

次。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建议院系推荐比较困难的学生）/大

二。 

（3）要求：获得曾宪梓奖学金的同学需积极参加敬梓社组织的各项公益活

动，并为社团发展建言献策。 

注：连续性资助类奖助学金不能重复获得，且目前没有新评名额。 

6 唐仲英德育奖学金 助优 本 40（30名非 4000 是 （1）评选事宜：3月评选，差额，需面试，每年需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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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10名师

范生，院系

+社团推

荐） 

（2）基本申请条件：大一新生/全面发展/困难优先/认同唐仲英基金会理念

“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 

（3）要求：获得奖学金的同学需积极参加师英爱心社社组织的各项公益活

动，并为社团发展建言献策。 

注：连续性资助类奖助学金不能重复获得。 

7 海亮奖学金 助优 本硕 
30（本 15、

硕 15） 
5000   

（1）评选时间：10月份左右。 

（2）基本申请条件：本科三年级或四年级学生、硕士研究生二年级或三年级

学生/高考前户籍为浙江省或江苏省/获奖后不能再次申请/上一学年综合成绩

排名在本专业前 50%以内/困难优先。 

（3）其他：入选并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有优先获得海亮集团提供的实习、实践

和就业机会。同时学生有义务参加由学校组织安排的捐资人与被资助人的相

关活动。 

8 青树奖学金 助优 本 2 4000   

（1）评选时间：10月份。 

（2）基本申请条件：大一新生/经过困难认定/获奖后不能再次申请。 

（3）要求：需提供高考成绩单等。 

9 助才助学金 助优 本 
5 

（非师范） 
学费 是 

（1）评选时间：10月份，每年需复审。 

（2）基本申请条件：大一新生/经过困难认定/学习成绩优秀/体育学院、艺

传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不参评。 

（3）要求：需提供高考成绩单，复审要求学习成绩不得下滑至年级 30%以

外；获得助才助学金的同学需积极参加自强社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并为社

团发展建言献策。 

注：连续性资助类奖助学金不能重复获得。 

10 励学奖助学金 助优 本 10 6000   

（1）评选时间：10月份左右。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大二至大四皆可/来自基础学科院系，有

从教意愿的学生。 

11 史世奇助学金 助优 本 10 5000   
（1）评选时间：10月份左右。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山东籍大一新生。 

12 金鼎轩助学金 助困 本 
15 

（非师范） 
15000   

（1）评选事宜：10月左右评选，差额，需面试。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建议院系推荐最困难的学生）/大一非

师范生 

（3）要求：当学年获得该助学金后不能再获其他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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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款方式：大一上学期发放 10000 元，第二学期复审合格后发放 5000

元。 

（5）要求：获得金鼎轩助学金的同学需积极参加自强社组织的各项公益活

动，并为社团发展建言献策。 

13 梦袁助学金 助困 本 
2 

（非师范） 
15000 是 

（1）评选事宜：秋季学期评选，差额，每年需复审。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建议院系推荐最困难的学生）/大一。 

注：连续性资助类奖助学金不能重复获得，且目前没有新评名额。 

14 新世界百货助学金 助困 本 
5 

（非师范） 
5000 是 

（1）评选事宜：秋季学期评选，差额，需面试，每年需复审。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建议院系推荐比较困难的学生）/大

一。 

（3）连续性资助类奖助学金不能重复获得。 

（4）要求：获得新世界百货助学金的同学需积极参加自强社组织的各项公益

活动，并为社团发展建言献策。 

15 博文助学金 助困 本 1 5000   
（1）评选时间：10月份左右。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 

16 雁行助学金 助困 本 30 3200   

（1）评选事宜：10月份左右，差额评选，需面试。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大一新生。 

（3）要求：获得雁行助学金的同学需积极参加雁行励学社组织的各项公益活

动，并为社团发展建言献策。 

17 爱心妈妈助学金 助困 本硕 

60（师范

生，本 40、

硕 20） 

本 3000 

硕 4000 
  

（1）评选事宜：10月份左右，差额评选，需面试。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本）或家庭经济困难（硕）或突发重大

变故/本科生为免费师范生、硕士生来自教育学科专业。（研究生困难认定栏

均填无认定） 

（3）其他：受助者需实名加入 QQ群 118295977/需积极参加每年 5月份的爱

心妈妈午餐会（和北医大一起）/需积极参与小花关爱公益项目等志愿服务。 

18 
北京慈善协会 

爱心成就未来助学金 
助困 本 60 3000   

（1）评选时间：10月份左右。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无不及格科目/不含北京籍新生。 

（3）其他：填表严格，需注意通知中具体要求/受助者需参加基金会组织的

受助仪式/受助者需提交一份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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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春华秋实西部助学金 助困 本 
不定 

（非师范） 
3000 是  

（1）评选事宜：秋季学期、春季学期各一次（获得后不可重复申请），差额

评选，需面试。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大一新生/来自西部地区优先。 

（3）要求：获助学生需参加资助方组织的成长训练营，资助方统一安排食

宿，不收取任何费用。 

20 新长城自强助学金 助困 本 不定 3000   

（1）评选时间：秋季学期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 

（3）要求：获得新长城自强助学金的同学需积极参加自强社组织的各项公益

活动，并为社团发展建言献策。 

21 
华民慈善 

就业扶助项目 
助困 本 100 3000   

（1）评选事宜：4月左右，差额评选。 

（2）基本申请条件：大三/有较为明确就业意向（含免费师范生）/家庭经济

困难优先。 

（3）要求：申请者在申请前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该项目宣讲会/申请后参加就

业培训/毕业前填写反馈问卷和选择性参与个性化就业服务。 

（4）放款方式：分两次放款，大四上 2000元、大四下 1000元。 

（5）注意事项：     

——所有表格内容独立完成，如有雷同，取消奖助学金资格，计入诚信档

案。 

——书面材料与网上材料必须完全一致，若出现不一致情况，申请资格将被

取消。 

——注册时请认真检查注册信息是否输入准确并牢记自己的登录名和密码。 

——网上申请时可先保存并修改，待最终确认无误后再提交打印，签名处须

手写。 

——按照学校规定流程递交打印材料，由学校统一邮寄，基金会不接受直接

递交或转交的材料。 

22 柏年助学金 助困 本 
75 

（师范生） 
2000   

（1）评选时间：每年 10月左右。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大一至大四免费师范生。 

（3）要求：获得柏年助学金的同学需积极参加柏年读书协会组织的各项公益

活动，并为社团发展建言献策。 

23 
徐金生蔡玉霞 

伉俪励志奖学金 
助困 本研 

40（本 20、

硕博 20） 
2000   （1）评选事宜：秋季学期，11月左右，差额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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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申请条件：大二、大三的全日制本科生，且须经过学校家庭经济困

难认定；研一、研二、博一、博二的全日制研究生，且家庭经济困难。（研

究生困难认定栏均填无认定） 

（3）要求：受助同学需提交生活照和以“我的理想”为主题的 100字原创文

字。 

24 华夏助学金 助困 本 25 2000   
（1）评选时间：10月份左右。 

（2）基本申请条件：经过困难认定。 

25 杜斌丞助学金 助困 本 4 1000   

（1）评选时间：3月份左右。 

（2）基本申请条件：由历史学院、地遥学院、资源学院、环境学院每个学院推

荐一名学生/经过困难认定/优先考虑陕西省生源或者西北地区生源。 

26 山峰贷学金 贷款 本 4 14000 是 

（1）评选时间：12月左右，每年秋季学期需复审。 

（2）基本申请条件：中西部偏远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大一新生/非免费师范

生优先考虑。 

（3）关于放款：分两次放款。 

（4）关于还款： 

——获得山峰贷学金的同学可毕业后 10年内还清（没有利息），每年 12 月

31日前按时归还相应金额。前四年每年归还 4000元，后四年每年归还 6000

元，后两年每年归还 8000元。 

——毕业后，志愿去西部贫困地区支教两年以上者可免于归还贷学金（毕业

时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注：目前没有新评名额。 

27 心平自立贷学金 贷款 本硕 
不定 

（本、硕） 

5000/10000

两档 
  

（1）评选时间：10月份和 4月份左右。 

（2）基本申请条件：我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一至四年级，硕士生一、二年级

（全日制学生）。 

（3）其他： 

——每年有两次申请机会（每人在校期间最多可申请两次）。 

——本科生还款期限为离校后的 10年，研究生还款期限为离校后的 8年。 

——还款利率根据贷款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 

（4）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关系： 

在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下，可同时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和心平贷学金。申

请国家助学贷款，在校期间国家贴息，学生不需要支付利息；申请心平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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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自申请下来当日起，即需计算利息，不过利率比较低，为当年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 

 

附:资助项目工作时间表 

时间 项目 

迎新报到日 绿色通道发放爱心物资（寝具包、生活用品、购书卡等） 

9月中下旬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奖励性助学金评定 

10 月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评定、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申请 

金鼎轩助学金、罗克教育奖学金、助才助学金、刘光文奖

学金、曾宪梓奖学金（复审）、新世界百货助学金、海亮

奖学金、励学奖助学金、史世奇助学金、青树奖学金、爱

心妈妈助学金、雁行助学金、爱心成就未来、春华秋实西

部助学金、叶圣陶奖学金、柏年助学金、华夏助学金、博

文助学金、心平自立贷学金 

11 月 毕业生就业补助、第二批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梦袁助学金复审、英华奖学金、徐金生蔡玉霞伉

俪励志奖学金、新长城自强助学金（时间不定） 

12 月 北京市低保、残疾和贷款学生就业补助、唐仲英德育奖学

金复审、山峰贷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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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 3月 明德奖学金、英华奖学金（大四）、唐仲英德育奖学金新

评、杜斌丞助学金 

次年 4月 华民慈善就业扶助项目、心平自立贷学金 

次年 5月 春华秋实西部助学金（时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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