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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LANJUAN

【世说心语】心灵并非一个器皿有待注满，而是一团火焰有待点燃。

——普鲁塔克 5

Voice 自强之音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对善与真理的恭顺是很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对恶与虚伪的恭顺则是人的腐败与堕落之极致。                                                                                                                            

——卡莱尔6



【世说心语】对善与真理的恭顺是很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对恶与虚伪的恭顺则是人的腐败与堕落之极致。                                                                                                                            

——卡莱尔

【世说心语】只有靠自己思想上的努力而非记忆力所获得的知识，才嫩算是真正的知识

——列夫·托尔思泰 7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 生命中简单和甜蜜的事情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劳拉·英格斯·怀德8

Voice 自强之音

HE SHANPING



【世说心语】我们内心所拥有的德性具有如同宝石一般的特性：无论发生什么事，它都永远保持本身的天然之美。

——奥勒留 9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只有理性的宝库是实在的、丰满的；越是跟人分享，它越能增加。

——德摩菲尔 10

Voice 自强之音



JING HANG

【世说心语】 一天的生活最好能如此开始：当你刚醒来的时候，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不知我今天是否至少

能让一个人获得喜悦？”                                                                                                         ——尼采 11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所有真正的思想——活的思想，都具有不断吸收营养，不断变化的特征。但那并不是像云的

变化那么急遽，而是像树木的成长那样缓慢。                                                                  ——罗斯金 12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为了获得自由，所凭借的绝不是舆论的指示，而是你自己对善恶的区别。

——塞内加 13

Voice 自强之音

CHEN YINGHUA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完美无缺是神的本性，渴望完美无缺是人的本性。

——歌德14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 拿自己的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脾气——这就是节制的根本意义。

——约翰逊 15

HE RONGJIE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  人若能单纯地怀着道德感默默履行义务，他就会逐渐获得力量，就能坚强果敢地走在尘世的

喧嚣中或火柱上。                                                                                                          ——爱默生16



【世说心语】 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善变的，只有善行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摧的。

——西塞罗 17

Voice 自强之音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快乐本身如果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快乐。

——康德18

SONG YUQI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 贤者能从所有的事物中去发现自己所需要的助力；因为他的天赋在于从一切事物之中抽出善来。

——罗斯金 19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当你因善行而受到毁谤的时候，不要悲叹，倒要喜悦，因为这时候你是无比崇高的。

——奥勒留20



【世说心语】无知的人最好沉默，但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就不再是无知的人了。

——萨迪 21

Voice 自强之音

LIANG WENHUAN



【世说心语】 “光”并不是要我们一直凝视着它才给我们，是为了向我们启示它背后所隐藏的真理才给我们的。

——弥尔顿22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 合理发问，侧耳倾听，沉着回答，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必要讲话的时候，要沉默下来。

——拉瓦特 23

Voice 自强之音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 一个人开始“自我否定”的时候，就是他真正生活的开始。

——卡莱尔24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有不少东西都成为传统的、不容置疑的真理。但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从不对那些东西作认真思考。                                                                                                                             

——罗德 25



【世说心语】有不少东西都成为传统的、不容置疑的真理。但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从不对那些东西作认真思考。                                                                                                                             

——罗德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 人是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凡是可以在内心发现的，而且在自己活着的期间必须不断成长

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                                                                                          ——爱默生26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 过与自然和谐的生活吧，这样你就不会感到不幸。假如你迎合着世俗的想法而生活，那么你绝对

无法获得真正的财富。                                                                                                         ——塞内加 27

SHI YING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在你自己内心就有善的泉源，无论你怎么汲取，都没有干涸的一天。

——奥勒留28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假如死亡是可怕的，原因不在于死亡本身，而在于我们自己。生活过得越完善，越感觉不到死亡的

可怕。                                                                                                                     ——列夫·托尔斯泰 29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一个人能找到自己该做的事是幸福的：不要让这样的人去追求其他幸福；他有他自己该做

的事，他有他自己的人生目的。                                                                                   ——卡莱尔30

YANG ZEXIA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如果你想劝诫他人勿过邪恶的生活，你必须自己先过善的生活；说教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人只相信

眼睛所看到的。                                                                                                                        ——梭罗 31



Voice 自强之音

【世说心语】我们必须愿意放下头脑中策划好的生活，这样才能拥抱现实中正等待着我们的生活。

——约瑟夫·坎贝尔32

Know yourself, can understand life.

——Socrates





Centre 信息小站

Volume 1

武汉大学资助工作概况

【世说心语】 人生是一次单程旅行，只能通往你的内心。

——里尔克34

武汉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职能

武汉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归口管理

全校学生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含校园地、生

源地贷款），本科生奖助学金（含国家奖助学

金）、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学费减免、

基层就业和服兵役补偿代偿、退役士兵教育资

助、社会资助等工作。 中心按照“助学解困，

助学育人，助学成才”的工作理念，为全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经济支持

和教育援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及信息管理

办公室：南404

联系人：何群艳

办公电话：68752867

☆国家（校园地）助学贷款

办公室：南404

联系人：王晓毛

办公电话：68755287

☆生源地助学贷款

办公室：南406

联系人：汪炼

办公电话：68753237

☆奖助学金、勤工助学

办公室：南408

联系人：王欣、汪洋

办公电话： 68753507

位置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本科生院南四楼

（正门牌坊旁）



Centre 信息小站

【世说心语】 只有用心才能发现真相，只靠眼睛是看不见真相的。

——圣·埃克苏佩里35

Volume 2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概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是学校资助工作的基础，每

年新生开学初，全校会组织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工作，学生认定申请审核通过后，学校将其信息汇总建

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数据库，是否在“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信息数据库”是学生获得各项资助或申请勤工助

学岗位的重要依据。

流程
认定对象

（一）2021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二）因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需要申请或调整困

难等级的在校老生。

申请流程

（一）材料准备&个人申请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采用线上提交的方

式，学生的相关信息已与本校学生基本信息自动关联。

同学们务必按时在系统里一次性如实逐项详细填写（系

统中必填项不完整会一直提示至填写完整方可保存、提

交），提交前认真核实表格信息，并确认选择提交的老

师为学院指定的审核老师。线上提交表格后在学生事务

中心可以看到审批进程和结果。

确实无法在网上提交的同学可到武汉大学学生资助

管理网上自行下载 《武汉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

请表》（下载网址：http://zzgl.whu.edu.cn/web/-

FileList.asp?FileClassId=61），提交纸质版表格请老

师帮忙录入。

材料详尽是获批的重要保障。认定申请表中不能综

合反映自己家庭情经济情况的同学可提供相应的支撑材

料作为附件，如低保证、残疾证、贫扶手册、重大疾病

诊断报告等。

具体流程：

1.登录武汉大学信息门户网站（http://e-

hall.whu.edu.cn/new/index.html）

2.在中间的“本科生业务直通车”栏目中找到“学

生事务中心”，或者点击页面左边的“可用应用——学

工——学生事务中心”。

3.进入“学生事务中心”后点击工作台图标—-点

击“我是学生”—-点击“困难生认定申请”进行填写。

（二）审核&公示

首先，班级民主评议小组对本班提出认定申请的学

生进行民主评议。其次，各院系及时受理学生的申请，

并通过一对一谈话、日常表现、家庭电话访谈等方式收

集相关信息，充分了解学生家庭的致贫原因。学院认定

工作组根据学生所提交的认定申请表以及相关的支撑材

料，结合谈话情况认真进行评议，确定本年级（或专业

、班级）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报本学院资助工作领

导小组审核。

9月20日左右，各院系会将认定的结果以适当的方

式在适当的范围内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时不会涉及学

生个人的敏感信息和隐私，在公示期结束后，各院系会

及时地向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报送本院系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名单以及相关材料。

（三）学校认定

在9月20日前，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复核各

院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材料和评定结果，建

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数据库。



【世说心语】 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卢梭36

Centre 信息小站

简介
国家（校园地）助学贷款是国家进行一定财政贴息

的政策性商业贷款，以帮助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

住宿费。校园地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是中国银行，学生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进行线上

申请，学生入学报到后，学校也会统一组织办理校园地

贷款申请手续。新生可以一次性按学制申请贷款总金额

。申请了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不得再次向学校申

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申请对象
1.2021级新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学校做到“

应贷尽贷”；2.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生。

申请材料
1.学生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注意有效期）

2.学生证（非入学首年申请）或新生录取通知书；

3.经学生本人填写并签字确认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申请表》（该表格请登录武汉大学学生资助管理

http://zzgl.whu.edu.cn/下载、填写），特别强调：《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中个人承诺处和签名处

都是需要手动填写和手写签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申请表》填写好打印后、上传；

4.如果借款人为未成年人（18岁以下），须提供法

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的声明；

5.中国银行借记卡正面。

申请流程
    申新贷申请采用线上申请方式。新生可以扫描中国

银行手机银行二维码，下载安装中国银行APP，自助注册

，登录后点击“贷款”，选择“国家助学贷款”，申请

贷款。学生需要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完成申请，需拍

照、上传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线上签署贷款合同。

1.提出申请：新贷申请采用线上申请方式，申请材

料审核通过后，线上签署贷款合同，无需填写纸质贷款

合同和借据。

2.线上审核，签订合同：贷款银行通过线上对申请

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线上签署贷款合同。

3.发放贷款：学费和住宿费贷款按学年发放，直接

划入学校账户上。

4.还款确认：每年毕业离校60日前，学校会组织借

款学生与经办银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

注意事项
1. 贷款申请额度仅限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本专科生

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

过12000元；

2. 国家助学贷款实行的是一次申请、一次授信、分

期发放的管理方式；

3. 国家助学贷款期限长、学制剩余年限加15 年、最

长不超过22年；

4. 毕业后开始自己还款，毕业后5年内只需还利息，

无需还本金，还款压力小；

5. 贷款利率低，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率（LPR)

减30个基点；

6. 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毕

业后的利息由其本人全额支付。毕业后若继续攻读学位

仍由中央财政继续贴息，无需自行还款。

Volume 3

校园地助学贷款



【世说心语】 快乐可遇不可求。不经意的火花往往就能点燃我们人生的焰火。

——塞缪尔·约翰逊 37

Volume 4

生源地助学贷款
简介

生源地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向符合

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生

和全日制研究生，在学生入学前向户籍所在县

（市、区） 申请办理的助学贷款。

申请流程

申请贷款

向所属县（市、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

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当地学生资助部门受理并

审核材料。最终由国家开发银行审核通过。

签订合同

在当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签订贷款合同。

学校受理

学生到校报到后需将生源地贷款受理证明

单交校学生资助中心进行网上确认。

贷款的发放与支付

根据合同约定，国家开发银行将在合同约

定日期发放贷款，并将贷款汇至借款学生所在

高校指定账户。

在校生续贷

在校生续贷需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

系统进行网上续贷申请。

确认还款

学生毕业前，学校组织学生办理生源地贷

款还款确认手续。

注意事项

1.贷款额度为全日制本科生每人每学年最

高不超过8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学年最

高不超过12000元。原则上用于学生在校期间的

学费和住宿费。

2.利率执行贷款发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在校期间，利息由财

政全额贴息，学生毕业后贷款利息由借款人自

行承担。

3.借款期限严格按照与国家开发银行签定

的贷款合同执行。如遇国家有新政策发布，请

详询当地资助中心。

Centre 信息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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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设有多种奖学金，包括新生奖学金、

优秀学生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以及各种专项奖学金，以奖励优秀学生。

新生奖学金

奖励录取到我校的优秀全日制普通本科新

生，根据学生高考成绩和表现评定，设有校长

特别奖、优秀新生奖两项，优秀新生奖分甲、

乙两个等次。

A.校长特别奖

用于奖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

高考成绩特别优秀、在本省同科类考生中名列

前茅的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物理学、

化学、生物学、信息学（计算机）奥林匹克竞

赛总决赛获得金奖的学生。获奖新生免交本科

学习期间的全部学费。

B.优秀新生奖

奖励各省录取的新生中比前一年更为优秀

的学生，其中： 

甲等奖学金用于奖励我校录取的各省新生

中比前一年同省第5%的新生位次值更为靠前的

学生，奖励金额为每人人民币5000元。 

乙等奖学金用于奖励我校录取的各省新生

中比前一年同省第10%的新生位次值更为靠前的

学生，奖励金额为每人人民币2000元。

优秀学生奖学金

由学校设立的用于鼓励德、智、体、美诸

方面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品

学兼优的本科学生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分

为甲、乙、丙三个等次，奖金分别为每人每年

人民币3000元、2000元、1000元。

国家奖学金

中央政府出资设立，奖励特别优秀的学生, 

每生每年8000元。

国家励志奖学金

中央政府出资设立，奖励品学兼优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 每生每年5000元。

专项奖学金

专项奖学金是由社会各界在我校捐资设立

的用于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学生的奖学金，包

括纪念奖学金、校友奖学金、企业奖学金、个

人奖学金和其他奖学金。

【世说心语】 如果你不断地追寻幸福包含着什么，你将永远不会感到幸福；如果你追寻生活的意义，你

也无法享受生活。                                                                                                         ——加缪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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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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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学校认定后，可以申

请助学金。助学金是无偿资助学习刻苦、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形式。

目前，学校已设立了国家助学金、学校助

学金和社会助学金共30多项，每年有六千多名

经济困难学生获助。在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

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

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原则上获得助学金

的项目不得超过两项。

国家助学金
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用于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在校学生的助学金。国

家助学金按学年评审，每年9-11 月集中进行申

请和评审。

学校助学金
为落实国家精准资助政策，学校设立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精准资助项目、临时困

难补助及特殊专项资助等项目。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学生精准资助项目是针对已在校建

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本科学生发放的专项资助。

社会助学金
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在我校捐赠

设立的，专门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的专项助

学金。根据资助方的要求进行资助学生的选拔

和相关资金发放。

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已成功申请

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6.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公益活动。

申请评审流程

1.符合各类助学金申请条件的学生可向学

院（系）提出申请，并填写相关表格，详细说

明申请理由。 

2.各院系助学金评审小组负责评审，提出

获得助学金初选名单，公示无异议后，将材料

汇总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3.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院系初选学生

进行审核，报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核定后， 

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其中国家助学金在学

校公示无异议后，需报中央主管部门备案。

同学们可登录武汉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网站，及时了解相关资助信息。

【世说心语】 没有一项真理适用于所有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定义自己的人生。

——阿娜伊斯·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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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通道
概况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

学费和住宿费，可在开学报到期间，通过高校

开设的“绿色通道”先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

，高校资助部门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开展困难认

定，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

我校每年在新生报到之际在四个学部均开

通了“绿色通道”的现场办理。

办理流程

新生所在院系迎新接待点

（绿色通道办理点）

准备材料：

1）新生《录取通知书》；

2）填写《2021年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绿色

通道”审批表》，在院系新生报到处审核、盖

章。

绿色通道接待处

持院系负责人审核签字后的《2021年家庭

经济困难新生“绿色通道”审批表》到校绿色

通道接待处审批、盖章，办理成功，顺利入学

。

相关资助工作

1）在“绿色通道”办理点经过审核后，成

功办理“绿色通道”手续的困难新生都可缓交

学费，同时可收到一张来自校友会的寓意着“

每天一点爱”的含有365元的“微爱珞珈”卡。

2）对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资助管

理中心会给予每人600—800元的特别资助，用

以补助入校第一个月的生活费。 

注意事项

办理了“生源地贷款”的新生因入学报到

时款项未到账且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的

，仍可以办理“绿色通道”。程序同上。“生

源地贷款”回执单交给所在院系，入学报到时

由院系收齐后交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写在后面

“绿色通道”只是武汉大学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入学后获得资助的一个序幕。新生入学后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还将根据新生的家庭经济

情况和需求进行贫困生入库认定，为在库学生

提供各种助学金、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

学岗位等资助机会与途径，覆盖每一名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帮助减轻学费、住宿费、生活费

等经济负担，并在受资助的过程中丰富学生的

阅历、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

【世说心语】 一个人如果不能忍受长时间看不见海岸的痛苦，那他永远也发现不了新大陆。

——纪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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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助学
简介

2021年，武汉大学共设立了1290个固定勤

工助学岗位，包括各机关与直属单位870个岗位

和各院系420个岗位。此外，学校根据实际情况

，设置临时勤工助学岗位。

为激励更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参加

校内勤工助学，学校争取到湖北省教育基金会

在武汉大学设立“助勤帮困”资助项目，用于

补贴表现突出的校内勤工助学学生。

申请条件

（1）原则上要求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

息档案数据库”内的学生；

（2）学有余力，不因为参加勤工助学工作

而耽误学习；

（3）符合招聘单位的具体要求，如空闲时

间、专业能力、工作态度等。

招聘时间

勤工助学岗位一般在学期初始和学期结束

时统一发布和招聘。此外，学生资助管理网不

定期发布校内勤工助学岗位需求。

信息发布渠道
 

 武汉大学学生资助管理网（官网）第一时

间发布招聘信息。

武大勤工助学（官方微信公众号）、2021

武大资助信息本科新生群（QQ群：312231861,

二维码如下）、用工单位的信息平台会同步转

发。

【世说心语】 悲伤只需其自身就足够了，然而要获取一件乐事的充分价值，你就必须与人分享。

——马克·吐温 41



【世说心语】 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小世界，比外面我见过的任何世界都好。

——路易丝·内维尔森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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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自强社是经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

会批准成立的校级学生社团,接受校团委的监督

和指导,在武汉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指导下

开展相关社团活动，同时协助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宣传

和教育。

自强社现设有秘书处、勤工助学部、助学

与实践部、宣传部、技术部等。定期开展骨干

培训会、“自强之星”评选、资助征文评选、

勤工助学管理、社会实践申报和教育帮扶项目

等活动。

曾获“武汉大学十佳社团”、“武昌区优

秀志愿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团体”

称号、中国扶贫基金会“2018年度优秀自强社

”奖、芙蓉学子最佳团队奖等。

社团团建活动

第四届“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表彰会现场

“微爱图书桥”教育帮扶项目

第六届“自强之星”风采展示会合影

Volum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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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ion 珞珈印象

【世说心语】毕竟，每一个开篇都只是前后文当中的一环，那写满故事的书本，其实早已读过一半。

——辛波丝卡44

牌坊

尽头还有一首《珞珈赋》呢！

卓尔体育馆

 

万林艺术博物馆

武大之美，在自然；

武大之盛，在人文。

在这里待得越久，

就越能体会到这二者的精巧融合。

春之灵动，夏之繁盛，秋之澄明，冬之空灵。

你与武大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武大最美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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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心语】 我们总是想得太多，感受得太少。

——伯特兰·罗素 45

樱花大道

樱顶
 

老图
 

行政楼

人文馆

奥场



Impression 珞珈印象

【世说心语】 做人生的主角，而不是受害者。

——诺拉·埃夫隆46

梅园小操场

勤人坡

 

鉴湖

 

东湖

鲲鹏广场

蝶楼&雅各楼&理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