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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关爱贫困生 家访送温暖”
寒假家访活动总结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把党和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关怀落实落细，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度过一个温暖

祥和的寒假和春节，实现资助帮扶工作的精准性，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管理学院根据学校党委安排，

结合学生实际，在寒假期间开展 2018-2019 学年“关爱贫困生

家访送温暖”活动，现将活动总结如下。

从 1 月 21 日开始，由管理学院院长姚敏带队一行 3 人先

后赴红河州、玉溪市、曲靖市相关县区看望慰问经济困难学

生，为学生家庭送上了节日慰问金和慰问品。在慰问期间，

家访组细心观察学生的家庭生活条件，与学生及家长进行亲

切交流，仔细了解家庭经济情况，询问同学在校期间的学习

和生活，叮嘱同学们要克服困难，自立自强，勇于拼搏，努

力学习，力争成才，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和社会的恩情，

并承诺学院将做好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解

决学生的后顾之忧。

送温暖及家访活动让学生和家长十分感动。有的学生家

长激动地说，孩子在校期间就受到了领导和老师们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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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怀和关照，没想到学校领导、老师在百忙之中到家中慰

问，给了家庭莫大的鼓励。“学校严格的管理、严谨的治学、

扎实的育人、全面的资助都让自己感觉孩子入校以来的变化，

期盼孩子完成学业，成人成才”，家长表示，“孩子在滇西应

用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求学读书，我们非常满意，十分放心，

谢谢学院的挂念，我们一定在党的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努力

战胜眼前的困难，让生活逐步好起来”。受访学生也纷纷表示，

要牢记学院领导嘱托，常怀感恩之心，积极上进，勤奋学习，

不辜负学校、学院和家长的期望，以优异成绩回报党、国家、

学校、家庭的培养和关爱。

通过本次家访活动，学院进一步了解了学生的家庭情况，

也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了学生在校情况，搭建了学校和家庭

之间联动教育平台，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往

后，学院将继续以到家走访、电话以及新媒体等方式对其他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业困难学生、心理问题学生等不同学

生群体进行家访，把物质帮扶与精神关怀相结合，把家访活

动与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家访活动与学生的日

常教育结合起来，构建起家访活动的长效机制。

附件：家访情况记录表

管理学院

2019 年 1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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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李纪龙同学家访情况记录表

学生姓名 李纪龙 就读班级 健康服务与管理班

学生在校表现：

学生在校表现优异，特别懂礼仪和礼貌。在学院担任办公

室助理一职广受学生和老师的好评，有播音主持方面的特长。

存在的不足是数学成绩不是很理想，数学学科的学习还需加

强。

家访时间 1 月 22 日 家访形式 到家交流

家访了解到的情况：

了解到瑶山乡是民族“直过区”、边疆地区、山区、少数

民族、贫困五位一体的民族聚居乡。目前还以寨子聚居，世

代居于此的瑶族群众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

主义社会，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李纪龙同学的父亲生前

是瑶山乡卫生院的 1 名医生，贷款在乡镇上建了房子，好不

容易从寨子中搬下来，眼看还差 5 万元的债务还清就能过上

好一点的日子。但不幸降临到了家里，父亲在出诊途中得脑

梗不幸去世，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面对突如其来的

变故，母亲怀抱 1 岁多的妹妹，整日以泪洗面。整个家访过

程母亲都泣不成声，唯有翻越几座山到达家中的大伯和三叔

才能抑制住悲伤和我们交流家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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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学校、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家长希望学校在今后的生活中给予孩子相应的帮助，同时

关注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在成长方

面，家长希望孩子在校期间老师能给予更严厉的管束，使其

全身心投入学习，希望孩子毕业后能找到一份稳定的与健康

管理相关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为家庭分忧解难。

家访体会：（包括家访的感悟，以后的工作计划，给学院

和学校的意见建议）

李纪龙同学的家访让学院领导老师能及时掌握学生家庭

的变故，第一时间将慰问带到家中。给家长以安慰的同时让

家长安心和放心。最重要的是及时掌握情况后能在同学今后

的培养教育上有针对性的制定方案，帮助其解决困难。在以

后的工作中一方面要跟踪同学的情绪变化，帮助他尽快从悲

伤中走出来，同时督促其补短板，做到各学科协调发展。另

一方面在今后的工作中尽可能的为其争取学校和学院层面的

资助，帮助其完成学业，同时在就业方面着重培养其专业技

术能力，使其如愿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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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郑金瑛同学家访情况记录表

学生姓名 郑金瑛 就读班级 市场营销班

学生在校表现：

学生在校表现优秀，在主持和礼仪方面都有特长。学习成

绩中等偏上，比起入学成绩有显著提高。存在的不足是，自

信心不强，比较内向。

家访时间 1 月 23 日 家访形式 到家交流

家访了解到的情况：

郑金瑛同学家住红河州石屏县宝秀镇郑营村，家中父母

都在外打工，平时家中由爷爷、奶奶照看。家中自己和妹妹

同时上大学一年级，家庭条件一般。由于妹妹比自己成绩好，

报考的大学也好一些，加之自己补习了一年，平时表现得有

些不够自信。但是该同学很热爱学习，村里也有图书馆，学

习环境很好，假期间和妹妹会经常到图书馆中学习，相互进

步。

家长对学校、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家长希望学校能够全方位的培养孩子，让她在掌握科学文

化知识的同时掌握各方面的技能，最终希望孩子在学校快乐

成长，走出校门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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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体会：（包括家访的感悟，以后的工作计划，给学院

和学校的意见建议）

郑金瑛同学的家访过程氛围很轻松，虽然家庭情况很一

般但家庭成员都很乐观。郑营村属于贫困村，农民收入主要

以种植业（杨梅、柑桔），养殖业（螃蟹）为主，但是文化底

蕴特别深厚，可以用震撼来形容。该村村民的居住房屋，都

是清一色的坐南朝北的木结构青瓦铺顶四合院，全村有 403

座大多属于明清时代的古代民居建筑，建筑装饰艺术以木雕

最为丰富，雕刻、书画均展示了中国文化的较高水平，许多

还载入了我国艺术和民族的建筑史册。该村的古建筑民居，

是我省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到民国年间的园林式村

落。全村建有文化活动室 2 个、图书室 2 个、业余文娱宣传

队 4 个，极大的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与其他农村的

娱乐方式不同，该村民的娱乐方式是到图书馆看书。郑金瑛

同学给我们叙述她很庆幸能生活在这样的村子里，尽管父母

外出打工，但自己还有妹妹和爷爷、奶奶的陪伴很是幸福。

假期间有空就会到图书馆看看书，距离家很近，平时村里的

图书馆由婶婶照看，看书更方便。

通过这次家访，学院和家长对该同学都很放心，在今后的

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学生自信心的培养，使其能更优秀的成

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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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以欣同学家访情况记录表

学生姓名 常以欣 就读班级 物流管理班

学生在校表现：

常以欣同学在校表现很优秀，表现得很独立。兴趣爱好很

广泛，学习成绩进步非常大，生活上特别懂事。

家访时间 1 月 23 日 家访形式 到家交流

家访了解到的情况：

家访了解到常以欣家属于农转非情况，父亲是驾校的教

练，母亲在珠宝店做销售员，奶奶在家，先前家中有患癌症

的爷爷，需要支付昂贵的医药费，现在过世了，家庭经济状

况已有所好转。从小父母就注意培养该同学的独立能力，因

此她生活和学习方面都表现得很独立，不怎么需要家里操心。

唯一的不足是从小自尊心很强，抗挫折能力低。

家长对学校、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家长希望学校在培养过程中，注意该学生的抗挫折能力方

面的培养，由于该同学自尊心很强，希望老师在批评教育上

用适当的方式保护同学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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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体会：（包括家访的感悟，以后的工作计划，给学院

和学校的意见建议）

经过和家长的交流，家校双方都很认可同学的表现。在交

谈中发现父亲特别不放心的是怕孩子自尊心太强，在外面受

苦，或是有委屈不会倾诉。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加强与常以

欣同学的交流，尽量做到和她做朋友，使她能放心的吐露心

声，打开心门，快乐的学习，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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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王晓娇同学家访情况记录表

学生姓名 王晓娇 就读班级 健康服务与管理班

学生在校表现：

王晓娇同学在学校表现特别活泼，善于交流。在学校面包

店里打工，学习成绩中等偏上。存在的不足是粗心大意，做

事不够认真，言谈举止方面有些粗犷。

家访时间 1 月 24 号 家访形式 到家交流

家访了解到的情况：

王晓娇家住易门县龙泉街道办事处小山凹村 62 号，家中

有正在读高一的弟弟，瘫痪的爷爷（11 月份过世），父亲和

母亲靠外出打临工挣钱，家庭条件十分困难。家中房屋为破

旧的土木结构，居住环境很艰苦。弟弟每周上学和放学的 50

元左右车费，在家中看来已经是不小的负担。王晓娇高中毕

业的假期就出去打工补贴家用，大学期间又在面包店打工补

贴生活费。该同学性格比较坚强，面对沉重的生活负担并没

有气馁，而是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

家长对学校、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家长唯一的希望是王晓娇同学好好读书，毕业了找个好工

作，摆脱现在的贫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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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体会：（包括家访的感悟，以后的工作计划，给学院

和学校的意见建议）

此次家访，让领导和老师全面的了解了该同学的经济状

况。在得知她在学校面包店打工一个月工资 300 元，且工作

时间很长的情况下。学院领导建议专业课开设之后一定要协

调好打工和学习的关系。在今后的工作中，学院这边在助学

金和勤工助学岗位设置方面会充分考虑该生的情况。同时在

该生的培养上充分挖掘她的优点，注重培养她认真细致的学

习习惯，并加强对其礼仪方面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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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赵江涛同学家访情况记录表

学生姓名 赵江涛 就读班级 市场营销班

学生在校表现：

赵江涛在学校表现优秀，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积极参加

学校的各项活动，并在学校的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突出的成

绩。在校期间勤劳节俭，与同学相处融洽。

家访时间 1 月 24 日 家访形式 到家交流

家访了解到的情况：

赵江涛同学家住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独木村委会禾草比

村，属于建档立卡户，弟弟患先天性肌肉萎缩，奶奶双目失

明。为了给弟弟做治疗，全家人搬到市医院旁边一个廉价的

房子里，房屋租金每年 300 元，阴暗潮湿，空间狭小，全家

五口人都挤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由于母亲需要照顾奶奶和

弟弟，无法抽身，全家只有靠父亲打零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

计。父母都不识字，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但是很乐观。

所以，尽管生活环境很艰苦，赵江涛同学却很乐观。他告诉

我们上学期助学贷款和助学金加在一起他没向家里要过一分

钱，还省下 4000 元钱寄回了家里，给弟弟看病。他说自己在

学校要好好读书，过年回家就可以安心照顾弟弟，他回家弟

弟最开心了，病情都会好一些，毕竟他只大弟弟 2 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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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语言。

家长对学校、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由于家长没读过书，所以也不知道需要提什么意见。不过

赵江涛妈妈的几句朴实的话语却一直深深打动着我。“真是想

不到领导和老师大老远地上门家访，太感动了！谢谢学校领

导的关心，孩子能在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学习家里都

很放心。从入学后，学校对孩子从经济上和生活上给予很多

帮助，一直帮助他解决困难、树立信心，使家庭看到了希望，

很感谢学校和老师们。我只希望孩子能在学校里开心的成长，

不让老师操心。”多么朴实的话语，却饱含了一份沉甸甸的寄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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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体会：（包括家访的感悟，以后的工作计划，给学院

和学校的意见建议）

此次赵江涛同学的家访，每一位老师的内心都是沉甸甸

的，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同学的教育，而是一个家庭的寄托，

一个家庭的希望。今后的教育要怎样做，要怎样才能不负这

份寄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学院和老

师们唯有尽最大的力量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努力培养他的

理论和实践能力，让其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才能不负全家

人的寄托。针对赵江涛同学的家访具体情况，在此建议学校

和各学院对特殊困难学生进行实地的家访工作。毕竟有些家

庭情况写在调查表中的只是草草的几句话语，实地家访看到

的才是活生生的现状，和直击心灵的场景。只有看到这些，

才能在老师们的心中留下烙印，才能时刻提醒我们，特别要

在学生资助工作精准资助上下功夫。因为学生资助终将与每

个家庭一路温暖相伴，必须下足绣花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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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恭志云同学家访情况记录表

学生姓名 恭志云 就读班级 物流管理班

学生在校表现：

恭志云同学在校表现突出，乐于助人，成绩优异、生活

节俭。在勤工助学岗位担任辅导员助理，深受同学和老师的

好评。

家访时间 1 月 24 日 家访形式 到家交流

家访了解到的情况：

恭志云同学家住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办事处新发村委

会恭家桥，家中田地集体出租，每年有 8500 元的租金，家中

父母年纪都大了，姐姐远嫁帮不上忙，父亲不识字，出不了

门，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母亲外出打工维持生计，但由于

年迈，生活压力大，很少顾及孩子的教育，也很少和孩子沟

通。平时父母外出打临时工，恭志云同学负责在家里洗衣服

做饭等，也很少与家长交流，导致父母不够了解孩子，幸好

该同学性格外向，乐于与同学和老师交流，作为辅导员助理，

会经常和辅导员交流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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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学校、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的健康成长很欣慰，认为孩子在学校

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希望学校今后也能多组织各种活动，

让孩子们能从活动中得到锻炼，培养孩子活泼开朗的性格。

家访体会：（包括家访的感悟，以后的工作计划，给学院

和学校的意见建议）

经过与家长的交谈，发现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情况了解甚

少，尽管都很爱孩子，但是缺乏交流。在家长眼中孩子是胆

小内向的人，其实恭志云同学在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同学。

在今后的工作中，老师不但要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同时

要教育同学多和父母联系，分享自己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情

况，这样一来家长才能更放心将孩子交给老师和学校，才能

有助于学校和家庭共同更好的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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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张慧同学家访情况记录表

学生姓名 张慧 就读班级 物流管理班

学生在校表现：

张慧同学在校表现突出，乐于助人，成绩优异生活节俭。

在勤工助学岗位担任辅导员助理，深受同学和老师的好评。

家访时间 1 月 25 日 家访形式 到家交流

家访了解到的情况：

张慧同学家住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办事处余家圩村，

家中田地集体出租，每年有 8500 元的租金，家中父母靠外出

打工维持生计。幸亏家中姐姐已经成家，担负起家庭重担。

张慧同学假期间会到市里打工，一方面锻炼自己的能力，另

一方面补贴家用。由于家中姐姐没读大学，家中对张慧同学

寄予厚望，希望她能好好读书，找一份好工作，走出农村。

家长对学校、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家长表示一定积极支持学校和老师的工作，配合老师共同

管理好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也希望学校能继续严格管理，狠

抓孩子学习，让孩子全面发展，毕业后找到理想的工作。



- 17 -

家访体会：（包括家访的感悟，以后的工作计划，给学院

和学校的意见建议）

此次与张慧同学家长的交谈非常融洽，家长对我们此次家

访颇为感动，对于学院的人才培养理念也很认同，表示会积

极配合学院落实学生的培养方案。在今后的工作中，对于张

慧同学，需要保持与其家长的紧密联系与沟通，通过家校联

合的方式，更好的使其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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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赵建培同学家访情况记录表

学生姓名 赵建培 就读班级 健康服务与管理班

学生在校表现：

该生在校表现优异，担任班长期间，受到学生和老师的一

致好评。在校期间担任科研助理，表现积极。存在的不足是

做事过于自信，无法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

家访时间 1 月 25 日 家访形式 到家交流

家访了解到的情况：

赵建陪同学家住寻甸县甸沙乡兴隆村委会小冲冲村 17

号，地属高寒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加之遭受泥石流自然灾

害被迫搬迁，导致家庭特别贫困。家中有正在就读初三的弟

弟，以及年迈的父母，仅靠在贫瘠的山地上种植小麦和玉米

维持生计。由于家中经济负担过于承重，该同学的挣钱愿望

特别强烈，在校期间多次想外出做兼职补贴家用，最终被辅

导员说服，并介绍做了科研助理。据家长介绍该同学从小就

有经济头脑，但是缺乏条件，同时做事不够踏实，不能长期

坚持。此次家访发现赵建培同学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做兼职

方法：小冲冲村属泥石流搬迁山村，交通十分蔽塞，村里孩

子平时上学都需要翻过几座山到镇上，更别提假期间上补习

班了。该同学看到这样的现状，加之自己原本也计划在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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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给弟弟补习功课。故特意向村长申请了村里的会议室作

为临时校舍，开设了寒假补习班，自己号召村里的 2 名大学

生给孩子们补习功课，指导寒假作业。他说：“寒假期间孩子

们都闲着，不是打游戏就是到处惹事，还不如将其召集起来

辅导假期作业也是好事。这样一方面每人每小时收取 4 元钱

的补习费可以积攒起来用于下学期考驾照用，另一方面可以

督促孩子们多学点知识。现在整个村子只有 2-3 名大学生，

以后希望村子里能走出更多的大学生来改变小冲冲村的面

貌。他还骄傲的告诉我们：“他准备引进山外面的农作物品种

到家里尝试种植，成功以后在村里推广，让大家一起挣钱。

就在今年他将其他村的豆子种子带回家里尝试播种，已经略

有成效。”听了同学和家长的介绍，实地参观了临时培训校舍

和豆子尝试种植情况，感觉还真有那么回事。希望赵建培同

学坚持将这两件事情做下去，为小冲冲村带来些许的改变。

家长对学校、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家长对于赵建培同学的学习和生活很放心，所担心的是家

庭经济状况会给孩子带来过多的压力。使孩子将过多的精力

用于思考如何挣钱上，从而耽误了学业。希望学校和老师对

孩子严加管教，让其心思花在学习上，毕业后能有一个好的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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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体会：（包括家访的感悟，以后的工作计划，给学院

和学校的意见建议）

赵建培同学的家访，让领导和老师们眼前一亮，觉得该同

学很有想法。特别是他开设培训班的想法，极大的鼓舞了小

孩读书的积极性，能培养他们学习的习惯。在以后的工作中

正面引导，积极促进该同学发挥思考问题的主观能动性的同

时，要时刻留意他的学习和思想动态，为其成长把控方向。

该同学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同学，但毕竟年龄还小，一定要

时刻把握他的成长轨迹。对于积极的想法支持鼓励，对于过

激的行为及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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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张四凯同学家访情况记录表

学生姓名 张四凯 就读班级 物流管理班

学生在校表现：

该生在校表现一般，不会主动参加集体活动。由于家庭经

济困难有自卑倾向。学习成绩中等，外语成绩不理想。

家访时间 1 月 26 日 家访形式 到家交流

家访了解到的情况：

张四凯同学家住红河州弥勒市五山乡牛平村委会拉里白

村。家庭贫困，父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干重活，由在

外打工的哥哥照看，家中主要靠母亲外出打零工维持生计。

家访过程中只有父亲和年迈的奶奶在家，父亲和奶奶耳朵都

不好使，所以基本无法交谈。由于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

张四凯同学特别的内向，不善于交谈，也基本不懂社交方面

的礼仪。整个家访过程很难进行，不过父亲和奶奶对领导和

老师们的到来都表示很感谢。

家长对学校、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由于家中父母没受过教育，对孩子基本是放养的教育方

式，对孩子在校学习很放心，没能提出意见或是建议。只希

望张四凯同学能在学校好好学习，毕业后找一份理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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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体会：（包括家访的感悟，以后的工作计划，给学院

和学校的意见建议）

本次家访面对张四凯同学的家庭情况很是感慨，从家访中

找到了该同学在学校表现的直接原因。在家中该同学几乎不

怎么与父亲交流，母亲和哥哥又常年外出打工，所以慢慢形

成了该同学比较封闭的性格，不善于言谈。在交流中问及该

同学面临如此的家庭条件是否有申请过勤工助学岗位来补贴

家用时。该同学的回答是：“没有申请过，勤工助学岗位都很

有限，自己觉得不会有希望，就没去申请了。 ”面对这样的

回答老师们很是担心，如此自卑的性格，如何才能担负起家

庭的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与张四凯同学的交流，

让其打开心扉，帮助其树立自信心。学院在给予其物质帮助

的同时，一定要给予其精神帮助，只有激发出他的主观能动

性，才能帮助他真正的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