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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坚持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指导、做好高校资助制度的优化与管理、以及加强高校辅
导员资助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前提下，
“纵向多元化”资助育人工作体系的具体工作思路是坚持能
力提升与经济资助相结合的资助理念、强调纵向多元化的资助育人方式、注重受助学生的主体参与，
使资助育人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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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 Diversifi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unding Education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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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Marx’s all-round development, optimizing and
managing the college fund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ms supported by college counselors, the specific working ideas of the "vertical diversification" subsidizing and
educating work system are to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subsidizing the combination of capacity enhancement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it emphasizes vertically diversified funding and education methods,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assisted students to make subsidizing and educating effects maxim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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