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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求捐“一杯奶茶钱”引争议
近日，西北大学官方微博

发出的一则募捐倡议
引发网友热议。

今年 ， 西北大学迎来建校
119 周年。 该校校友总会号召校
友 、老师及学生 ，每月捐出一杯
奶茶或一杯豆浆的钱，支持母校
发展。

倡议发出后，引来网友调侃
西北大学是“中国最穷 211”。

10 月 18 日 ，西北大学工作
人员回应称 ， 校友捐赠是大学
经费的来源之一 ， 很多大学都
有这种渠道 。 “我们是在法律框
架下进行的 ， 钱款的使用都会
公示 。 ”

募捐“一杯奶茶的钱”

10 月 14 日， 西北大学官方
微博发布一则捐赠倡议。 该校校
友总会对校友、老师及在校学生
发出号召：在每月的 6～9 日将一
杯奶茶（11.9 元） 或一杯豆浆
（1.19 元） 的钱节省下来支持母
校发展建设，或者也可捐赠任意
金额，并在文字下方配有捐赠二
维码图片。

倡议发出后， 引来不少围
观。 对此，有网友表示“大为震
惊”，并写道“不是说缺一杯奶茶
钱豆浆钱……倡议捐钱是长久
之计吗”。 也有人认为，“虽然我
也捐了， 希望学校也越来越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多多少少
有点……”

其中也不乏网友调侃，“捐了，
不要让我没学上”“俺们是真的朴”

“中国最穷 211，心酸，泪目”。
多的留言则是为西北大学

“哭穷”：“在校到毕业， 感觉西大
一直挺大方。这次虽说是倡议，但
这样伸手，看来真的缺钱了吧，救
救西大”“太惨了太惨了……”

撞名美国著名的西北大学，
我国西北大学尽管实力不凡，却
显得“不太知名”。 实际上，拥有
119 年历史的西北大学是我国西
北地区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高
等学府。

官方简介显示，西北大学现
为首批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国家“211 工程”建设院
校、教育部与陕西省共建高校。

在 2017 年的第四轮学科评
估中， 该校有 2 个学科进入 A
类，16 个学科进入前 30%， 学科
整体实力和水平较第三轮学科
评估有了较大提升。 地球科学、
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学、临床医
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等学科还进
入 ESI 全球前 1%行列。

中国“最穷”211？

由校友总会发起的一项募
捐活动也许不代表西北大学校
方试图以这种方式获得“大力支
持”。 但这并不妨碍网友们“借题
发挥”，为西北大学“实惨”的经
费现状而卖力“哭穷”。

当前，陕西省共有 8 所“双
一流”高校，其中 3 所“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即西安交通大学、西
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5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即
西北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第四
军医大学。

西北大学则是 8 所中唯一
一所省属高校，这成为影响其经
费来源的重要因素。

同在陕西的教育部直属高校
西交大、 工信部直属高校西工大
的 2021 年经费预算已跻身百亿。
其他 4 所陕西部属“双一流”———
西电、西农、长大、陕师大的预算
总经费分别为 51.78 亿元、45.55
亿元、35.71亿元、31.87亿元。

作为陕西省属高校，西北大
学的预算经费为 14.18 亿元，和
上面几所高校相去甚远。 而这一
数字已相较去年增加了 5.73 亿，
增长百分比高达 67.8%。

在东西部之间、西部区域省
份内的高校经费差距更加明显。

2021年， 同样位于西部的四
川省 10 所地方高校预算收入均
超过 10亿元。再以省属头部高校

为例，苏州大学预算收入 32.84亿
元，成都大学为 24.3亿元。

经费捉襟见肘，西北大学产
出却不低。

据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透
露，该校投入产出比位居全国高
校前列。 西北大学办学经费投入
位列 95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
下游，高层次人才引育成效和科
研产出则分列第 8 和第 24 位。

西北大学官微在一篇题为
《西北大学 2020 年十大新闻》的
文章披露，2020年，该校获批国家
级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 41 项，
其中重大重点项目 8 项； 教育部
人文社科项目 20 项；获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135 项， 其中重大重

点项目 6项， 获批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 8 项； 科研到款经费
3.58 亿元， 其中理工类纵向项目
到款 2.26亿元，创历史新高。

2021 年 8 月，西北大学公布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结果。 在申报的各类项目
579 项， 共有 144 项项目获得资
助，获批直接经费 6944 万元，项
目资助率 24.87%，超过基金委平
均资助率 8 个百分点。 获批项目
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9.92%。

高校校友“高额”捐赠

那么，西北大学校友总会发
出的募捐是否真的显“寒酸”？

其实，我国其他高校校友会
也曾发出类似的倡议，数额也并
不高。

比如，北京大学校友会今年
7 月对该校 2021 届毕业生发起
的倡议以支持北大的一项公益
种子计划，倡议捐赠额从 1.23 元
起、或捐赠 123 元，可获得相应捐
赠纪念品。

复旦大学则会在每年建校周
年纪念日发起年度捐赠。 以 2021
年为例，复旦建校 116 年，该校校
友会倡导以 116 元的倍数进行
（116，232，348……以此类推），所
有捐赠将注入复旦大学校友基
金，以支持复旦大学发展。

西北大学校友总会发起的
小额募捐倡议之所以引发关注，
还源于公众对高校获“高额”捐
赠的期待之间的“巨大落差”。

每逢各大高校校庆之时，有
关各校校友大手笔捐赠的报道
层出不穷。

仅在近段时间就有如下报道：
10 月 16 日， 在南开大学建

校 102 周年、南开化学学科创建
100 周年之际， 南开大学化学系
校友赵国锋、阚颖、郑保富共同
支持 1.6 亿元， 发起设立南开大
学化学学科发展基金。

同日，湖北大学举行建校 90
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广大师生
校友及社会爱心人士纷纷向学
校捐资助学，截至目前共签订 70
余个捐赠项目，签约捐赠总金额
已超过 1 亿元。

10 月 13 日， 华东师范大学
迎来建校七十周年华诞之际，紫
江集团捐资 1 亿元，设立专项建
设基金。

9 月底，在四川大学建校 125
周年之际，众多知名企业和杰出
校友向学校捐赠支持共 4 亿元，
助力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据《潇湘晨报》）

10 月 14 日，西北大学官方
微博发布一则捐赠倡议。该校校
友总会对校友、老师及在校学生
发出号召：在每月的 6～9 日将一
杯奶茶（11.9 元） 或一杯豆浆
（1.19 元） 的钱节省下来支持母
校发展建设，或者也可捐赠任意
金额，并在文字下方配有捐赠二
维码图片。校方称小额捐赠以自
愿为原则，捐款项目资金使用严
格按照学校财务制度，并参考国
内其他高校的相关做法。

所谓“桃李不言， 下自成
蹊”，校庆有没有校友感念进而
捐款助兴， 本该多些毋庸多言
的默契， 自动生发的情感终究
更美妙一些。 但现在把这事在
官方账号上挑明了， 并且越挑
越明：具体的时间（每月的 6～9
日）、具体的金额（一杯奶茶或
一杯豆浆钱）、具体的范围（校
友、老师及在校学生），事情多

少有点不自然， 估计难逃网友
对“吃相”的挑剔。

一杯奶茶、一杯豆浆，看似
轻描淡写，但越是“微不足道”，
道德压力感就越强———“这么点
都舍不得？ ”———可能会让人有
这种感觉。 在网上，有网友留言
“这不就是摊派吗”，也有媒体查
资料说这是“最穷 211”。 摊派、
哭穷，未必是学校的本意，但为
什么引发如此解读，这是应该想
想的。

根据公开的数据，和其他高
校比，西北大学谈不上“富”，同
在西安的几所部属高校 2021 年
经费预算已跻身百亿，西北大学
的预算经费为 14.18 亿元。 但富
也好、穷也罢，校友捐款总是多
多益善的，再富的学校也少见拒
绝捐款的，学校当然渴望有越来
越多的入账。 既然如此，那么就
要扪心自问，人们怎样才会心甘

情愿的捐款？这恐怕值得很多高
校思索。

虽说“母校”是个拟人化的
词汇，但学生和学校终究不是血
脉相连，不过是机缘巧合的偶然
相遇。楼筑的营盘、流水的学生，
学校“现在时”如何对待学生，决
定了学生“将来时”如何反馈学
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
爱”， 如果真的期望学生未来回
馈一杯奶茶乃至一杯白开水，学
生在学校时得到了怎样的“呵
护”就格外重要了。 从这个层面
看，如果大学号召捐款确实应者
如云，那么这也是大学“成功”的
一个标志。

谈到大学捐款， 一直以来
都有舆论比较中外差别， 前几
年一些中国捐赠者选择国外而
非本国高校， 曾引发广泛的讨
论。 客观来讲，现在中国高校收
到的捐款数额正在增长， 但广

泛的、 普遍的乃至习以为常的
捐款文化，还有待形成。 这当中
的原因很复杂， 比如捐款使用
是否公开透明， 并足以产生让
捐赠者真正信服的公信力；捐
款使用方式是否尊重捐赠者意
见之类，就非常重要。

捐款文化的培养，其实也是
从学生的日常里开始的。可以设
想一下， 如果学生从入学之初，
就开始申请各种有名有姓的助
学金，捐款下渗到学生的衣食起
居，学生在“受益于捐赠”的环境
里成长，那么等毕业之后，他们
会有怎样的思维模式，会不会想
着效法前辈校友？

大学受到的捐赠，除了化作
设施、器械这种有形之物，也可
以变成精神传递的无形之物。从
这个角度看， 大学“用捐款”和

“收捐款”其实是一体两面，互相
成就的。 （据光明网）

给母校捐一杯奶茶钱，也要心甘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