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AA

2019年6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 袁婷婷 美编 扈森

教育专题AⅠ·06

黄河科技学院：
35年擘画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新蓝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王军胜

岁月如歌，
盛世相约。光
影如画，匆匆经
年。

从没有围
墙的大学到设
有艺体学部、工
学部、商学院、
医学院、国际学
院等学部（院），
涵盖工、理、文、
医、管理、经济、
法、教育、艺术
等 9 大学科门
类，66个本科专
业，3万余名在
校生的现代化
学府，作为民办
高等教育的擎
旗者，黄河科技
学院秉承“敢为
天下先”的精
神，黄科院人用
35年的追求，闯
出了一条适应
中国国情的民
办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之路，也
向世人证明了
自 己 的 初 心
——“办一所对
学生最负责任
的大学”。

如今，一幅
有关民办高等
教育未来的发
展蓝图，正以
“35岁”为契机，
酝酿出新的起
笔与构图。

35年，是筚路蓝缕到
春华秋实的缩影：

1984年 10月30日，
因公受伤在家休养的胡大
白，30元起家，创办起“郑
州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
导班”，点燃了中国民办高
等 教 育 的 星 星 之 火 。
1989年8月，更名黄河科
技大学，位列河南省教委
首次评选社会力量办学先
进单位的榜首；1989年，
正式提出“办一所国家承
认学历的民办大学”构想，
开启了筹办社会主义民办
大学的新征程；1994年2
月5日，学校成为我国第
一所实施高等专科学历教
育的民办高校；2000年3
月，学校成为全国第一所
也是唯一一所实施本科学
历教育的民办高校；2008
年 6月，以最高等级通过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

星星之火能够燎原，
在于其切中了时代脉搏、
回应了百姓需求；更是因
为，这燎原之火里，蕴含着
两代黄科院人不忘初心。

当学校越办越大，学
生越来越多，胡大白清醒
敏锐地提出“调整结构、夯
实基础、提高质量、创建特
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口
号，坚持“质量、规模、结
构、效益”的协调发展，坚
持学历教育以实施本科教
育为主，发展方式由规模
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

2012年，学校完成了
主要领导的新老成功交
接，杨雪梅接任校长，一连
串目标成为黄科院人对新
时代的精彩回应：2020
年，建设成为在河南乃至
中原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地方名牌大学；到本世
纪中叶，基本建成国内一
流应用技术大学。

“全面建成国内一流
应用技术大学的黄科院
梦，是一场接力赛，需要我
们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

行胜于言，这是中国
古老智慧的积淀，也是中
国最具闪光点的民族品
格。这一品格被黄科院人
践行至深。

从“建设国内一流应
用型科技大学”提出开始，
以令人瞩目的速度走出河
南，走向全国：2013年，被
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首批

“应用科技大学改革试点
战略研究单位”；2014年，
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
果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
奖、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特等奖，学校被评为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
验高校”；2015年，获首批

“河南省示范性应用技术
类型本科院校”；2016年，
荣获教育部首批“全国创
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
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示范高校”；2017年，
荣登“2012-2016 年全国
普通高校竞赛评估结果
（本科）Top300”榜单，位
居武书连2018年中国民
办大学综合实力第一名；
2018年，通过教育部本科
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被赞

“情怀大、格局大、手笔大、
作为大”；2017~2019年，
连续三年，蝉联广州日报
全国应用型大学排行榜民
办高校第一名……

犹记得那一年，胡大
白的演讲令人动容。“我70
多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
命？因为我还有一个孩
子，就是黄河科技学院，这
里还有几万名我视为儿女
的学生。怎么才能对学生
最负责任，我想就是让每
一个学生学有所成、顺利
就业。”

为此，学校实施“人才
强校”战略，打造了一支师
德高尚、规模适当、结构合
理、教学能力与专业水平
高、发展态势良好、深受学
生欢迎的师资队伍；构筑
一流学科专业，机械制造
及其自动化、材料加工工
程、通信与信息系统、区域
经济学、生药学5个学科
为河南省重点学科，形成
电子信息与计算机类、机
械与材料类、生物医药类、
经济与管理类、文化创意
类、土木工程类、外语类、
影视文化类等8个特色专
业集群，紧贴区域产业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
专业群与区域产业链的紧
密对接。

三十五载，人才辈出。
从这所校园里，走出了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
兵”段志秀，“全国优秀共青
团员”田源，“全国优秀乡村
医生”魏国胜，“全国优秀大
学生村官”靳利现，首届“河
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标兵”
李威，首届“河南最美大学
生”马维祥……

“才者，德之资也；德
者，才之帅也。”正由于此，
1994年学校建立党总支，
1997年学校成为全国第一
所建立党委的民办高校。

“十年找党”不仅传为佳话，
更奠定了“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的“大思政”工作格
局，以德育人，以文化人，让
每一个学生都能先成人、又
成才。

这离不开母校思政工
作的春风化雨，更得益于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润物
无声。

胡大白说，学校以高素
质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为
目标，通过多年的教学改

革，构建起“本科学历教育
与职业技能培养相结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合
作和打造‘双师型’教学团
队，保证本科学业标准的同
时，加强职业技能培养。

在这所校园里：医学院
8年来，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通过率达 96%，超过全国
平均线45个百分点；商学
院司法资格证通过率在
28%以上，超全国平均通过
率12个百分点；不仅如此，
一大批学生考取了国内外
重点高校硕士研究生，哈佛
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等一系列名
校榜上有名。

“这正是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带给学生们的红
利！”胡大白介绍说，这一模
式也得到了教育部本科教
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的
一致好评：2014年，该人才
培养模式获河南省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同年
9月，还获得“国家教学成
果奖二等奖”。

“欢迎来工作！”没到毕
业季，毕业生们就已经手握
offer，笑傲职场。

与之呼应的，是每一年
如约而至的80余场校园招
聘会、26000余个岗位，和
始终保持在97%以上的年
终就业率，这让黄河科技学
院“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
验高校”的荣誉称号实至名
归。

“学校实施职业生涯规
划教育，采取积极措施提升
毕业生就业质量，同时，积
极开拓就业市场，与用人单
位开展多种合作，先后在
北、上、广、浙等地建立了
600多个就业基地，与黄河
实业集团、邮电设计院、郑
州空军医院等3000多家大
中型企事业单位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

胡大白自豪地说，办学
35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
20 多万名“下得去、留得
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
质应用型创新人才。

不仅就好业，还要创好
业。一代代创客从这里走
出，创客李威带着自有品牌

“飞轮威尔”走向世界，他也

入选“2018胡润30×30创
业领袖”榜单，是河南地区
唯一上榜者；“哈佛小子”赵
杰拿到1300万元的徐小平
真格基金投资，获得阿里创
投1亿元融资，带领团队冲
击联合国世界青年卓越贡
献奖；90后男孩马维祥，用
家乡的黑枸杞创业成功，不
仅成立公司，还带领家乡脱
贫致富。

母校成长的历程就是
创新创业的征程，这无疑时
时刻刻鼓舞着每一位创业
学子的灵魂。

学校还建立“国家-省
市-校内”三级实验实训平
台体系，与二七区人民政府
共建“U创港”创新创业综
合体，打造形成全链条创新
创业孵化载体；这里集聚着
各类优势资源，16个技术
研发中心、孵化种子基金和
2000万校友企业联合会发
展基金，为大学生创客提供
技术支撑和多元化的资金
扶持。

站在巨人肩上，大批学
生创业成功，在校生有674
人参与创业，获得各类创业
扶持资金1600余万元。

两代黄科院人不忘初心
终造民办教育燎原之势

对学生负责任
要建成国内一流应用技术大学

硕果累累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人才

好就业，能创业
这里的毕业生每一位都被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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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35年，更加精彩的故事

刚刚开始。在这条民办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路上，
黄河科技学院必会创造

一个又一个教育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