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为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河南科技
大学组织学校全体正处级干部，来到兰考县焦裕禄同志陵园，
向焦裕禄烈士敬献了花篮，瞻仰了焦裕禄同志陵墓，参观了焦裕
禄纪念馆。 （张建华 杨协力）

4 月 12 日，由教育部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
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华中赛区）在武汉大学医学部举行。来
自河南、湖南、湖北的 19 所高校参赛。新乡医学院代表队经
过激烈的角逐以优异的成绩荣获一等奖，与其他 6 支代表队
一起，顺利晋级 5月份的全国总决赛。 （张伟 崔静）

近日，武陟县育才学校的孩子们身着汉服，伴着优美的
音乐，用稚嫩的声音、饱满的激情、优美的舞姿演绎了《弟子
规》、《三字经》等一首首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让孩子们
在品味中华传统文化的视听盛宴时，更多地了解经典诗文的
内涵和艺术美。 （雒绪坤 王小丽）

近日，郑州市文化路第一小学的乐享课程系列“体验课
程之——我是小小体验师”开课了。“我是一个兵”体验课在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新校区举行。图为解放军指战员为孩
子们讲解军事知识。 （霍耐菊 朱永春）

教育动态

按史家说法，宋元明清时期属于近
古，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古，夏商周
秦汉时期是上古，三皇五帝时期是太古，
伏羲氏以前则属远古。《鉴略妥要》记载：

“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皇十二子，
地皇十一郎。人皇九兄弟，万八寿最长。”
世间万物，成住坏空，循环不已。传说，天
地分判之初的远古之时，人有性灵、有形
象而无身体。远古之人，以灵明之心与天
地万物感应交流，不假语言文字及它物。
远古之人心性清明，宁静致远。老子曰：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易经有云：寂然不
动，感而随通，故而随知天下。古印度《长
阿含·世本缘十二》记载：远古之人，皆悉
化生，欢喜为食，身光自照，神足飞空，安
乐无碍，久住此间。尔时，无有男女、尊
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名众生。

太古时，地上有自然地味出，凝停于
地，犹如醍醐，地味出时，亦复如是，犹如生
酥，味甜如蜜。其后众生以手试尝知为何
味，初尝觉好，遂生味著；如是展转之不已，
遂生贪著；便以手掬，渐成抟食；抟食不已，
余众生见，复效食之；食之不已，时此众生
身体粗涩，光明转灭，无复神足，不能飞行，

人随不得久住地球，《圣经》旧约有夏娃经
不起贪心诱惑，吃了树上果实，才不能飞回
天堂伊甸园，所以圣人有“婪”字上“林”下
有“女”，记其事明其理。

太古之人，食地肥而有身，欲望自生，
灵明之心渐有隔阻，不能如前以心交流。
然性灵静者而仍能与物发通，其中有圣者
如燧人伏羲神农，虽有身而灵性不寐，能
见不可见之物，闻不可闻之音，虽有身不
失天地人三皇之性灵。燧人氏见石中有
火，钻木取火。神农氏见诸植物中藏有五
行，故尝百草参药性。伏羲氏睹天地阴阳
变化之道，而画八卦。参赞化育，以彰天
道。黄帝时，有仓颉者，观万物之文以创
文字，自此，上古智慧、文明得以流布后
世。天地密藏，宇宙、生命真相，藏于文字
中。通文字之妙谛，便通达了上古文明智
慧。 (中和 向东)

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换届会议在开封举行
4 月 19 日，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河南大学民生
学院举行，祁葆珠当选民办教育研究会
会长。来自全省民办教育行业的 300

多名会员代表与会。换届会议结束后,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
委书记王永苏，为与会代表作了一场精
彩的民办教育形势报告。 (胡炳俊)

河南师大学子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实现突破
近日，2014 年国际（美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成绩揭晓，河南师范大
学张幸幸、李超、陶友的参赛项目《除
非超车，否则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获
得了国际一等奖。据了解，国际（美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由美国数
学学会、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美
国运筹及管理科学研究所、美国国家
安全局等机构联合举办的国际性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 （丁宝秀）

信阳师院举办2014届毕业生春季就业双选周
近日，河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豫南

地区分市场暨信阳师范学院 2014 届毕
业生春季双选周活动在逸夫楼毕业生
就业招聘大厅启动。郑州四中、上海海
客迈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维乳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全国各地的 200
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 7000 多
个，吸引了信阳师院校和省内其他高校
毕业生 5000 多人前来应聘。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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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科研水平是高校内涵发展提
升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河南
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南阳师范学
院等高校科研水平不断提升，科研
成果取得了大的突破，成绩斐然，
成果也日益受重视。

生物学科取得一大批精
品科研成果

据河南大学科研处处长苗琛
介绍，近年来，河南大学紧紧抓住
建设高水平大学这一主线，着力提
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和服务社会能
力。学校不断加大科研投入，促进
科研成果转化，推出了一大批精品
科研成果，形成一批实力雄厚、在
国内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创新平台
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尤其
是河南大学生物学科紧紧围绕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近几年，先后
承担了 70 余项国家级项目，纵向
科研经费近亿元。

以宋纯鹏教授为带头人的科

研团队，在植物逆境生物学领域取
得了重大成果，在国际权威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多篇，被国际同行公
认为中国大陆植物生物学研究领
域 最 有 发 展 潜 力 的 八 个 区 域 之
一。该学术团队在 2013 年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填补了河南
省该类奖项的空白。该团队王道
杰 博 士 长 期 致 力 于 油 菜 育 种 研
究，由他培育的一个油菜新品种最
近通过专家审定。气候变化是人
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与人
类生活密切相关。以万师强教授
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多年来一直
专注于该领域研究，取得了一批重
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
大影响。以尚富德教授为带头人
的学术团队，充分利用我国独特的
桂花种质资源，抢占国际木犀属

（桂花属）和桂花品种研究制高点，
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并
培育出优质桂花新品种。

政产学研联合推动协同创新

河南师大校长王键吉在采访

中说，近年来，河南师大加强国家、
省部和厅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
以及文科研究基地建设，建立了
60 多个重点科研平台，学校先后
投入近 2 亿元资金用于平台发展，
并在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设立了
70 多 个 专 职 科 研 岗 位 。 今 明 两
年，1000 辆漂亮的电动公共用车
将行驶在河南省新乡市街头，作为
车载电池的关键材料之一，这批汽
车的电池隔膜正是由河南师范大
学研发的。

河南师大瞄准地方需求，成立
了动力电源及关键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研发并产业化了新型电
池隔膜材料。近期研究的电池电
极材料，有望实现重大突破，并依
托 河 南 师 大 组 建 新 乡 电 池 研 究
院。道地中药材保育及利用河南
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怀菊
花、怀山药、怀地黄和怀牛膝四大
怀药为研究对象。“脱毒快繁”技术
已在温县、武陟等地大面积推广。
河南师大有机药物合成研究团队
与企业合作，就核苷的低成本、环

境友好的合成方法进行源头创新，
经过多年努力，解决了合成方法的
关键难题，该项目还获得了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精细化学品绿色
制造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是以河
南师大建设的教育部绿色化学介
质与反应重点实验室为核心，联合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河南省科
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河南天
方药业、辅仁药业等 6 个单位组建
而成。该“中心”围绕河南省精细
化学品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技术需
求，与企业开展源头合作和协同创
新，取得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成果
并快速产业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

国家级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据南阳师范学院院长王利亚
介绍，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评审结果已于近日公布，南
阳师院共获批立项 22 项，获立项
目数在全国新升本科院校（2000
年以后升本院校）中排名第一。同
时，该校还获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5 项，国家级项目立项数、经
费总额均创历史新高。

南阳师院紧紧依托河南省伏
牛山昆虫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河
南省南水北调源头区域环境保护
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河南省高
校生物质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和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
地、中原曲艺文化研究基地、河南
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等六大科研平台，组建科研创
新团队，着力与天冠集团、华光数
码科技等实力强劲的企业开展协
同创新，产出大批高水平科研成
果。其中，河南省伏牛山昆虫生
物学重点实验室为全省新升本科
院校中首家省级重点实验室，与
英国洛桑研究所联手，已发展成
为河南省昆虫产业技术研究和高
级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河
南省南水北调源头区域环境保护
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为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和水源地水质保护、
环境监测提供智力支持，确保一
渠清水送京津。

我省高校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
墙来。

3 月上旬，教育部门年审专家
组莅临升达学院，对该院 2013 年
度办学情况进行评鉴检查。专家
组成员认真听取了学院办学情况
汇报后，并对学院教学、科研、管
理、基础设施、实验室建设等进行
实地考察，分别召开了教师座谈
会、学生座谈会。

令人十分欣喜的是，在评议反
馈会上，专家组对升达学院整体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并给予很高的评
价。专家组认为，升达学院认真贯
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定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依法治校，办学行
为规范，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学
院重视内涵建设，办学条件完善，
能很好地满足学校提升发展和学
生学习生活与教师教学科研需求；
学院重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
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一支学历结构
和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学院
重视校园安全稳定工作，努力构建
平安和谐校园；学院学生管理具有
鲜明特点。专家组尤其认为，升达
学院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文化传
承和教育教学颇具特色。

坚持办学方向 培育良好校风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升达学院是豫籍台胞、著名

教育事业家、台湾育达教育文化事
业机构总裁王广亚博士 1993 年在
省会郑州创建的民办本科高校。
建校以来，学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
育方针，坚持把依法办校、依法治校
列入学院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列入
学院党政年度工作计划，始终把教
育的公益性和办学的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严格按照《民办教育促进
法》等政策法规，规范办学行为。

学院着力提高师生员工的思

想道德素质，组织教师认真学习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深
入开展师德师风和廉洁自律主题
教育活动。在学生中间，长期开展
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教育、法制
教育、诚信教育、纪律教育、养成教
育、感恩教育、劳动教育，积极开展
以“我的中国梦”和“爱学习、爱劳
动、爱祖国”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
动。师生思想道德整体素质较高，
教师爱岗敬业、钻研教学，学生勤
奋好学、积极进取，教学相长，形成
了独特淳朴的学风校风。2013 年
12 月，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专家
组莅校实地检查评估，对该院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并将该院的典型做法在河南省
教育厅网站刊出示范。

传承优秀文化 凝练办学特色

毕竟西湖六月中，映日荷花

别样红。中外著名大学的文化，都
集中体现在办学理念与校训上，表
述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围绕着严
谨、科学、求实、创新的精神和追求
卓越的态度，体现了一所大学的办
学传统、价值取向与大学人的精神
风貌。建校 20 多年来，升达学院
将其创办人王广亚博士 60 余年的
办学经验与校情相结合，凝练成

“伦理、创新、品质、绩效”的办学理
念，“勤俭朴实，自力更生”的校训
和“爱国爱校，宁静好学，礼让整
洁”的学院精神，这些，无不闪烁着
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体现着中华
民族文化的精髓。该院办学理念
的核心是“三三三制”，第一个三为

“三心”，即“关心、爱心、耐心”；第
二个三为“三严”，即“严管、严教、
严考”；第三个三为“三特色”，即

“两证多照”的教学特色，“守时、守
信、守法”的品德特色，良好风度仪
态的形象特色。

除鲜明的大学文化特色外，该
院还形成了以严格教学管理、加强
教学监控为基本内容的教学质量
保障特色；以“秩序礼仪、文明宿
舍、学生整洁”为基本内容的养成
教育特色；以“全员聘用、制度管
理、量化考核”为核心的运行机制
特色；并依托创办人的教育资源，
每年选派师生到台湾参加学制内
的体系化教育，逐步形成了两岸合
作共赢的学术交流特色等。

规范教育教学 构建质保体系

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
是春。学院坚持科学管理、制度管
理、民主管理，制定了各类制度 270
多种，岗位有职掌，人人有责任，工
作有要求，业务有流程，事事有反
馈，每学期末对所有教职工进行履
职绩效量化考核，极大地调动了全
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推动了学院
的高效有序运转。

学院建有金融控制中心、3D仿
真实训中心、同声传译实验室等实

训实习场所和实践活动基地；有省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个，金融学、
会计学、市场营销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等省级和校级重点学科、品牌专
业、特色专业建设点、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10多个，市场营销学、计量经济
学等省级和校级精品课程近20门。

学院始终坚持教学工作的中
心地位，巩固教学质量的首要地位，
保障教学投入的优先地位。学院
实行院长分管、教务处统筹、各系部
负责的教学工作组织实施体系；建
立了规范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
学计划、教材使用和学籍管理等制
度；健全了完备的教学档案，强化了
教学运行的各个环节，构建了行之
有效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监控体
系。在日常教学管理上，实行“严
管、严教、严考”，有效保证了教师课
堂教学的质量。在教学质量监控
上，构建了评价队伍、评价制度和评
价途径“三体系”。在教学手段上，
使用课件进行教学的课程占总课
程的 1/3 以上。在学籍学历管理
上，严格按照教育主管部门有关文
件精神，认真核查、规范程序、严格
管理。在考试管理上，科学治考、依
法治考、从严治考，大力开展“做文
明考生，交真实答卷”和争创“零作
弊率”活动。在教学组织上，督导教
师加强课堂管理，严肃课堂纪律；教
学管理人员深入一线巡视课堂，确
保学生出勤率在 95%以上。在实践
教学上，按照教学计划开设实践课、
实训课，开出率达 90%以上。在第
二课堂建设上，积极组织开展丰富
多样的课外文化、科技、体育活动，
并鼓励学生参加校外高级别的专
业性比赛和社会实践活动。2013
年，该院举办了中央民族乐团莅校
演出，承办了《毛泽东同志诞生 120
周年》纪念邮票首发式等大型文化
活动；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
沙盘模拟经营大赛等省市级以上
比赛中，该院学生获奖近 200人次。

办学成效显著 社会评价较高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
如蓝。学院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
工作，系统开设了就业辅导课，成
立了大学生创业实践中心。学院
召开多场招聘会，联系就业岗位，
并与多家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
系，为毕业生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
服务。2013 年度，应届毕业生中有
280 多名学生考取北京师范大学、
兰州大学等高校硕士研究生，33 人
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5 人
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毕业生一
技在身，人人就业，毕业即就业，上
班即上手，受到了用人单位的肯定
和好评。近年来，学院招生录取分
数线连年攀升。2013 年，该院本科
三批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高出省
定线 35 分，理科高出 51 分，受到了
考生及家长的欢迎。

2013 年度，学院被授予中国
最具魅力高校、全国全民阅读先进
单位、河南高等教育质量社会满意
十佳院校、河南省民办教育十大名
校、河南省科研工作先进单位、河
南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单位、河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
后备人才培养基地、郑州地方高校
学生管理示范性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等近 20项集体荣誉称号。

今年花胜去年好，但见明年花
更红。

升达学院是一所建校历史较
长、注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颇具
教学特色的民办高校。在取得辉
煌成就和创新发展的今天，在国家
教育部积极推进地方高校转型发
展，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搭建实践育人平台，全
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方
略指引下，学院将积极探索一条适
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努力形成特色
的应用型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为
创建社会需求、人民满意的高校而
努力。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文化传承和教育教学颇具特色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汪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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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启动以来，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领导班子以“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
能人才，办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
以“服务广大师生员工、服务教育
教学科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
载体，紧紧围绕师生普遍关心和制
约学校建设发展的问题，认真查找
解决“四风”问题，边学边查边改正
校风、教风、学风，通过“三抓三促
三提升”来高质量推进活动开展。

一是“抓学习促进办学理念提
升”。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精神等，清醒认识到学校
虽然在内涵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
破，获得了多项“国字号”荣誉，但也
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
须破除满足现状的思想，进一步确
立内涵提升和特色发展理念，牢固
树立“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
发展”为导向的办学思路，进一步强化
校企合作，建立地方职业教育发展联
盟，加快构建中、高职衔接，在推动建
立现在职教体系上做出探索。

二是“抓教改促进培养质量提
升”。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在思想素质上坚持

“立德树人”首位意识，注重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突出军工精神
培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忠”、“毅”
品性，“严”、“细”作风，“精”、“优”
质量观念。在专业素质培养上突
出能力本位，用好河南军工职教集

团平台，强化校企合作，实施“合作
招生、合作培养、合作就业”的校企

“双主体”育人模式，突出实践育人
环节，通过“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
接职业标准、教学对接生产过程”，
以工学结合实现“专业、企业、就业、
创业”的深度融合。在职业素质培
养上，实施素质拓展教育课程化管
理，把素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分别设置职业生涯规划实践、素质
养成教育与行为教育、社团活动与
社会实践活动、技能训练与竞赛、科
技创新五方面内容，通过学分化考
核和制度化管理，以素质拓展提升
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三是“抓服务促进就业水平提
升”。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是学院
解决民生和服务社会的重大贡献，
学院把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大力开
展就业服务和就业指导，广泛联系
就 业 岗 位 ，认 真 落 实“ 三 联 系 制
度”，帮助毕业生充分就业，学院就
业率连年保持在 98%以上，就业满
意率和用人单位满意率逐年上升，
为服务我省军工行业和中原经济
区建设作出了贡献。

通过活动，服务师生的意识和
能力进一步提升，师生的满意度进
一步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
培养质量得到了提高，同时提高了
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

（作者系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

用好活动载体 助推科学发展
唐伯武

书记校长论坛书记校长论坛

教育名片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