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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沧桑巨变，时光飞逝、
岁月如歌。2015年，居中原之腹地河
南省会郑州的中原工学院，浸润、传
承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原文化、
华夏文明的优秀基因，走过了砥砺奋
进、精彩纷呈的60年光辉岁月。中原
工学院将继续立足河南，面向全国，
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造激
情，为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提供智力
支持和人才支撑，为建设特色鲜明的
高水平大学而奋斗！

一幕幕富有魅力的
华彩乐章，引人入胜

历史对中原格外厚爱，机遇对
中原尤其眷顾。进入新千年，大力
实施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国家战略中，使中原呈
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生机盎然。置
身中原千载难逢、追风踏浪的发展
大潮，中原工学院把握机遇、乘势而
上，近年来创新、创造风生水起：

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在 204 名引导不同国家和地区
奥运代表团进场的美丽引导员中有
15名来自中原工学院，惊羡世界。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各
赋特色的各省市花车依次通过天
安门，接受检阅。河南花车，由中
原工学院设计打造，被誉为最具有
艺术感的制作。

广州亚运会首枚金牌颁奖现
场，为国务委员刘延东捧上亚运首
金，颁给武术冠军中国选手袁晓超
的“亚运天使”是来自中原工学院
的李巧娜，仪耀东方。

上海世博会，河南馆工作人员
庄重时尚的礼仪装，由中原工学院
服装学院的专业教授团队一手打
造，高雅靓丽好评如潮。

学校荣获中国服装设计“育人
奖”，奠定了学校在河南纺织服装
院校中的领军地位。

艺术学科毛本华、王刚、鲍璐、郝
米嘉4人承担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巨幅油画“焦裕禄”，

被国家博物院永久收藏，中原工学
院是地方高校中唯一一所最终进
入展厅的高校，栩栩如生、磅礴大
气地书写了中原美术史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更大的惊喜来自北京人民大
会堂：中原工学院“触媒法合成高
品级金刚石关键设备与成套工艺
技术开发”和“高效能棉纺精梳关
键技术”项目双双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学校王秦生、任家智教
授团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两项技术和设备实现历
史性突破，为我国材料科学和纺织
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推动
了国家科技进步。

这所植根于中原沃土，成长于
改革开放的大学，中原工学院从没
有像现在这样从容自信地在国际、
国家舞台上频频展现精彩耀眼的风
采，让世界、让中国，领略中原魅力、
感受中原力量！60 年，中原工学院
用卓尔不凡的气质走出了一条自己
独特的发展之路，演绎了一幕幕富
有魅力引人入胜的华彩乐章。

一批批国内外一流
创新成果，亮点纷呈

老子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近年来，中原
工学院之所以创新、创造亮点不
断，源于学院坚持人才强校战略，
采取有效途径和有力措施不断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批批在国内外
具有一流研究水平、取得突出学术
成就的专家学者被聘为学校省级、
校级特聘教授。学校现有教职工
1703 人，其中专任教师 1135 人，具
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539 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 320 人，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 24 人、全国及省级优
秀教师 36 人。学校现有 4 个国家
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 个国家级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 个国家级
实践教学基地、1 个国家级工程实
验室；10 个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7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3
个河南省重点学科开放实验室、7
个河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建设的美好愿景，点燃
着中工人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
豪情。多年来通过真抓实干中原
工学院科研创新成果丰硕，引领着
行业潮流、登攀着领域高峰，诉说
着中原工学院的荣光和中工人至
诚挚爱的家国情怀：

纺织学科“高效能棉纺精梳关
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实现了成卷技术的三大突
破，世界领先。

材料学科“触媒法合成高品级
金刚石关键设备与成套工艺技术
开发”项目在 2011 年就获得了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结束了数 10 年来
高品级金刚石依赖进口的历史，使
中国高品级金刚石制造技术取得
了历史性突破，跃居世界前列。开
启了中原工学院科研强校的里程
碑，极大提高了学校的科研地位。

机械工程学科“特殊晶体金刚
石线切割技术装备”获国家科技专
项奖。机械学科团队完成的这些艰
巨任务，创造的诸多业绩，带来的社
会效益，展示出该学科的人才优势
和科研实力，获学界业界“点赞”。

通风及空调工程学科，与中国
科学院共同研制出新能源汽车空调
系统，可在-20℃的超低温环境下稳
定高效运行，解决了新能源汽车空
调冬季能耗高、续航里程短的问题，
其技术居国际先进水平！带动着中
原工学院科研强校不断提速。

血脉相承，生生不息。60年前
中原工学院在国家百业待举、百废
待兴之时，应允时代的需要而生，前
身是纺织工业部在山西榆次经纬纺
织机械厂创建的“榆次纺织机械工
业学校”，1957 年，学校迁至郑州，
定名为“郑州纺织机械制造学校”，
1978 年学校更名为“郑州纺织机电
专科学校”，1987 年升格为“郑州纺
织工学院”，2000 年更名为“中原工

学院”。60 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中
原工学院经历了从专科到本科，从
本科再到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也由单科性纺织院校发展成以工为
主，以纺织、服装为特色，工、管、文、
艺、理、经、法、哲、史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河南省特色骨干大学。

60 年来学院办学规模不断扩
大、办学条件根本改善、办学层次
不断提升、办学实力显著增强。如
今中原工学院分南区、北区和西区
三个教学区。学校目前开设 58 个
本科专业，具有学术型硕士学位、
工程硕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授权类别，目前共有各类在校学
生 3 万多人，人才培养深受社会欢
迎。学校先后被河南省政府部门
授予“河南省文明标兵学校”、“河
南省文明单位”，学校党委被授予

“河南省高等学校‘五好’党组织”、
“河南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
织”等称号，学校还荣获“河南大中
专学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河南
公众最满意的十佳本科院校”、“河
南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品牌”等
荣誉称号，被权威机构评为中国

“发展最快的大学”和“河南公众最
满意的本科院校”。

中原工学院党委书记崔世忠
说：建校 60 年来，中原工学院历经
坎坷，几度变迁，但始终与祖国的发
展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一所传统的
纺织院校，中原工学院为我国纺织
行业的振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
前，河南“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为
学校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要求学校承担更重的历史责
任。中工人将遵循“博学弘德，自强
不息”的校训，践行“勤奋、严谨、进
取、文明”的校风，众志成城，在实现
中原崛起的伟大进程中描绘中原工
学院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首首青春之歌，唱
响大江南北

滋兰树慧、桃李芬芳，高校教育、

育人为本。多年来中原工学院在大手
笔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实施科研强
校，增强服务社会能力的同时，秉承优
良的育人传统，通过实施“卓越工程
师”计划和“启航工程”等行之有效的
措施，通过实施“慕课”创新和CDIO工
程教育模式的实践，不断加大教育教
学革新，人才培养成绩斐然。

一批批青春韶华的学子怀揣
梦想和希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
聚于斯，来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中原工学院，用步伐丈量这所学校
的广博，用激越感知学校的生动，
用领悟解读大学的厚重。

在全国已举办的三届大学生
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上连续三
届获得一等奖。

在全国大学生网络攻防大赛
获得全国冠军。

在全球服装设计、德国红点工
业设计、“挑战杯”大赛等国际国内
赛事中，共获得大奖 230 余项。

学生活动丰富多彩，大学生先
进事迹报告会、“读书节”、广场文
化节成为学校的文化名片。

中工学子的青春之歌，不仅体
现在高水平的学业成绩，也体现在
他们的道德操守和不断创造美好
生活的能力上。

郭志敏帮扶小组被教育部团
中央授予全国志愿者先进团队，中
央电视台道德观察栏目四期报道
团队事迹。

中原工学院女大学生刘紫君，
为偶遇的两位盲人领路并购买火
车票，真情善良、助人为乐的高尚
情操在中原大地传为美谈，被誉为
中国最美丽的大学生。

学校建立大学生创业园，鼓励
学生创新创造，没走出校园，已是
身价百万，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学生张占阳成为学校 2013 届毕业
生的创业典型。纺织学院毕业生
轻化 111 班王帅和同学创办的郑州
曼柔纺织品有限公司，获得了 2014
年河南省“创青春”挑战杯创新创
业大赛金奖，成为河南省科技厅颁

发的“河南省科技型企业”，他们成
为在校学生的榜样。

在京津冀、在珠江畔，在东方
明珠、在西部边陲，国家的广袤大
地为中工学子报效国家舒展广阔
平台，学校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尽职
尽责，建校 60 年中原工学院共为国
家培养了 6 万多名具有高水平理论
素养和实干精神的优秀建设人才，
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一项项学校发展新
成就，书写新篇章

心存大气、志存高远。新一代
中工人正带着历史的荣耀和现实的
责任，不断超越、突破前行，自信地
书写着中原工学院发展的新篇章。

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中原工
学院与浙江嘉宏集团第一批创办
了独立设置的中原工学院信息商
务学院，成为国家优秀独立学院；
与国家 863 软件园合作创办了河南
省第一批软件学院，成为河南示范
软件学院；建立河南省首个自主管
理经营的省级大学科技园区，河南
省纺织服装协同创新中心，中原工
学院抢占先机。

首个与世界百强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合作办学，联合培养高层次
人才，形成全方位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合作模式，与世界 30 个国家地
区近百所知名大学合作中原工学

院不断扩大开放，国际化办学阔步
发展，围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宇航仪器
制造大学合作，筹建“中原彼得堡
航空大学”，是中原工学院的又一
次抢抓机遇，为河南培养航空产业
等领域的高级人才。

创新的思想正在汇聚成一股
推动中工前进的巨大力量，震颤出
中原工学院创新发展的强音。

中原工学院校长俞海洛介绍：
当前，高等教育面临又一次深刻变
革，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分类管理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使每一
个高校都必须认真研究、仔细思考
自己的定位，以便于更好地融入社
会，促进社会发展，进而完成现代大
学应有的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做好
研究、传承创新文化的使命。

六十载沧桑巨变，六十度春华
秋实，中原工学院这所被誉为最美
丽、有着执着追求和责任担当的大
学，正焕发着前所未有的勃勃生
机，以全新的面貌向世人展示着她
独有的魅力。面对未来，中工人将
用发展彰显活力、用创新承载雄
心，托中原文化之底蕴，乘中原经
济区建设之劲风，借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开发之良机，打破常
规、抢抓机遇、赶超崛起。时光刻
录了中原工学院异彩纷呈的昨天，
也必将见证中原工学院更加辉煌
灿烂的明天！

热烈祝贺中原工学院建校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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