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的智慧头脑 激扬的青春心脏
聚焦

核心提示

郑州大学

一座城市的智慧头脑在哪里？

在大学！

一座城市的青春活力在哪里？

在大学！

一座城市的希望与未来在哪

里？

在大学！

河南具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在

这块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上，新时代

的高校星罗棋布，它们为城市的发

展提供了智力支撑，城市因为它们

的存在而倍感骄傲。记者梳理出以

“城市”冠名的一本高校，并选取几

个侧面，讲述他们与城市同呼吸共

发展的故事。高考报志愿在即，希

望有志于在家门口上大学的学生，

续写人生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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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学院：
2004年

新乡医学院：1982年
新乡学院： 2007年

南阳理工学院：1993年

南阳师范学院：2000年

许昌学院：
2002年

商丘师范学院：2000年
商丘学院：2010年

周口师范学院：
2002年

洛阳师范学院：2000年

郑州师范学院： 2010年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2012年

郑州财经学院： 2014年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2014年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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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以“城市”为开头的高校一览表

郑州轻工业学院： 1977年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1984年

郑州大学： 2000年

郑州科技学院： 2008年

安阳工学院： 2004年
安阳师范学院：2000年

信阳师范学院：1978年

信阳农林学院：2013年

□本报记者 杨万东

一棵草，一滴露。1942年，一滴珍
贵的文化露珠撒落在许昌，它就是新创
立的河南省第五行政区联立师范学
校。这滴露珠滋润着这座古老而年轻
的土地，多年之后，它有了新名字：许昌
学院。

师范之道

1990年，已经当了14年民办教师
的李新生参加高考，考入当时的许昌师
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他留校工
作至今。

李新生也是《许昌学院校史》编纂者
之一，深谙学校的历史渊源。河南省第
五行政区联立师范学校创立时并不大，
宗旨在于培养周边师资力量。这一初
衷，一直延续到校名改为许昌学院之前。

师范教育是什么？第一任校长周
绍武留下这样一段话：“教人以道而喻
诸德，谓之师；天地之化，模范之常，谓
之范。”今天，许昌学院的校训为“崇德
砺志、博学敬业”。两者皆认为，要把道
德和学问两件事做好。漫漫岁月里，不
变的是延续不断的校脉。

其后，学校数易校名。1958年学
校成为许昌师范专科学校，4年后，由
专科学校改为许昌中等师范学校。学

校后来又更名“许昌师范专科学校”、
“许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直至“许昌
学院”。

莲花绽放

2002年 4月，教育部在桂林召开
全国专升本会议。该校以惊人的全票
成绩通过专升本，改名为许昌学院。

学校升格为许昌学院后，创校宗
旨也与时俱进。“全校组织教育思想大
讨论，‘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这
样的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
养人’这样的话题就成为焦点。”李新
生说，当时学校面临的情势是如何实
现由专科教育向本科教育转变、由师
范院校向多科性院校转变。

在后来的历程里，许昌学院华丽
完成转身。现在，该院本科专业有48
个，涵盖文学、史学等九个学科门类。

在绿叶的衬托下，3片洁白的莲
花瓣挺然而立。这是许昌学院的校
徽。莲花是许昌的市花，有莲城之称
的许昌市与许昌学院的联系由此可窥
一斑。

李新生说，学校在专升本的过程
中，许昌市委、市政府对该校一直鼎力
相助。2000年 7月，许昌市委专门成
立筹建许昌学院领导小组。同时，许
昌学院也不负城市所托，为这个城市
立下汗马功劳。

据不完全统计，在70多年的历程
里，学校为许昌及周边培养了大量教
师及其他急需人才。现在，它仍一如
既往。

6月 24日 19 时 30 分，许昌市许
都大剧院。当舞台上的大幕缓缓拉开
后，河南民间音乐舞蹈诗剧《农历》开
演。该剧由许昌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历

时 4年打造，剧中的多个民俗
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许昌，因许昌学院
而不断滋养；许昌学院，借着这
片沃土而展翅高飞。⑥11

□本报记者 史晓琪

郑州大学在郑州成为省会那一年起，
就成为郑州发展的见证者，成为郑州繁荣
的引领者。

1954年 6月19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
准，河南省省会迁至郑州。同年，教育部决
定由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东北
大学等院校负责并提供师资，在郑州市设
立一所新大学，此即郑州大学的开端。

1956年 2月，中央高等学校规划会议
正式确定在郑州新建的大学命名为“郑州大
学”。4月，确定在郑州市建设区的菜王、焦
家门、蜜蜂张和兑周四个村征地922亩作为
郑大首期建校用地。从此，“郑州大学”这所
以城市命名的大学与郑州这座城市的文化、
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互相影响。

1957年，郑州市大学路西侧郑州大学
数、理、化三系的办公教学楼和大学路的东
生活区建成。1960年，郑州大学已经成为
初具规模的文理工综合大学。

2000年 7月 10日，原郑州大学、郑州
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郑州
大学。46岁老郑大的新版图，从金水河畔
向郑州市的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进入强强
联合的跨越式发展时期。

时至今日，郑州大学已有 4个校区、5
个附属医院，遍布郑州市的东西南北中。

郑州发展到哪里，哪里就会飘散出郑
大浓浓的书香气息。它的4个校区，分别是
南校区——位于二七区大学路上的郑州大
学老校区、西校区——位于二七区大学路上
的原河南医科大学老校区、东校区——位于
金水区文化路上的原郑州工业大学老校区、
新校区——位于高新区科学大道。

再看5个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位于二七区建设东路；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本部位于金水区经八路，南阳路院区
位于金水区南阳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暨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位于二七区康复前街；
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位于郑州市北郊；郑
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位于二七区康复前街。

郑州人看病绕不开郑大各个附属医
院，郑州的孩子在河南上大学首选郑大，可
以说，这所大学已经融入这座城市，融入这
座城市中的人的生活。

而这仅仅是表象，从更深层次来看，历年
来，50万郑大毕业生，很多人继续留在郑州工
作与生活，郑州大学的精神气质，在学生的
身上与郑州的城市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6月19日，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院士以
《坚韧不拔 奋力前行》为题，在2016届学生
毕业典礼上激情发言。他说，沉稳厚重的中
原文化，多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文化，来
自于30个省区市与80多个国家（地区）学
生为代表的多元的开放文化，起始于近代河
南医科高等教育的近90年办学历史以及原
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的
三个学校的文化积淀，四种文化要素融合形
成了今天郑州大学的大学文化——自信，开
放，尊重，坚韧。自信，就是要具人生定力，
踏实做事，扎实为人；开放，就是要造宽阔胸
怀，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尊重，就是要成现
代情怀，遵循规则，敬畏规律；坚韧，就是要
塑坚强品格，不怕困难，百折不挠。

“自信，开放，尊重，坚韧”，这四种文化
要素，也正是郑州的城市气质，也正是河南
人的精神气质。⑥11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崔静

以1896年英国人劳海德在古城
卫辉府开办的西医诊所为雏形，几多
风雨，几经易名，历史定格在1982年
——“新乡医学院”这个名字终于确
定下来，并升格为本科院校。时至今
日，这所我省目前唯一一所独立建制
的西医本科院校，已成为牧野名城新
乡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这所有着深厚积淀的学校一路
走来，留下许多精彩故事。今天要讲
的“红牌”专业逆袭，就是其中一个。

“红牌”专业主要是指失业量较
大、就业率持续走低且薪资较低的
高失业风险型专业。《中国大学生就
业报告》显示，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连续6年（2010-2015年）被列为本
科“红牌”专业。

然而，新乡医学院生命科学技
术学院却上演了“红牌”专业逆袭的
精彩故事。

6月27日，记者到该校采访，得
知新乡医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今
年的73名毕业生中，有44人考研上
线，其中有人不愿调剂学校和专业，
最终33人收到了南开大学、浙江大
学等国内知名大学的
硕士或硕博连读录取
通知书。

连续3年，该专业
的毕业生考研过线率
都保持在60%以上，平
均录取率保持在 50%
以上，其中近30%的学
生进入韩国釜山大学、
复旦大学等“985”院校
以及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等国家级科
研院所深造。

考取复旦大学硕
士研究生的胡孔颖说，

她的父母特别高兴，四处为学校做
宣传，而入学时，爸爸却坚决不同意
她学生物技术，坚持要求调剂专
业。在学校的引导下，她留下来了，
并且在毕业季以惊喜回报父母。

胡孔颖班里有60多位同学都是
被调剂过来的。顺利考取山东大学
硕士研究生的李银萍说，同宿舍的8
位同学除自己外，有7位为“转专业”
努力过，最终有两位转到了其他专
业。“转入其他专业的同学可能会羡
慕我们这么多人拿到名校的研究生
录取通知书吧！”李银萍开玩笑说。

由于受到专业“红牌”标签的影
响，同学们的思想很不稳定。为此，
大一上学期甚至整个学期，“稳定专
业”成为该校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学
生教育工作的重心。

面对这样的情形，该学院的做
法是晓之以专业发展前景之“理”、
动之以学院进取精神之“情”、展专
业发展潜力之“实”，让学生在加深
了解中爱上这个专业，在成长中享
受成就感。

让医学院校的生物工程、生物

技术专业“姓医”，在专业融合发展
上塑造专业优势是该学院“红牌”专
业逆袭成功的一个妙招。新乡医学
院的生物技术专业与生物工程专业
是从基础医学相关学科中“长”出来
的，带着鲜明的医学“基因”，因此他
们在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注重
医学生物课程的开发和相关技能的
培养，譬如在生物技术专业中注重
强化生物治疗和生物制药技术特
色、在生物工程专业中注重呼应人
口与健康产业发展需求。考研和就
业中，80%左右毕业生的去向都印
证了学校的专业特色。

采访时，不少同学掩饰不住
“金榜再题名”的喜悦与兴奋。同
学们说，“红牌”专业在我们学校不
亮“红牌”，也有无限精彩。

新乡医学院校长别荣海说，人
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一切
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
学生”不是口号，而是扎扎实实的工
作。深化教学改革，优化办学机制，
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求的优秀人
才，一直是我们的努力方向。⑥11

校在城中
城在校内

莲之学校 莲之城

“红牌”的逆袭之路

□本报记者 杨万东

1973年，当周口师范中等专业学
校新创时，周口市从商水县管辖的周
家渡口升格为地区行署刚刚5年。之
后，这座年轻的城市与新生的学校共
同成长壮大。

从一栋楼开始

学校初创时，恰逢邹文生而立之
年。邹是学校筹建组成员之一。至今
他仍清楚地记得，刚建的学校只有一座
楼，教室和学生的宿舍都在这座楼上，
行管人员和老师仅有12名。

学校在第二年开始招生，只有两
个专业：英语和数学，每个专业招100
人。邹文生教英语系的现代汉语课，这
门课程后来演变为汉语翻译。

1975年，全国首届工农兵学员毕
业。从河南大学和郑州大学毕业的学
员部分被分配到周口师范中等专业学
校。师资力量得到补充的周口师范中
等专业学校趁机扩大专业，增加了美
术、音乐等专业。

1982年，周口师范中等学校迎来
了重要变化的一年：学校从中专升为专
科，改名为“周口师范专科学校”。10年
之后，周口师范专科学校再升为本科院
校，改名为“周口师范学院”。

从无名到扬名

如今的校长邹文生在学校筹建之
初，只是一名普通老师。当时负责采购
教学用品，他从上海凭票购置，之后再

寄到周口。后来，许多物品被寄到北京
郊区的“周口店”。

周口店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
遗址所在地，为很多人所知。周口，原
名周家渡口、周家口，因一周姓船户在
沙河往返摆渡而得名。周口初改名时，
许多人不熟悉，所以，邮局工作人员将

“周口”误为“周口店”，或许并不奇怪。
但是，周口这座新生的城市，最终

为人熟知。这与周口师范中等专业学
校的发展息息相关。

邹文生说，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
社出版了中国地域文化系列丛书，内容
针对各省级地域文化。其中一本《陈楚
文化》却破例是地方文化，它是研究周
口市陈楚文化的书。

这本书的编著者是来自于周口师
范学院的教师团队。邹文生和其他5
名老师，为此耗时10余载。人们在了
解古代文化的同时，也再次认识到今
天的周口。

后来，周口师范学院的团队又编纂
了800余万字的《周口历史文化通览》，
涵盖周口的历史、文化、民俗、人物，共4
卷。“从这个意义上，周口师范学院对周
口市文化有一定的贡献。”邹文生说。

6月 24日，位于周口市文昌路的
周口师范学院内绿意葱茏。

从1995年开始，周口师范学院在
这片土地上建立新校舍。随着新楼落
成，一些院系逐渐从七一路的老校址搬
迁过来。现在，这块1000亩的校址上
呈现出勃勃生机。

未来，周口师范学院也将散发出
更多魅力，给予周口这座城市文光之
名、文化之光。⑥11

一所大学与城市之缘

说说城市与大学的那些事儿

新乡医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许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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