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马维祥

马维祥，男，24 岁，甘

肃玉门市人，黄河科技学

院商学院会计系 2014 级

会计学 3班学生

马维祥 2014 年考入
黄河科技学院，在老师指
导下向院校提交了销售家
乡黑枸杞创业项目申请

书，并成立了河南百草坊商贸有限公司，利用
校友提供的电商平台助力家乡父老脱贫致
富。目前公司一级营销商已有60个，周销量
已突破1吨。

马维祥先后荣获河南省第三届“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创青春”河
南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等。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国青年报等曾报道过他创业助力家乡
脱贫的事迹。③6

2.王雅清

王雅清，女，22 岁，河

南光山县人，河南农业大

学林学院2015级旅游管理

1班学生

2013 年王雅清考入
河南农业大学。第二年她
积极响应号召携笔从戎，
被分配到广州军区联勤部

通信站。在军营两年间，王雅清苦练技术，真
正做到了机上操作零失误，成功接转5万多
件电话，获得“优秀义务兵”荣誉称号。

2016年 9月，退役返校的王雅清勤学专
业知识，辅修法学二学位。她投身德育实践，
热心公益，加入雷锋站“四点钟课堂”，成为学
校“大志之星”。③6

3.方航宇

方航宇，男，22 岁，陕

西榆林市人，郑州轻工业

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

学 2014级 1班学生

2017 年 7月，方航宇
作为河南高校唯一创业
团队代表参加第三届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活动结束后，他与团队其他
成员一起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实践
收获和感悟，并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信。

方航宇心系家乡，注册了郑州榆枣红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帮助家乡销售滞销农产
品，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精准扶贫作出了积极
贡献。在校期间，方航宇先后获得河南省优
秀学生干部、郑州轻工业学院十佳自强之星
等荣誉称号。③6

4.尹青超

尹青超，男，25 岁，吉

林长岭县人，河南工业大

学 土 木 建 筑 学 院 道 路 桥

梁 与 渡 河 工 程 2014 级 3

班学生

尹青超积极主动参加
校院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在他的带领下，河南工业

大学土木建筑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注册志愿
者已突破 2000 人，志愿服务时长 2万余小
时。尹青超还积极推动志愿服务活动制度
化、规模化、品牌化，并发起成立河南高校大
学生志愿者联盟，促成河南工业大学获批首
个郑州市慈善工作站。

尹青超先后获河南省教育系统学雷锋活
动先进个人、河南省优秀大学生志愿者等数
十项荣誉称号。③6

5.朱罡佑

朱罡佑，男，23 岁，河

南平顶山市人，中原工学

院电子信息学院电气工

程 及 其 自 动 化 2014 级 2

班学生

朱罡佑组织参加公益
活动 100多次，累计服务
3000多小时。为让河南

的留守儿童得到大学生的关注，他组建支教
队伍——中原工学院弱水支教队，并获得中
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童愿计划”支持。

他是社会志愿活动的先锋，带领团队连
续两次获得河南省城市定向坐标赛“优秀志
愿者团队”荣誉称号。他还先后获得河南省
优秀学生干部、中原工学院优秀大学生服务
社会模范等荣誉称号。③6

6.刘芸

刘芸，女，23 岁，河南

周口市人，周口师范学院

美 术 学 院 美 术 学 专 业

2014级学生

为了学会一个绘画
技巧，刘芸可以把自己关
在画室练习一个星期。
冬天经常待在没有暖气

的教室作画至深夜。她曾获河南省优秀学
生干部等荣誉，并在河南省第 22届美术新
人新作展览中获优秀奖。

她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经
常参与学校的实验室开放项目，完成了《服
装设计中的装饰语言符号特征的设计构成
及其应用研究》等项目，还完成了《摄影的真
善美——以“寻找周师最美教师”为例》大学
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③6

7.刘相臣

刘相臣，男，30 岁，河

南理工大学测绘工程专业

2014级 1班学生

刘相臣大一刚入学就
携笔从戎，进入公安边防
部队服役，先后被授予优
秀士兵、内务标兵等称号，
获得团级嘉奖一次。

2014年刘相臣回到学校。在校期间，他
连续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奖
励，并获得河南省“三好学生”称号。他先后
获得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
一、二等奖等，目前共获国际奖2项、国家奖
13项、省级奖5项。③6

8.闫畅

闫畅，男，21 岁，河南

固始县人，郑州大学工程

力学 2014级 5班学生

闫畅是一个“科研狂
人”，他不仅申请了勤工助
学岗位，而且还是机器人
实验室的学生负责人、水
下机器人团队的队长。

2015年10月，闫畅和团队参加2015中国机器
人大赛暨RoboCup公开赛，斩获水下对抗项
目冠军。他还荣获第十届国际大学生 iCAN
创新创业大赛2016年总决赛二等奖，中国机
器人大赛二、三等奖等，共获国际奖1项、国家
奖5项、省部奖4项。现已被保送至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③6

9.杨恒杰

杨恒杰，男，22 岁，河

南方城县人，安阳师范学

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 会 工 作 专 业 2014 级 1

班学生

2014年，刚入大学的
杨恒杰参加了“焦融育苗”
广西支教团，展现出对志

愿服务的极大热情。大二暑假，杨恒杰组建了
安阳师院首支新疆支教团，来到新疆阿勒泰地
区吉木乃县开展支教活动。他加入学校“红旗
渠精神我来讲”宣讲队，开展宣讲活动百余
次。“红旗渠精神我来讲”宣讲队荣获第三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他还先后三
次组织“善行100”募捐活动，募集善款1.8万
多元。杨恒杰先后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河南
省文明大学生、河南省三好学生等荣誉。③6

10.吴人杰

吴人杰，男，22 岁，河

南获嘉县人，新乡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 2014级 6班学生

患有Ⅰ型糖尿病的吴
人杰，一直热衷于公益和
志愿活动，帮助了无数和
他面临同样处境的家庭。

他加入宁养义工协会，同新乡医学院第三附
属医院宁养院的医生、护士、社工一道，不间
断地服务贫困晚期癌症患者及其家属，为他
们提供心理辅导与哀伤辅导等服务。

吴人杰先后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全省
教育系统学雷锋活动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宁
养义工、蓝尼阳光大使等荣誉。③6

11.张永升

张永升，男，24 岁，河

南项城市人，河南警察学

院警察管理系2014级学生

张永升连续多年获
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2017 年 2月 19
日，张永升在周口一处采

土区发现唐代墓葬后及时上报，并在珍贵文
物已经显露的情况下，英勇保护文物免遭围
观群众哄抢，还在寒冷的夜晚对古墓进行了
两夜守护。因挺身而出保护文物，张永升被
周口市授予“文物卫士”荣誉称号，被郑州市
文明办授予“文明市民”荣誉称号。③7

12.张娇

张娇，女，24 岁，河南

尉氏县人，商丘工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

业 2014级学生

2014 年张娇的父亲
因病去世，2015年她的母
亲突发脑血栓，至今身体
偏瘫。张娇开始用勤工俭

学和假期打工的方式撑起这个家。每天一放
学，她就跑回出租屋，给母亲按摩，搀扶着她
到院子里练走路。母亲吃药、自己和弟弟上
学的经济开支全靠她一人承担。张娇先后获
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河南省2016年度文明学
生、河南省“三好学生”等殊荣。③7

13.张鹏程

张鹏程，男，23 岁，河

南太康县人，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机电工程学

院 2014级卓越班学生

张鹏程热衷于发明
创造。2016 年 10 月 27
日，他与美国宝洁公司专
利部门就自己的专利“洗

涤用品包装瓶”进行转让洽谈。这项专利技
术已入股河南诚宣广告公司。目前，他正准
备申请“降低青少年近视的笔套”“除尘装置”
等项目的国家专利。他曾获第八届全国三维
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河南省赛区特等奖等荣
誉。③7

14.陈帅先

陈帅先，男，23 岁，河

南禹州市人，信阳学院社

会科学学院 2014级学生

家庭突遭变故后经济
困难，陈帅先毅然放弃助学
金带领贫困学子共同创
业。他在学校餐厅里承包
了一个窗口，凭借自创的

“草本烩菜”，实现月利润上万元，却分文不取，
用于帮助贫困同学。他还参加了上海东方卫
视《诗书中华》等节目的录制，众筹拍摄微电影
《假戏真做》和《三生之冬》，在中央电视台《环球
影迷大会》武侠单元中获得亚军。③7

15.陈晚晴

陈 晚 晴 ，女 ， 23 岁 ，

河南永城市人，河南师范

大 学 社 会 事 业 学 院 2014

级学生

陈晚晴的支教之路始
于接触留守儿童。带领团
队创造性地将社工理念和
所学专业知识应用到志愿

服务的过程中，创立“小树苗培养计划”“七彩
盛夏，‘益’起‘童’行社工专项服务团”等活动，
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专业的心理服务。她先后
获2016年“中国梦·全国优秀论文/课件评选
大赛大学专业组一等奖”、河南省福兴儿童公
益基金会优秀志愿者等称号。③7

16.周毅

周毅，男，23 岁，湖南

道县人，河南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 2014级学生

周毅自小左眼丧失功
能。上大学后他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和朋友历
时一年，走访开封市30余

家养老机构，作品《欠发达地区养老服务路在
何方》在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河南省二等奖。他参加

“第五届全国高校历史教育专业本科生教学
大赛”，获得二等奖，还曾获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银奖等荣誉。③7

17.柳勇

柳勇，男，20 岁，宁夏

中卫市人，洛阳理工学院

电 气 工 程 与 自 动 化 学 院

B150306班学生

柳勇近三年来共参加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近千
次，累计志愿服务 850 余
小时。他在洛阳市九九老

年公寓、洛阳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洛阳市龙
门高铁站设立志愿者服务基地。带领会员开
展家电义务维修志愿服务，曾获第三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河南赛区选拔赛暨河
南省青年志愿服务大赛铜奖等荣誉。③7

18.程兆东

程兆东，男，22 岁，河

南巩义市人，黄河水利职

业技术学院水利工程学院

2015级学生

程兆东代表学校参加
全国成图技术与创新大
赛，和团队斩获“九连冠”、
个人全能“一等奖”。他参

与学校的工程制图课程建设，参与全国BIM
技能培训教材的开发，拥有专利两项。程兆
东和团队成员成立了开封市集慧图文设计有
限公司，创业项目“BIM+水利工程协同开
发”获得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扶持资
金9万元。③7

19.魏斐

魏斐，男，27 岁，河南

平顶山人，河南科技大学

车辆与交通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魏斐和团队先后研发
了“新型便携式环保空调”

“新型集成化驱动控制系
统”“多元化智能柔性系

统”等10多个科技项目。此外，他还申报了
8项国家实用型专利，参与2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2017年 5月，他作为“新能源汽
车新型集成化驱动控制系统”项目带头人组
建的创业团队，以省级创意组第一名的成绩
入选全国决赛。③7

20.郑州师范学院残疾人艺术团

近年来，郑州师范学院残疾人艺术团
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2013 年 6 月，参加
中央电视台《舞蹈世界》栏目，荣获周冠
军；2013 年 8 月，参加全国第八届残疾人
艺术汇演获银奖；2014年参加第五届中国
舞蹈节获铜奖；2015年 2月，参加全国第四
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一等奖；2017 年
参加全国第九届残疾人文艺汇演获一等
奖。经过近 10年的摸索，帮助聋人大学生
完成艺术梦想，通过义演的方式聚焦社会
目光。③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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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8日，记者从首届“河南最美大学生”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获悉，在全省
各高校层层选拔、积极推荐的基础上，经过评审委员会的推选，20名候选人（含1个集体）
已正式产生。3月9日起，公众可通过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大河网、映象网、大河客户端进
行投票。

首届“河南最美大学生”宣传推介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委高校工委、省
教育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河南省委共同举办，是省委宣传部
牵头的“最美”系列宣传推介活动之一。开展该项活动，旨在深入发掘和宣传一批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高校学子，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全省高校乃至全社会营造“学先进、争先进、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宣传推介活动分推荐、初评、终评、表彰四个阶段进行。活动启动后，全省各高校高
度重视，层层选拔、积极推荐，共推荐上报94名学生的相关事迹材料。组委会本着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过初评，确定了20名候选人（含1个集体）。

3月9日起，各媒体将集中推介他们的先进事迹，广大群众可通过省教育厅官方网站
（www.haedu.gov.cn）、大河网（www.dahe.cn）、映象网（www.hnr.cn）、大河客户端进
行投票。投票3月18日24时截止。

投票结束后，组委会将组织召开终评会，结合投票情况，最终推选出10名首届“河南
最美大学生”，并将于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举行颁奖仪式，对外公布宣传推介结果。③6

（本报记者）

首届“河南最美大学生”候选人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