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二年级，程兆东因技
术出众成为CAD协会竞赛小
组组长，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成
图技术与创新大赛。最终，他
和他的团队在全国专业技能
大赛中连续斩获了“八连冠”

“九连冠”，个人获得全能“一
等奖”。他还参与学校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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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充气式橡

胶子堤”“一种地下通道入口挡水卷闸门”。在此期间，程
兆东共参加全国、省级、学校技能大赛10多项，用拼搏和
付出诠释着“CAD”工匠精神。在校期间，程兆东先后获
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并获得“高教杯”全国大
学生创新大赛水利类团体一等奖、个人全能二等奖、开放
创意赛二等奖，“高教杯”河南省大学生制图比赛建筑类
尺规绘图和三维建模绘图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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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河南
省“豫创天下”大赛决赛。

2017年，他的团队全年营业额突破 60万元。目
前，程兆东已到世界 500强企业——中国电建集团北
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实习。

★程兆东
22岁，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水利工程学院水电站

动力设备与管理专业2015级2班学生

连续多年获得国家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
校一等奖学金，张永升在同
学眼中是一名不折不扣的

“学霸”。作为一名警校学
子，他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
应变能力，也引发社会对他
的高度赞扬。

2017 年 2 月 19 日，张
永升凭借敏锐的意识和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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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保卫文物免遭围观群众哄抢，在形势危急的时
刻，不顾个人安危，采取一系列措施为相关部门的
文物保护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有利的局
面。张永升还在寒冷的冬夜对古墓进行了两夜守
护，并在墓葬发掘过程中为文物部门提供了重要信
息。

经过有关单位的辛苦发掘，在古墓葬中出土了一
批唐三彩、青铜器、水晶珠、银簪、长剑等珍贵文物，据
有关部门初步估测，当地是一处唐代墓群，坐落着不下
20处古墓葬，具有极大价值。

张永升因挺身而出保护文物的义举，先后被郑州
市文明办授予“文明市民”、被周口市授予“文物卫士”、
被项城市授予“文物保护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荣立
个人三等功一次。

★张永升
24岁，河南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行政管理专业

2014级 2班学生

2014年高考前，张娇的
父亲因病去世，2015年操劳
过度的母亲突发脑血栓，经
抢救后仍半身偏瘫。

在照顾母亲的日子里，
张娇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
无常和生命的无助，第一次
面临照顾母亲、完成学业和
供 养 弟 弟 的 三 重 矛 盾 抉
择。最后她下定决心——
背着母亲上大学，用勤工俭
学和假期打工的方式撑起

这个家。
张娇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跑回出

租屋，给母亲按摩，搀扶着她到院子里练走路，然后
是做饭、快速吃饭、匆匆洗刷，再以奔跑的方式返回
学校学习。母亲吃药、自己上学、弟弟上学，所有的
经济开支全靠她一个人承担。每到周末或节假日，
她总会出去做兼职或打零工，一天工作时间有时超
过 12个小时。

张娇的自立自强、感恩孝道精神感动了很多人。
国家励志奖学金、河南省三好学生、河南省2016年度
文明学生、河南民办教育十大新闻人物、商丘好人、
2015年感动商丘工学院年度人物等一个个殊荣是她
努力的见证。2016年，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组采
访她的事迹，录制成《21岁的顶梁柱》并在中央电视台
播放。

★张娇
24岁，商丘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本

科专业 2014级 1班学生

★杨恒杰
22 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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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恒杰从踏入大学校门起，
便“疯狂”爱上了志愿服务工作。

2014年，刚入大学的杨
恒杰参加了“焦融育苗”广西
支教团，在他心中埋下奉献
志愿服务工作的种子。

大二暑假，杨恒杰组建了
安阳师院首支新疆支教团，历
经4天3夜，长途跋涉4000多
公里，来到新疆阿勒泰地区吉
木乃县开展支教活动。他们

共招收106名学生，开设12门课程，为当地的孩子们打
开了一扇了解大千世界的大门。大三暑假，杨恒杰来到
汤阴县伏道镇中心小学支教，为留守儿童打造“七彩课
堂”，让留守孩子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得到心理上的疏导。

除此之外，杨恒杰还加入学校“红旗渠精神我来
讲”宣讲队，在三年多里，开展宣讲活动百余次，受众超
过2万人，足迹遍及新疆、广西、河北、河南4个省10多
个城市。杨恒杰还先后组织三次“善行100”募捐活动，
共从全校招募志愿者190余人，募集善款1.8万多元。
经过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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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当届我省唯一金
奖，此外还获得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
首届河南省青年志愿服务示范项目等。

杨恒杰的事迹先后被50余家媒体报道200余次，
他本人先后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河南省三好学生、河
南省文明大学生等荣誉。

2011年，刚入高一的吴
人杰罹患Ⅰ型糖尿病。面对
现代医学在糖尿病这种慢性
疾病上难以逾越的鸿沟，正
值青春的他便承受着同龄人
不曾有的巨大压力。

吴人杰虽然也曾绝望伤
心，但并未一直沉浸在无限
的悲痛中，而是用坚强的性
格和乐观的态度，及时从阴
影中走出。

2014年，吴人杰成功考
入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多年来，
他热衷于公益和志愿活动，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帮助了
无数和他面临同样处境的家庭。新乡、郑州、洛阳……
他忘情又无私地帮助全省很多Ⅰ型糖尿病患儿和家庭
直面病魔，重拾信心。

升入大学，他加入宁养义工协会，在扎实学习理
论知识的同时，同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宁养院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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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与哀伤辅导等服
务。通过耐心地关怀，他曾帮助患癌去世老人的孙子
走出失去亲人的悲痛，帮助患癌军人实现重返部队的
梦想。

吴人杰先后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全国优秀宁养
义工、宁养义工积极分子、蓝尼阳光大使、全省教育系
统学雷锋活动先进个人、新乡好人等荣誉和称号。

★吴人杰
22岁，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2014级 6班学生

刘相臣大一刚入学就携笔
从戎，进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吉林省公安边防总队服
役。在部队，他先后被授予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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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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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已被保送至中国科学院遥感

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免试攻读博士研究生。
为了开发“基于正态分布时间函数地表沉陷动态

预测系统”，2016年暑假，刘相臣和他的团队在实验室
里挥汗如雨，最终完成系统开发并登记软件著作权。
他还发表核心论文《基于相似材料模拟实验平台的坐
标框架构建方法及精度分析》、参与“步步高”大学生科
技攀登计划……

刘相臣先后获得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
ICM）一、二等奖，全国大学生GIS应用技能大赛一等
奖，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ECCS）国家二等奖，APM-
CM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暨多校数学建模联赛
三等奖，第六届MathorCup大学生数学建模挑战赛三
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河南省二等奖等。目前
他共获国际奖2项、国家奖13项、省级奖5项……

2017年，刘相臣所在的班级被评为河南省先进班
集体。

★刘相臣
29 岁，河南理工大学测绘工程专业 2014 级 1 班

学生

做一个“创造价值传递
爱”的人，这是魏斐的人生向
往。他先后获国家奖学金、
2017 年大学生创业英雄百
强、中国电信“飞young”奖、
河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河南省优秀研究生干部、河
南省三好学生、河南省文明
学生、河南省优秀应届毕业
生等荣誉。

他和团队先后研发了
“新型便携式环保空调”“新型集成化驱动控制系统”等
10多个科技项目。他还申报了8项国家实用型专利，
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6篇，并参与2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先后获得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银奖、第四届“创青春”中国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铜奖、第三届河南省“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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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河南省第一名
的成绩进行金奖突围赛，夺得第三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银奖。他和团队所研发的
新型集成化驱动系统，目前已成功销售到多家企业，
创造的经济价值在短短三个月内已突破百万元。

★魏斐
27 岁，河南科技大学车辆与交通工程学院车辆工

程专业 2015级硕士研究生

王雅清 2013 年考入河
南农业大学，2014年 9月积
极响应国家参军入伍号召，
携笔从戎，被分配到广州军
区联勤部通信站，成为一名
话务兵。

在军营两年间，她从最
初做不了 10个仰卧起坐到
每 天 600 个 ，从 坚 持 不 了
800米到每日必跑6公里，一
个月记下 3000条话务员条

例和2000多个号码，最终在半年和年终考核均取得第
一名，话务员远程考核取得满分成绩。当时军区流传
着一句话：只要考核，王雅清准能考满分！而王雅清的
目标不是第一，而是做到无差错。两年里，王雅清真正
做到了机上操作零失误，成功接转5万多个电话。服役
两年间，王雅清先后荣获营嘉奖一次、连嘉奖两次，还
获得了“优秀义务兵”荣誉称号，成为军营“新兵王”。

2016年 9月，退役返校的王雅清在河南农业大学
开启人生新征程。她把教室和图书馆当作汲取知识
的“练兵场”，勤学专业知识，辅修法学第二学位。作
为团支书，她把班级当作又一个“一号台”，扎实开展
工作，取得多项荣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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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表现突出，她先后获得河南农业大学“十佳大学生之
大志之星”等荣誉称号，所在班级获“河南省文明班
级”等荣誉。

★王雅清
22岁，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 2015级旅游管理 1

班学生

●● ●● ●●

看，他们是首届“河南最美大学生”

青春榜样唱响青春之歌
有一种美丽叫青春有一种美丽叫青春，，有一种力量叫奋斗有一种力量叫奋斗。。在在““五四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青年节来临之际，，首届首届““河南河南

最美大学生最美大学生””宣传推介活动结果出炉宣传推介活动结果出炉，，1010名大学生和名大学生和11个大学生集体获此殊荣个大学生集体获此殊荣。。

此项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此项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委网信办、、省委高校工委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省教育厅、、河南日报报业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河南省委等部门共同主办共青团河南省委等部门共同主办，，旨在深入发掘和宣传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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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和使命感，，在全省高校乃至全社会营造在全省高校乃至全社会营造““学先进学先进、、争先进争先进、、当先进当先进””的良好氛围的良好氛围。。

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王继东介绍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王继东介绍，，本次活动分推荐本次活动分推荐、、初评初评、、终评终评、、表彰四个阶段进表彰四个阶段进

行行。。通过单位推荐通过单位推荐、、严格筛选严格筛选、、集中宣传集中宣传、、公众投票以及组委会综合评定公众投票以及组委会综合评定，，最终推选出最终推选出

1010名首届名首届““河南最美大学生河南最美大学生””和和11个集体个集体，，这项宣传推介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这项宣传推介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坚持““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根本任务，，积极践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此次活动为首次开展此次活动为首次开展，，以后将每年开展一次以后将每年开展一次。。

这些河南最美大学生这些河南最美大学生，，展现了新时代里大学生的责任与风采展现了新时代里大学生的责任与风采，，是中原大地上一是中原大地上一

道青春的风景线道青春的风景线。。他们是创造未来的青春榜样他们是创造未来的青春榜样，，他们的事迹将激励更多的大学生昂他们的事迹将激励更多的大学生昂

然前行然前行，，感召更多的青年学子建功立业感召更多的青年学子建功立业，，为中原更出彩谱写新的青春之歌为中原更出彩谱写新的青春之歌。。

★马维祥
24 岁，黄河科技学院商学院会计系 2014 级会

计学 3班学生

马维祥的家乡——甘肃
省玉门市独山子东乡族乡曾
是疏勒河项目移民基地，那
里的农户在政府指导下种植
耐 旱 的 黑 枸 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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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学院提供的办公
和仓储场地支持，还获取了
优秀校友一对一的指导帮扶，

建立了河南百草坊商贸有限公司，并于2016年设计、
注册了“金漠湾”商标，引领产品走上品牌化发展之
路。他利用校友提供的电商平台开创了更大的市场，
助力家乡父老脱贫致富，他本人还帮扶了家乡贫困学
子一名。目前，公司一级营销商已有60个，遍布河南、
山东、福建等地，2016 年全年销售额达 183 万，截至
2017年 9月，已与家乡的6家农民合作社建立合作关
系，覆盖2万多亩农地，公司销售额已突破300万元，周
销量已经突破1吨。

马维祥先后荣获 2017年全国大学生创业英雄百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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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创青
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河南分赛暨“创出彩”河南
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铜奖等奖项，并获得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项目扶持基金2万元、河南省教育厅大学
生创业扶持基金10万元。

★闫畅

21岁，郑州大学工程力学 2014级 5班学生

闫畅来自一个小山村，出
生时手脚便带有先天残疾。
生活的压力让闫畅选择了自
立自强、刻苦求知。

他是一个“科研狂人”。在
郑州大学机器人实验室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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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二暑假，他泡在学校实
验室近两个月，他和团队吃住

在实验室，从三维模型的建立，到零部件加工，再到整机
组装……他们看过夜晚1点到5点每个时段的郑大。

2015年10月，闫畅和团队参加2015中国机器人大
赛暨robocup公开赛，与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全
国387所高校的1983支队伍同台竞技，斩获水下对抗项
目冠军。在他担任实验室负责人期间，团队获得了发明
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8项，取得国家级科技创新奖
励20余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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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华中二赛区一、二等奖，
2016年“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河南省金奖，第十三届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河南省一等奖
等，共获国际奖1项、国家奖5项、省部奖4项……

在校期间，闫畅还获得2016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提名奖，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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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师范学院残疾人艺术团

代表人：牛超群 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本科生

2009 年 9 月，郑州师范学院残
疾人艺术团成立了。他们身残志
坚，以最美的舞姿惊艳全国。

目前，艺术团有100余名表演学
生，成员以特殊教育学院聋人大学
生为主。

2013 年 6 月，郑州师范学院残
疾人艺术团参加中央电视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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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舞蹈《妙手生花》荣获
金奖，舞蹈《龙·国·梦》荣获银奖；

2014 年 11 月，参加第五届中国舞
蹈节、第九届“荷花奖”现代舞、当
代舞比赛荣获铜奖；2015 年 2 月，
参加“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荣获一等奖；2015 年 4 月，
参加中央电视台《出彩中国人》节
目，荣获“年度总冠军”，并荣获“年
度出彩之星”称号；2017 年 8月，参
加全国第九届残疾人文艺汇演，舞
蹈《黄河儿女》《追梦》双双获得一
等奖。

2014 年 10 月，参加“河南省第
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荣获优秀
创作奖，表演一等奖;2017 年 6 月，
参加第九届河南省残疾人文艺汇
演，荣获河南省一等奖。

经过近 10年的摸索，郑州师范
学院残疾人艺术团旨在帮助聋人大
学生完成艺术梦想，通过义演的方
式聚焦社会的目光，宣传党与国家
发展残疾人事业的方针政策，呼吁
社会对残疾人投入更多关爱，让他
们拥有教育平等、就业平等的机会，
使他们自立、自信、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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