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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016年获批“河南省民办高校品牌专业”，拥有较完备的
电视演播厅、播音实训教室、备播室、非线性编辑室、高清数字
制作工作站等专业教学设施和条件，能够满足学生的专业学
习和训练需要。

播音与主持专业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性和省、校级学
科竞赛，历届学生在各类竞赛中获奖200多项，每年定期组织
学生进行“阶段性专业汇报演出”和“铸音——毕业专业汇报
演出”，打造品牌，展示学生风采，展现教学成果。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2017年获批“河南省民办高校品牌专业”，拥有全媒体高
清专业电视演播厅、非线性编辑实训室、摄影摄像实训室、媒资
管理系统工作站、专业录音室棚等校内实训实验设施，增加了
4K高清摄像机、单反照相机、航拍飞行器、专业外拍套装灯具、
柔性滑轨、移动摄像稳定器等一批供教学实训用的专业设备。

学院鼓励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参与全国和省内外各级
各类专业大赛和学科竞赛，同时，指导学生积极参加科学研
究、社会实践、校内外各类比赛，历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
生在各类大赛中获得各类荣誉193项。

会计学专业

会计学专业2017年被评为“河南省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品
牌专业建设点”，财务与会计教研室被评为“河南省高等学校
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作为民生学院重点发展专业，会计学专业于2003年 7月
开始招生，学制 4年，已培养毕业生 1362人。近几年报录比
达 600%，超过二本线学生达 80%以上，学生毕业就业率
97.6%，在学院所有专业中名列前茅。近三年来，会计学专业
取得了丰富的办学成果。学生积极参与各类专业竞赛，获得
各级各类获奖励200余项。

英语专业

英语（师范）专业自成立以来，招生录取上线率居高不下，
第一志愿报考率每年均达200%以上。

英语专业教师师资雄厚，教学人员学历、职称层次较高，科
研能力突出，科研成果丰硕。近年来英语专业学生获得多项国
家级、省级英语演讲比赛、英语辩论赛的奖项近20项。其中代
表性的有“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全国三等奖1个、省级
冠军1个、省级一等奖2个、省级三等奖1个；“外研社杯”全国
英语写作大赛省级一等奖2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1个；“外研
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省级三等奖1个；全国大学生英
语竞赛国家级奖励23人，河南省翻译竞赛省级奖励28人等。

环境设计专业

环境设计专业自成立以来，招生录取上线率居高不下，每
年均达200%以上。2016年被河南省教育厅确定为河南省民
办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环境设计专业以“重基础，宽知识，具有创新精神与全面
文化素养的提升”为宗旨，以“注重基础性、关注前沿性、强调
应用性”为理念，秉承“实践与理论并举，学识与设计相承”的
原则，积极推动校企合作，改革教育模式。

近年来，环境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0%
以上，就业途径逐渐拓宽。

人文分院院长高继海教授

高继海，1995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并获博士学位，

1996 年任教授，2000 年任博士生导师。2008 年起任中国英国

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1998 年至 1999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2009 年至 2010 年在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现为河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原院长。目前，高继海教授受

聘于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担任人文分院院长。

高继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小说和西方文论。承担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文学中的英国史》和教育部回国人员

项目《英国工人阶级文学的发展与演化》。出版学术专著《伊

夫林·沃小说艺术》《英国小说史（中文）》《英国小说史（英文）》

《英国小说的流变》《历史文学中的英国王室》等。译著《获诺

贝尔奖的女性》获第七届中国图书金钥匙二等奖，《英国小说

史》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商学分院院长刘建中教授

刘建中，河南项城人，197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并留校任教。

1996年任河南大学会计研究所所长，商学院会计系教授，会

计学、审计学、MPAcc硕士点首席导师，国民经济学、企业管理和

MBA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教学名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通讯评审和成果鉴定专家。曾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五、六、七

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兼大学部副主任，

河南省会计学会理事会第五届副会长，河南省管理会计学会常

务理事、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东北财经大学财务与

会计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天津财院，河南财大等院校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主席，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工程学

院等院校兼职教授；东方银星（河南冰熊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完成国家重点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软科学及市

厅级项目41项，出版会计学著作和教材16部。

目前，刘建中教授受聘于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担任商学分

院院长。

艺术分院院长赵振乾教授

赵振乾，1982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并在南京艺

术学院书法研究生课程班进修，长期从事书法理论研究与创

作实践，作品入选全国第四、五、六届书展；全国第三、六、七届

中青年书展；全国首届篆刻展；全国首届刻字展；全国各类精

品展、名家展等，也多次入选中美、中意、中日、中韩、中新交流

展及国际性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中

国书法》等报纸、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著作、教材

11 部。获“全国第七届电视教育优秀节目展播”一等奖（书法

讲座）；河南省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美术专业教材总主

编；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教材（河南地方内容部分）主编。

2010年以来，多次担任全国及省级书画展览评委。

目前，赵振乾教授受聘于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担任艺术分

院院长。

2014级环境科学专业 2B315宿舍
冯晨潇、贾兵兵、刘晓静、杨潘青、刘幸

春、刘祎丹
岁月匆匆，转瞬即逝，毕业悄然而至。

民生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刻上了一段不平

凡的记忆。依稀记得我们在教室、图书馆、

实验室中留下的孜孜不倦的身影；依稀记

得操场上我们挥汗如雨的场面；依稀记得

老师的谆谆教诲；依稀记得这里纯真的友

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收获的，如我们所

愿的我们都收到了目标院校的研究生录取

通知书，成了一名准研究生，因此在民生学

院我们留下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韶华。

在这备考的一年中，我们经历着身体

和心理上的压力，但也沐浴着来自学校、学

院、辅导员老师和室友关心的雨露。

我们学业有成，离不开母校的悉心栽

培。感恩学校，因为她给我们提供了锻炼

自我的机会，在进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之

前，我们都还没有脱离稚嫩的心智。学校

就像第二个家，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

希望，并为我们的未来铺垫了道路。

母 校 ，用 理 性 的 思 辨 和 对 人 文 的 关

注，教育出了一批批善于思考、勤于钻研、

理论和实践同样出色的学生。我们应该

感谢母校领导和老师四年来对我们的关

心和教育，是你们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的

大学四年没有虚度；是你们的辛劳，让我

们拥有今天的成果；是你们的鼓励，让我

们面对挫折，砥砺前行。

岁月会随着时间流逝，但这段青春的

记忆我们会永远铭记。岁月无痕，但人有

意，这段青春，我们无悔。

2014级土木工程专业5B437宿舍
董茂森、王夏伟、任冠州、弓喆
随着录取学校官网上拟录取名单的

公布，很荣幸我们寝室的四个人都考上了

研究生，成为全研宿舍。回顾一年的备研

时光，实属不易。

考研初期，我们四个人对未来都充满

了迷茫，不知道该干什么，该怎么做，但越

来越少的时间迫使我们做出了决定，那就

是参加研究生考试。做出这个决定后，为

期一年的考研时光开始了。

我们宿舍四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结

伴去自习室学习，这样有不会的题目可以相

互解答一下；在我们寝室，头一天晚上都会

约定好第二天几点起床去学习，第二天早上

假如有哪个人赖床，另外几个人都会把他从

被窝里拉出来，毕竟考研路上不能太懒惰。

在考研路上，学校和老师也给我们提

供了很多帮助。在暑假期间，学校的餐厅

留了几个窗口，为留在学校复习的学生提

供三餐；宿舍和自习室里，还开着空调，让

我们这些考研的学生能在这炎热的环境

中，安心去学习；在考研期间，学校还请了

一些考研名师，来为我们解答考研复习中

的疑题；在复习专业课的时候，当遇到不会

的问题时，专业课老师也会耐心地给我们

解答。还有我们宿舍楼的宿管和教学楼的

楼管，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我们能考上研究生，也有辅导员的功

劳，她是我们考研路上的助力之一，犹如明

灯一般，指引我们在黑暗中前行。考研初

期，辅导员召开班会，为我们讲考研的事项、

该如何备战等等，有一次还请了几个考上研

究生的学长来为我们讲考研的经验；考研中

期，有时会心情低落，甚至会想到放弃，这个

时候辅导员就会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做心

理辅导；考研后期，大家心里没底，辅导员就

把我们召集起来，进行考研前的动员，叫我

们好好准备，放松心态，以平静的心情去参

加考试。在此，我们想对她说一声，谢谢！

我们考研成功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学习

努力，还少不了学校和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和

鼓励，以及父母对我们的关心，正是有了这

些助力，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学习的圣地 研究生的摇篮
——民生学院今年再次涌现出两个“全研”明星宿舍

十五年芳华路
——看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如何铸造国内高水平独立学院

精彩故事

热点关注

名师风采

品牌专业

高水平师资 培养高素质人才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部分名师风采展示

考上研究生，使自己踏上更高的平台已
成为许多人心之所向。一直以来民生学院高
度重视学生的考研工作，无论是学院领导，还
是一线教师都竭尽全力，从各方面为学生提
供最优质的考研服务。学院学子们更是铆足
了劲头，坚持不懈地在考研这条路上努力着、
拼搏着。在学院的助力下，学院学生的考研
成果更加丰硕，今年，学院毕业生中有近600
人成功考取国内外高校研究生，其中有近
150名同学考取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
学等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更有近20名同
学考取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英国莱斯特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

近几年，学院共涌现出十余个全部考取
研究生的明星宿舍，在往届学长学姐们的优
秀事迹的激励下，在同学们的不懈努力下，今
年学院再次涌现出两个全体考中研究生的明
星宿舍，分别是 2014 级环境科学专业
2B315 宿 舍 和 2014 级 土 木 工 程 专 业
5B437宿舍。这两个宿舍的同学分别被华
中师范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河南大学等知名
院校录取。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他们的考研故事吧。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已成长为国内高水平独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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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浩麟

漫漫求索十五载路，春华秋实满园香。
近日，在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

《2018中国大学教学质量评价报告》中显
示，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在河南省的独立学
院中教育教学质量最高，雄踞校友会2018
河南省独立学院教学质量排行榜榜首，在
全国近300所独立学院中，排名第21位，进
入中国高水平独立学院行列。

成立于 2003年的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一路走来——可能当初谁也不曾想到，一
个只有 5个本科专业，第一批学生还不到
200人的学院，如今发展成为 7个二级分
院、46个本科专业，涵盖文、理、工、经、管、
法、医、教育、艺术等九大学科门类，省级重
点学科 1个，省级特色专业4个，省级品牌
专业 5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
个，在校生 1.5万余人，已发展成以本科教
育为主体、应用型学科门类齐全、专业结构
合理、综合实力较强、办学特色鲜明的应用
教学型独立学院。

在这“井喷”式的发展背后，用披荆斩
棘、乘风破浪来形容民生学院人的努力并
不为过。举个例子：为了建设学院自己的
校区，在3月才打下第一个桩的情况下，民
生学院领导带领员工日夜工作在工地，最
终实现当年10月初 4000名新生顺利入住
新宿舍楼……

跨越式发展，让民生学院快速成长。

新生

2003年9月8日，民生学院迎来自己的
第一批200名学生。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
历史时刻更不能忘记：

2009年9月16日，河南大学与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强强联合、共同建设
民生学院，掀开了学院快速发展的新篇章。
这种强强联合的办学模式，得到了时任中央
领导李长春与教育部领导的肯定与支持。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创办教育的媒体机
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依托省部共建高校和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河南大学优质的教
育资源，借鉴集团先进的管理理念，使民生
学院拥有得天独厚的建设发展条件。过去
的8年时间，用一个词语形容民生学院的发
展，那就是“又快又好”：

规模——2010年起，每届招生规模突
破4000人；学校的“大学范儿”初现：目前学
院拥有在校生 1.4万余人，45个本科专业，
覆盖文、理、工、经、管、法、医、教育、艺术九
大学科门类，拥有省级重点学科1个、省级
特色专业4个、省级精品课程3门。

教学——办学以教师为主体。民生学
院始终把培养质量作为学院的生命线，在着
力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同时，又选聘河南
大学最好的教师为学生上课。目前，学院任
课教师中，教授、副教授占57%，具有博士、
硕士学位的占 83.5%。在全国四六级英语
考试、全省英语专业八级考试、计算机应用
能力考试中，学院学生一次性通过率年均高
出全省同类院校平均水平 4~6个百分点；
今年，学院学生考研上线人数达到 800多
人，近 600人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几年
来，学院先后共涌现“全研宿舍”20多个，被

社会誉为“研究生的摇篮”。
生源——学生质量不断提高。连续多

年，民生学院生源质量年年在省内同类院校
中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录取的学生，文科
均高出本科分数线40分以上，理科均高出
分数线50分以上。2017年，在河南省本科
二批、三批首次合并招生的背景下，学院文
科录取分数高出省二本线61分，理科高出
省二本线64分，在省内二本院校中综合排
名位居第17位。

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使学院先后获
得中国十大品牌独立学院、全国先进独立学
院、全国最具活力与影响力独立学院、河南
省最具综合实力民办高校等荣誉称号。

而民生学院人谋划更多的是未来：在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以及更久的时间里，民
生学院将定位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立
足于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着眼于内涵式发
展，围绕全国一流独立学院的建设目标，突
出办学特色，注重培养质量，凝炼办学理念，
走上一条特色办学的健康发展之路。

特色

民生学院十年的办学历程，其实就是
一个特色办学的过程，更是一个大学实现人
才社会应用的过程。

从民生学院的各个学科课程设置，可
以清晰地发现，课程与市场和社会需求结合
得很贴近，而自身实际、资源配置又实现了
动态调控，使专业特色得到进一步突出，实
现专业品牌的不间断铸造。

教育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个性，允
许适当转专业，是民生学院的又一特色。学
院为一年级新生提供转专业的机会，给那些
因志愿填报等原因进入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的同学新的机会。

学院提出，在师资实验条件充足、保证
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满足每位学生
需求。“学院要坚持以学生为本，为学生的个
性学习、兴趣发展提供足够宽松的外部环
境。”民生学院负责人说，“独立学院人才培

养目标是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要在市场上
对口、对行、对岗。”

近 3年，学院为加强学生创新实践能
力，启动了百余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
目。学生在省、全国大学生“蓝桥杯”比赛、
电子设计大赛、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了优异
成绩。3年来，全院学生共获得国家级奖励
300余项，省部级奖励800余项。

在特色办学、个性化发展的教学思路
下，15年来，民生学院已经向社会输送了2
万多名毕业生，年就业率均达到90%以上，
并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很多毕业生任职于
世界知名企业和国内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
重要岗位。

在管理方面，除了学习上的培养，学院更
注重心理健康教育。比如建立大学生心理档
案、心理问题筛查、咨询、跟踪、危机干预一体
化的工作机制，实施心理咨询进公寓工作机
制，科学完备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造就了民
生学院的学生们积极、上进的精神面貌。

丰富的实践平台，也使得民生学子具备
更全面的综合素质，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更
加从容。学院先后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宇
通集团、天瑞集团等200多家实力雄厚的企
事业单位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实现学生理
论知识与实践的融合；学院还先后建立暑期
社会实践基地202个，遍布全省中小学校。

芳华

作为青年人云集的地方，民生学院该
拥有什么样的品位？学生又该拥有什么样
的发展环境？

这些问题可以让社会效果一一来回答。
2015 年起，学院开始设立“民生大讲

堂”，邀请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术大师和河
南大学本部的名师来校进行高水平的学术
讲座、专题报告，并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开
阔了学生们的学术和社会视野。

同时，学院致力于加强文化建设，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2018年，学院新增书法学专
业就是要响应国家号召，将中华文明传承下

去，并发扬光大。学院还开展丰富多彩的
“团日活动”培养学生，教育学生，强调立德
树人，秉承“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河南大
学校训，引导学院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做建设新时代的新青年。

学院蒲公英志愿团队，四次荣获河南
优秀青年志愿服务团队；学院品牌文化项
目精彩纷呈，每周末都有文化广场、每月都
有专场文艺演出，而校园短剧大赛、个人才
艺大赛、科技文化艺术节、英语演讲比赛、
书画摄影比赛等，成为校园文化中的一道
靓丽风景。活动的开展，打造了良好的院
风，推进了学院文化软实力提升，强化了对
师生的人文关怀，营造了和谐稳定的发展
环境。

15年办学历程，以基础建设为办学支
撑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按照“一环两心，两轴三组团”规划的多
功能生态化、园林化、数字化校园已投入使
用。目前，学院占地 500 余亩，建筑面积
25.7万平方米。幽雅的环境，齐全的功能，
浓厚的人文气息，低碳环保的建筑群落，处
处彰显了学院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
水平建设、高效率管理的建设理念。学院的
多个教学实验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为学
院不断吸纳人才、完善机构，为学院未来的
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砥砺前行，铸就辉煌。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单位、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独立学院工
作部副部长单位、中国独立学院协作会副会
长单位的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一路走来，十五
年历程，书写着民生人栉风沐雨创业的满腔
豪情；一幅画卷，描绘着民生学院蓬勃发展
的成就与辉煌。

十五年风雨兼程，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在开封这座古老的城市
里绽放着属于自己的青春“芳华”，为新时代
注入新鲜的活力。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以他们高瞻远瞩的
睿智视野，规划着学院灿烂的明天，放飞美
好的民生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