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志正 李传荣 杨振东/文 霍清廉 王永林/图

10月 25日晚，河南大学首届郑州最美校友
颁奖典礼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举行，河南大学党
委书记卢克平到场颁奖。

获奖者有 10 名个人和一个集体：年仅 54
岁,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忠诚干净担当的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庆军；百岁高龄仍坚持
坐诊，我国眼内异物研究奠基人，眼外伤专业
学术带头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专家
张效房；在河南大学任教 40年，悉心培养出马
国强、李伯安、肖红、谢冰毅、李明等美术名家，
在河南乃至全国美术界掀起“河大旋风”的版
画家和国画名家王威；创建了“武秀之唱法”

“中国声乐学派”和“三结合”歌剧音乐剧演员
培养模式的河南大学音乐教授武秀之；成功创
建民办美术高校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
学院的旅欧华侨王福祥；担任编剧的电影五次
荣获国际大奖，以一系列贴近现实的中国故事
打动人心的著名作家孟宪明；建设工程斩获近
40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等
全国性荣誉称号的河南第一建筑工程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刘定国；闯出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新路，为河南乃至全国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提供了“机电方案”的河南机电职业
学院党委书记张震；全国跨境电商的发起者、
先行者、引领者，河南开元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河南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徐平；帮助过无数困难家庭孩子、外
来务工农民子女等走出困境的“陇海大院”爱
心支教志愿者、郑州市“一代天骄家族亲子读
书会”负责人刘艳玲；帮扶荥阳市高村乡刘沟
村脱贫致富，让“河阴石榴”名扬全国的刘沟扶
贫兴农工作组（集体）。

会长赵志正在致辞中表示，为给河南大学学
子和校友树立一批身边的榜样，共同为实现中原
更加出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今年2月23日，在2019年年会上启动该
活动。在郑州5万多名校友中，寻找遴选社会贡
献大、行业影响力强的10位校友。经广泛宣传，
公众推荐，深入调查，层层筛选，公开投票，举手
表决等多种形式，最终这10名个人和一个集体
胜出。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李庆军

李庆军，河南大学 82级政教系校友，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4年多的时间里，身患尿毒症的李庆军每天
靠透析维持生命，却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在
他生命的最后 8个月，李庆军审判团队共结案
360件，占全庭总结案量的三分之一，仅他个人
就结案121件；换肾手术前一刻，他还接连给同
事打了 13个电话叮嘱案件细节……2018 年 9
月 28日，李庆军生命年轮定格在54岁。

人们说，他是著名的“三不法官”：不向领导
伸手，不向同事朋友伸手，不向当事人伸手。一
生坚持法律原则，承办案件无一错案，无一上
访。最高人民法院追授他为“全国模范法官”，
中共河南省委追授他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张效房

张效房，1945年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眼
科泰斗，“全国最美医生”，“中国好医生”。如今
百岁高龄，仍坚持在医疗、教学、科研一线工
作。他的成就，如泰山仰止。他在眼内异物定
位与摘出的研究方面有 36项发明和创新。“张
效房法”被定为国际领先水平，并被誉为中国眼
科学对世界眼科事业的两大贡献之一。他首创

“手法小切口白内障摘出手术”，简化白内障手
术，被定为“视觉第一中国行动”规范术式。他
还是我国最早开展角膜移植术研究的少数专家
之一，他设计并开展的“深板层角膜移植术”较
西方强调此手术早30余年。新中国成立初期，
沙眼曾占致盲原因的首位。1958年，全国沙眼
防治工作会议上，在沙眼防治上成效显著的他
代表河南做“沙眼防治工作经验及河南省限期
消灭沙眼规划”的学术报告和政府工作汇报。
在教书育人方面，他编写医学专科班、外科本科
班、五官专科班和普通本科班等不同性质的眼
科学教材10余部。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王威

年届九旬的王威,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著名的
版画大师，山水画大家，德高望重、高徒辈出的
教育家。他在河南大学从事美术教育40年，培
养出了马国强、李伯安、王宏剑等许多高徒，在
美术界掀起闻名遐迩的“河大旋风”。

王威创作的国画，突破传统技法，在山、石、
树、光的表现手法上大胆创新，开中国山水画之
新风。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已在全国美术

界崭露头角，他的作品曾15次参加全国展览，并
在俄罗斯、日本、英国、西班牙等国和中国香港、
台湾等地区展出或公开发行。他创作并发表的
版画作品有100多幅，其中《马克思》《在难忘的
日子里》《听涛》等 14 幅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96年5月，他获得“鲁迅版画奖”终身殊荣。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武秀之

87岁高龄的武秀之，长期在河南大学从事
教学科研，曾被评为“河南省最美教师”。从教
60余载，她培养的学生数以千计，其中不乏小
香玉、孙卫国等优秀歌唱家和戏曲名家。

武秀之探索形成的“三合一”“一演三”唱
法，是声乐艺术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西洋歌
剧、民族歌曲、中国戏曲，是差异巨大的三种唱
法，打通这三种唱法之间的壁垒，让同一个演唱
者融会和贯通这三种唱法，实现中西音乐唱法
大融合大突破，被人称为“世界奇迹”。

1959年，武秀之在武汉聆听了毛泽东主席
关于立足民族音乐、吸收西洋音乐的指示和嘱
托，遂开始了音乐科研的“万里长征”。1982
年，她独创了闻名世界的“假声位置真声唱
法”。运用这种发声方法，可在不讲换声点的情
况下，演唱西洋歌剧、民族歌曲和中国戏曲。该
成果不仅摘取了音乐界“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桂
冠，还让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茶花女”“白毛
女”“七仙女”“三女合一”构想成为现实。

1989年，武秀之以“三合一教学法”为主要
训练手段的《声乐教学改革与民族歌剧专业的
创立》成果荣获首届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王福祥

王福祥，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
董事长。河南大学63级美术系校友。

1988年他自主创业，辗转美国及欧洲各地
发展商业。有了原始积累的他没有忘记母校，
捐资成立了福祥基金会，用于奖励青年教师和
优秀学生。2000年，在国家“科教兴国”、鼓励
社会力量办教育政策感召下，他毅然回国，投资
创办郑州轻工业学院易斯顿国际美术学院。

近20年间，他牢记河大校训，认真办学，使
学院招生和就业在同业中遥遥领先，不少学生
成为业内知名人士，学院也发展成为我省唯一
一所相对独立的、艺术专业比较齐全的美术院
校，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美誉度。

由于办学业绩突出，王福祥获评“2003年
度归侨成功创业人士”“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获得日本富士美术馆授予的

“为美术事业奉献者”金奖；获得俄罗斯艺术科
学院荣誉院士并被授予金质奖章；被俄罗斯苏

里科夫美术学院聘为高级教授。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孟宪明

孟宪明，河南大学77级中文系学生。
十几岁时，孟宪明读了小说《烈火金刚》后，

立志成为作家或说书人。19岁高中毕业后偷
偷开始写作练习。他说：“真正引领我走上写作
道路的，是母校河南大学。如果人生像一架杠
杆，那么河大就是我的支点，她帮我撬起文学的
世界。如果人生像一场永无止息的拉力赛，河
大就是我的加油站。”

在 40余年的写作生涯里，他创作了 800多
万字的文学作品，主编了 800多万字的学术著
作。先后出版和拍摄的作品达50部之多，多部
作品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由他编剧的电
视剧和电影多次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国际
电影节大奖。其中《念书的孩子》《花儿与歌声》
在当代青少年题材作品中“叫好又叫座”。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刘定国

河南一建集团公司成立于 1951年。从省
委老办公楼到人民会堂，从郑州百货大楼到郑
州市体育馆，河南一建集团还建造了河南第一
个汽车制造厂、第一座污水处理厂、郑州火车站
广场上郑州第一座摩天大厦——中原大厦、郑
州国际机场第一座航站楼。

从文化路河南农业大学教学楼到河南大学
新校区、中原出版集团办公大楼到在建的西四
环快速路立交桥，河南一建一直在路上。

从省长优质工程再到获得一大批的鲁班
奖，一栋一栋接一栋，一程一程又一程，他们用
钢筋混凝土铸成了城市的高楼大厦，他们用钢
筋混凝土一样的精神和思想，铸就了企业发展
的丰碑。

刘定国，1979级河大政教系学生。从1983年
毕业到2009年接任河南一建总经理，再到2015年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一肩挑，风雨征途中，他
一直践行着河大校训“明德新民 止于至善”，发扬
着“铁塔牌”的河大校友弘毅的铁塔精神！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张震

张震，河南大学地理系 86届毕业生，现任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从任院长到做党委书记，张震大胆摒弃“关
门办学”、固态思维，引领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把
学校办到公司、工厂、产业聚焦区，把校外的“大
国工匠”请到学校，把优秀企业的车间、设计室
搬到学校，让学校师生勤动手、重实战、善创新，
将校外优质资源汇入学校，从而源源不断地为

社会培养出一批批动手能力强、技术精湛、敢于
创新善于创新的“新蓝领”。

他带领全校师生闯出一条条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新路：创新推出建工厂式学院、办产业式
专业、开发技术式课程、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

“三式一型新模式”，勇敢探索融体制、融体系、
融课程与产、学、研、创综合体有机结合的“三融
四综新思维”，大力推进分布式办学，开创职业
教育的“线场模式”，为河南乃至全国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提供了“机电方案”。

与此同时，他引领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实现
了“从老校区向新校区、从中职向高职、从市级
文明单位向省级文明单位”“从千人规模向万人
规模、从高职向示范性高职、从大专向应用型本
科（联合培养）”的两大跨越，使学院成为全省乃
至全国职业教育高校的佼佼者。

由于贡献突出，张震被授予一系列荣誉：全
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全国机械行业职业
教育卓越贡献人物、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
河南省教育厅优秀管理人才、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河南省突出贡献教育人物”……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徐平

徐平，199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外语系，现任
河南开元国际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省进口
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作为民营企业家，她胸怀家国，毅然放弃国
外生活，积极投身祖国改革发展大潮，践行跨境
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保税模式，提出建设“中西部
进出口酒类展示交易分拨中心”理念，打造中部
最大的进出口酒类展示交易中心一站式通关服
务平台，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进口环节的操作费
用，实现“永不落幕的展览会”这一概念，积极践
行河南“买全球 卖全球”目标，为河南改革开放
和消费结构升级作出了重大贡献。

2019年 8月 29日，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
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名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获得国
家“优秀建设者”荣誉称号，这其中就有徐平。
今年 3 月，她刚刚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标
兵”荣誉称号。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上，徐平作为火炬传递手，再次绽放
华彩。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刘艳玲

2004年以来，在郑州的社区、企事业单位
及大中小学课堂，一直活跃着爱心支教志愿者
刘艳玲的身影，她用自己的行动帮助社区孩子
们，通过爱国、感恩、孝敬父母的自传性讲座感
动着人们。

熟悉刘艳玲的人都知道，她做好事并非心
血来潮。“父亲是个老共产党员，打过仗，身上有
很多伤疤，一生乐于助人。”受父亲影响，刘艳玲
自小就懂得爱国、助人的重要性。初三时母亲
患病瘫痪在床，刘艳玲只能辍学在家，凭着坚强
的意志，她一边照顾母亲，一边自学高中课程，
如愿考入河南大学外语系。

1995年大学毕业后，刘艳玲当上了英语老
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成为陇海大院爱心团
队的一名志愿者。多年来，刘艳玲组织河南多
所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支教、帮
困、助残活动，先后在社区、大中小学校义务开
办讲座 300多场。她还组织创办爱心企业，开
展山区留守孩子和特困家庭帮扶活动。

郑州市“一代天骄家庭亲子读书会”是刘艳
玲创建的一个公益组织。读书会从最初的 5个
家庭发展到目前的30多个。她还联合社区、学
校举办故事大王比赛、征文比赛等，在碧沙岗公
园、商代城墙遗址开展户外阅读和形式多样的
读书会，受到多方赞誉。这个项目被全国妇联
评为最有推广价值的公益项目，她的家庭也被
中国妇联授予“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河南大学郑州“最美校友”刘沟
扶贫兴农工作组（集体）

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征程上，河南大学
郑州校友唱出一支支感人的奉献之歌。

2004年，在原会长马宪章带领下，成立了
郑州市荥阳刘沟（第十村民组）扶贫兴农工作
组，抱定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的奋斗目标，
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扶贫工作。如今 15年过去
了，扶贫工作组全体校友坚持不懈地努力，刘沟
村产业扶贫开发出的“河阴石榴”享誉全国，刘
沟也摆脱贫穷落后成为富裕明星村。近年来，
刘沟村全面脱贫之后，以陈书栋校友为代表的
工作组又明确提出了“一村带三村，三村带十三
村”的脱贫攻坚计划，带动荥阳市北部邙岭周边
各村实现了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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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河南大学首届郑州“最美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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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平为张效房颁奖

卢克平为王福祥颁奖

卢克平为孟宪明颁奖

卢克平为刘定国颁奖

刘沟村党员代表到会祝贺

颁奖会现场颁奖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