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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年的历史沉淀，
郑大人的“求是 担当”

郑州大学的发展经历了 1928 年
以来的 92年办学历史，分为三个发展
阶段。首先是起步建设阶段，1928年
到 1996 年，合校前的原郑州大学、郑
州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都形成了
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本硕博的培
养。

第二个阶段是高水平建设阶段，
以老郑州大学进入国家“211工程”重
点建设高校为标志，20 年的“211 工
程”建设，20年的高水平发展，也使得
我省唯一“211”载入史册。

2016 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从我省
布局“双一流”建设，到 2017年 9月国
家把郑州大学列入 42 所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序列。郑州大学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开启了郑州大学乃至河南高
等教育发展新征程。

医学创始。郑州大学医学的创始
源于 1928年，1952年河南医学院独立
建 院 ，1984 年 河 南 医 科 大 学 成 立 。
1928 年，医学的几位创始人，在河南
办了医学的本科教育，开创了河南医
学高等教育的先河。抗战时期，医学
院辗转多地、救苦救难，艰苦卓绝的奋
斗历程，也形成了郑大人最初“求是
担当”的集中表现。林州记忆。林州
是食管癌的高发地，周恩来总理指示
在林州建立食管癌防治的研究基地。
当时河南的医疗队以河医专家为主，
到今天 60多年来，他们依然奋斗在食
管癌防治的战场上。老河医。老河医
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1952年院系调
整，1958 年整体搬迁至郑州，1984 年
更名河南医科大学。老河医成为人们
心中永远的记忆。最大医院。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实际上是一个医疗集
团，3个院区床位超过 1万张。在最新
的“复旦版”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上，
郑大一附院位列第 22。

学科高地，从医药院到医学科学
院。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始建于
1962 年，2007 年由原“河南省医学科
学研究所”更为现名，早期有沈琼先
生、买凯老师、杨观瑞老师等一批代表
人物。2014年，郑州大学创立医学科
学院——国际化示范学院，集学科、科
研、研究生培养于一体，英国医学科学
院尼克·莱蒙院士为院长。郑州大学
的医学培养了两位院士校友，阎锡蕴
院士和王俊院士都是郑州大学本科毕
业生。

出征武汉，最美逆行者。今年疫
情突发，郑州大学附属医院系统有
192 位同志支援湖北，新华社记者拍
了郑大二附院支援武汉医疗队出征时
的照片，并向全世界发了通稿。他们
坚定的眼神，在大难面前的承担和情
怀，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郑州大学创立。在 1954 年—
1956 年期间，经历了山东大学—河南
大学—郑州大学的发展足迹。创始校
长是嵇文甫先生，中国科学院社会科
学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史学
家、教育家，被誉为“河南学术界一面
伟大的旗帜”。原郑州大学在河南的
高等教育历史上，特别是郑州大学作
为河南唯一“211 工程”建设高校，非
常具有标识性，确立了郑州大学河南
高等教育标杆的地位和作用。

院士的选择。霍裕平院士为什么
选择郑州大学？当时，他作为著名科
学家选择了郑州大学，一个是他对教
育的挚爱，更确切地讲，是对河南教育
的热爱。霍裕平院士的父亲霍秉权先
生是物理学家、教育学家、科学大家，
他创始了郑州大学的物理学科和物理
系。后来，霍裕平院士又接过了接力
棒执教郑州大学，成为第一位到河南
省高校任教的全职院士，院士选择成
就了服务郑州大学的佳话。

五位院士。吴养洁院士是中国科
学院院士，是河南本土培养的第一位
院士，今年已经 92 岁高龄，仍然坚持
到实验室工作。郑大化学学科培养了
一大批杰出人才，包括丁奎岭院士、刘
中民院士、席振峰院士和李朝军院士 4
位院士。

先生意愿。钟香崇院士 80 岁的
时候到郑州大学工作，开创了郑州大
学的高温耐材研究。先生在生命弥留
时刻，遗愿是把他全部的积蓄捐给学
校，令人深受感动。这种支持和鼓励、
这种精神力量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
富。

校友企业。建业集团的胡葆森校
友曾说:“我开个头吧，捐款支持母校
的发展。”他有个很好的理念，就是坚
持深耕河南，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正商集团的张敬国校友捐了 1.1
亿元的资金给郑州大学，用实际行动

表达了“母校是感情归宿”的深厚情
感。

原郑州工业大学创立。从1958年
新乡师范学院设化学工程系，到 1959
年的天津大学、大连工学院参与成立河
南化工学院，一直到1963年，基于原郑
州大学工科为主的郑州工学院的创立
——原化工部六大学院之一，肩负了
河南工业化的责任。化工六院在老化
工的高校里面具有特别地位，作出了
突出贡献。

服务产业。上世纪70年代的郑州
工学院，通过“产学研合作”建立了年产
3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50年后发
展至年产超过50万吨的先进的现代化
合成氨企业，在我国香港和新加坡上市
的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1992年
成立校办企业“郑州乐喜施磷复肥技术
研究推广中心”，1996年，科技部批准
成立国家钙镁磷复合肥技术研究推广
中心（首批 30家）。河南是农业大省，
也是生物乙醇大省，郑州大学马晓建教
授团队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气
升式发酵罐，打破技术封锁，建成年产
2000 吨我国最大黄原胶厂与年产 30
万吨变性燃料乙醇生产厂，成为国内三
大燃料乙醇基地之一。

橡塑模具。自 1987年开始，郑州
大学橡塑模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材
料成型及模具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长期致力于塑料成型加工、塑料模具
优化设计与制造等领域的理论、技术
和数值模拟方法的研究。30 多年发
展，建成“橡塑模具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材料成型及模具技术”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材料加工工程”国家重点
学科，轻量化及功能化高分子成型与
模具学科引智基地“111计划”。申长
雨院士主持开发的神舟系列宇航员出
舱面窗关键防护装置，突破宇航员出
舱头盔面窗的关键技术，荣获“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奖”。

工程安全。王复明院士负责的地
下工程研究院设立了基础工程安全与
防护、高性能建筑材料与结构性能提
升、水工程系统安全运行与风险调控 3
个学科方向。在基础设施水灾变机理
及防治、地下管网灾变防控、高性能纤
维复合建筑材料、城市洪涝灾变等领
域国内领先，获批国家级科研教学平
台 3 个，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国家重大科技水专项、国家重大
研发计划课题 10余项，研究成果应用
于黄河堤坝安全防护、南水北调主渠
道防渗抢险、城市地下管网灾变防控、
流域水生态整治等 400 余项重大工
程，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成立坝道工程
医院并逐步形成网络化技术服务体
系，显著提升郑州大学影响力。

环境治理。郑州大学在难降解有
机工业废水治理与毒性减排关键技术
及装备、淮河流域闸坝型河流废水治
理与生态安全利用关键技术方面的研
究成果，两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治理与毒性
减排关键技术及装备，基于两级分离
反应器的厌氧生物处理技术及装备和
基于芬顿流化床反应器的催化氧化处
理技术及装备，应用于难降解工业有
机废水治理与毒性减排，能够彻底治
理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淮河流域闸

坝型河流废水治理与生态安全利用关
键技术，创新并实践了基于水质目标
管理与生态健康恢复的治理模式，研
发了一批工业点源治理关键技术、城
镇及农业污染控制技术、风险控制与
生态修复关键技术，并在淮河流域进
行示范应用。

郑州大学 92年的办学历史，留下
的历史痕迹就是“求是 担当”，也是郑
州大学的校训，求是体现实事求是、科
学精神，担当体现履职尽责、家国情
怀。所以郑州大学每年的毕业典礼，
都设计了毕业宣誓环节。“牢记民族复
兴与郑大人求是担当的历史使命，秉
持‘笃信仁厚，慎思勤勉’的郑大校风，
爱国守法、诚信友善、砺学明理，塑造
自信、开放、尊重、坚韧的郑大品格，努
力成为一名奋发有为的时代青年。”这
个毕业誓词为未来的郑大人成长提出
了明确的要求和遵循。

千禧年的世纪献礼,
三强熔铸，和合有为

河南是人口大省、教育大省，高考
学生数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河南的优
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缺乏，郑州大学
承载着河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使命和期
待。回望历史，2000 年 7月新郑州大
学的成立，是在中原大地上，在中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上，为河南亿万父
老乡亲献上的一份世纪厚礼。

铿锵誓言。历届省委、省政府都
高度重视高等教育、重视郑州大学的
建设发展，“河南经济基础薄弱，是穷
省办大教育，但我们砸锅卖铁也要办
好高等教育。”“就是脱裤当袄，也要把
郑州大学办好。”“砸锅卖铁、脱裤当
袄”这两句话掷地有声，展现了办好河
南高等教育的信心和决心。

美丽校园。新校区的奠基是郑州
大学走向新世纪、走向未来的起点。
郑州大学总占地面积 5700余亩，主校
区（郑 州 市 科 学 大 道 100 号）占 地
4200 亩，南校区（郑州市大学北路 75
号），北校区（郑州市文化路 97号），东
校区（郑州市大学北路 40号），新成立
的农学院西校区，形成了一主四辅的
五校区办学格局，为郑州大学办学提
供了重要的保障条件。

综合性大学。郑州大学经过合校
20年快速发展，形成了理工文医农 12
大学科门类均衡发展的办学格局。目
前，学校有 51 个院系，116 个本科专
业，30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数量居全国高校第 22位）、3个博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59个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3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和 2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全国最大本科教育。郑州大学目
前是全国在校生规模最大的大学，本
科生 5.1万人，研究生 1.9万人，留学生
2500人，培养了河南近二分之一的博
士、近三分之一的硕士，提供了近二分
之一一流大学升学名额。郑州大学办
学声誉和生源质量不断提高，2019年
在河南理科分数线超出一本线 83分，
文科超 48分，提前批临床医学超 110
分，实现了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全国招
生。郑州大学目前有近百万校友，在
近四届院士评审中，有 8 位郑州大学

校友和教师当选院士，其中有 5 位本
科毕业生。

人才聚集高地。郑州大学作为区
域人才聚集的高地，现有教职工 5700
余人，其中两院院士、学部委员 16人，
海外院士 4 人；“国家杰青”、“长江学
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等高
层次人才 60 余人，教授 747 人，具有
博士学位教师 2500余人，形成了一支
以院士和学术大师为引领、以“杰青”

“长江”等为学术带头人、以青年博士
为骨干的人才队伍。

河南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高地。
郑州大学已经成为河南基础研究和技
术研发的高地，形成了较完备的研发
平台。郑州大学的国家基金项目去年
突破 300 项，社科基金项目数位列全
国第 23，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位列全
国第 31。

社会服务体系。郑州大学拥有较
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其中医疗服务
体系 10 家直属和附属医院开放床位
近 3 万张，代表了河南的医学学科水
平和医疗水平；工程服务体系包括地
下工程、民用建筑，建设科技集团年产
值超过 6个亿；智库服务体系，共建河
南省大数据研究院，成立郑州大学河
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连续
多年发布《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

郑州大学合校 20年来，ESI前 1%
学科从 0到 8个，两院院士、学部委员
从 4 位到 16 位，博士学位教师从 200
人到 2500 余人，研究生从 1200 人到
近 2 万人，本科生从 2.9 万人到 5.1 万
人，一级博士点发展到 33 个。20 年
来，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郑州
大学综合实力显著提升，进入国家“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序列和教育部“部省
合建”高校行列，实现了河南高等教育
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新时代庄严承诺，
“一流”是干出来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也是高等教育发展迎来的新的机遇。
2017年 1月 2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
行）》，标志着“双一流”建设进入实施
阶段。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出台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双一流”建
设的若干意见》，教育强省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

“一流大学”目标定位与建
设方案

特别的承载。《郑州大学一流大学
建设方案》里特别提到，郑州大学的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承载着中原大地经济
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呼唤，承载着河南
亿万人民享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期盼，
承载着地方大学由大变强的重托，承
载着中原崛起、民族复兴的国家意志，
是郑州大学立足河南、面向全国、放眼
世界的长远建设目标。

总体目标。郑州大学的一流建设
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

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围绕河南资源
与产业优势，服从国家整体发展需要，
打造优势特色学科高峰。到本世纪中
叶，一批学科（群）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若干学科（群）进入世界一流前列。汇
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建
成国际一流的师资队伍。学术创新、
社会服务、办学声誉达到世界一流。
以一流学科为代表，一流师资为标志，
一流文化与治理为根本，为中原崛起、
民族复兴、人类进步培养一流人才。

“三步走”战略。郑州大学确立了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 2017 年至
2020年定为总体布局阶段，建成国家
一流大学；2020 年至 2035 年，定位为
全面建设阶段，建成国际知名的综合
性大学，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定位为快速发
展冲刺阶段，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
学。2017 年以来，郑州大学确立了

“三大任务谋一流，三项改革促一流”
的三年攻坚任务，聚焦学科建设与学
校治理，确保在第一轮一流建设动态
调整中站稳脚跟，成为国家一流大学，
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三大任务”。郑州大学制订的一
流大学建设方案明确了三大任务：完
成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布局，推进
研究型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文化建设，
学术产出、服务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显著提升。到 2020 年，有 2—3 个学
科进入或逼近 ESI前 1‰，8个学科进
入 ESI 前 1%，郑州大学排名进入 ESI
全球前 1‰。

学科布局。肿瘤防治与转化医
学、绿色催化、资源材料、中原历史文
化、工程安全与防灾、绿色高效农业，
是郑州大学自定的 6 个一流建设学
科。这 6 个学科的确定，一方面是基
于学校的学术产出基础，另一方面是
根据河南发展需要和资源优势。郑州
大学结合河南农业大省省情，抓住机
遇部署了农学，形成了理工文医农的
学科布局。

治理结构。郑州大学基于综合性
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通过布局推
进学科调整与治理体系建设，涵盖一
流学科群（方向）建设、平台学科群建
设、学科门类与结构的调整，大力推进
基层学术组织改革与制度建设，搭建
了以学科为导向的研究型学院组织架
构，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平台机制、校地
协同的项目机制。

“三大改革”。郑州大学强力推进
“三大改革”，即研究型大学师资队伍
改革与建设、研究型大学治理改革与
文化建设、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结构
性改革，加快学校转型发展与内涵建
设。

法人学术单位和科教融合。作为
地方大学，郑州大学积极整合资源，探
索与科研院所等法人学术单位合作新
机制，实现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协同推进。通过科教融合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推进与郑州市“中心城
市 一流大学”合作，围绕郑州市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设立“郑州市协同创新
重大专项”。

人才培养。郑州大学积极推进研
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结构性改革，稳
定本科规模，扩大研究生和留学生规
模，不断拉高人才标杆，努力满足河南
学子上好大学的夙愿和渴求。

“一流大学”建设成效与验
收大考

路径与遵循。办好中国的世界一
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郑州大学提
出了两个维度：价值塑造、知识塑造。
价值塑造就是立德树人、思政教育、课
程思政；知识塑造就是基于学科体系
和知识体系的人才培养，从中国问题
出发，形成中国认识与知识体系、中国
方案与应对，回应并解决现实问题。

建设成效。郑州大学进入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序列以来，坚持学术引领，
推动学科快速发展，ESI全球前 1%学
科达到 8 个，全球学术机构排名 636
名 ，临 床 医 学 排 名 1.55‰ ，化 学
1.56‰ ，材 料 科 学 2.32‰ 。 2020 年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郑州大学 4个
学科上榜，上榜学科数全国排名 37
位；2020年 US News大学排名，全球
794 位，8 个学科入选；最新自然指数
排名，国内高校 37 位，国际高校 170
位。以“肿瘤防治与转化医学”一流学
科为例，医学科学院确立了全国医学
唯一国际化示范学院的地位，获批省
部共建食管癌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文化引领。在学科建设和治理
改革的同时，郑州大学倡导大学的文
化引领，提出了 1928年作为郑州大学
办 学 起 始 年 ，并 且 得 到 广 泛 认 可 。
2018 年，郑州大学以举办 2018 年毕
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为契机，举行
了简单而又隆重的办学 90 周年纪念
活动，凝练了校训“求是 担当”，倡导

“追求卓越”的郑大（荷球）精神，弘扬
“勿忘人民”的郑大情怀，形成了郑州
大学的文化内核。

治理体系。郑州大学聚焦大学文
化，形成历史与文化认同；聚焦学术架
构，育学科、建组织；聚焦管理机制，推
改革、调职能；聚焦制度建设，促规范、
强保障；聚焦智慧校园，提标准、强服
务，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内部治理体
系。

中期评估。郑州大学围绕“双一
流”建设阶段目标，以一流引领整体、
以转型推动发展，各项建设任务推进
有力，成效显著。3年来，郑州大学基
本完成了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布
局，大学治理结构改革、师资队伍结构
改革和人才培养结构改革不断深化，
人才培养质量、学术产出水平和社会
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学校“双一流”建
设各项指标达到中期建设预期目标，
部分指标提升明显。当前，郑州大学
进一步聚焦、强化一流学科特色，产出
标志性成果；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着力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进一步
完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治理体系建
设，确保通过今年年底的第一轮一流
建设验收。

“一流大学”未来发展与“新
基建”

国家超算。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
心是科技部批复建设的第 7个国家超
级计算中心，经过一年的紧张建设，主
机系统已于 5月初完成 Linpack 测试
工作，实测计算能力进入国际 TOP10
水平。郑州大学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需求，构建
河南特色的应用生态，充分发挥超算
中心算力支撑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和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新基建”。郑州大学围绕服务国
家战略和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
进科研平台建设。第一个是智能传感
（MEMS）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河南装
备制造典范。第二个是关键金属与材
料技术创新中心，推进“材料制造+装
备制造”，打造河南现代制造新引擎。
第三个是黄河实验室，布局筹划黄河
基础理论与技术实验室、黄河水生态
科学实验场等，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工程基础研究高
地。第四个是嵩山实验室，落实网络
强国战略，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
高地。第五个是郑州大学大学科技
园，目标是建成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打
造科研产业孵化的新窗口。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赋予郑州大学的
光荣使命，是亿万河南父老乡亲的殷
切期盼，是全体郑大人的共同梦想。
一代代郑大人求是担当、接续奋斗，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92年办学铸就了河
南高等教育标杆，20载融合形成综合
性大学发展新格局。郑州大学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不忘初心，
勇担使命，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奋力推进一流大学建设，以出彩答卷
回应亿万父老乡亲的美好期待，为谱
写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智慧
和力量！

为了亿万父老乡亲
——写在郑州大学办学92周年暨合校20年之际

从1928年医学教育诞生，郑州大学已经整整走过92年的办学历程，迈入百年建设高校新征程。

2000年7月 10日，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三强熔铸，掀开了郑州大学建设发展的新篇章。

一代一代郑大人挺起脊梁，求是担当，不忘办人民满意教育初心，向亿万父老乡亲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时代答卷，为服务河

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6月 18日是郑州大学的校庆纪念日，在郑州大学办学92周年暨合校20年校友云返校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学校

长刘炯天以《为了亿万父老乡亲》为题，深情地回望过去，自信地展望未来，努力以出彩答卷回应亿万父老乡亲的美好期待！

郑州大学主校区鸟瞰图 魏洪波 摄 郑州大学办学92周年暨合校20年校友云返校活动现场 魏洪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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