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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河畔 ， 嵩山脚下 ， 物阜天宝 ，
人杰地灵， 孕育了一位笃爱教育、 功绩
卓著， 享誉海峡两岸， 并在世界多地产
生影响的杰出的教育事业家王广亚博士。

王广亚， 1922年出生 ， 汉族 ， 河南
郑州巩义市人。 1949年7月， 他在台湾起
步致力教育事业， 至今已60余载， 先后
在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创办学校10所。 尤
其是， 王广亚博士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
上个世纪90年代， 他回馈乡梓， 筹资办
学， 在郑州创办两所民办高校， 受到各
级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与人民群众的热
情颂扬。 他兴教办学呕心沥血， 不舍昼
夜 ； 他奉献社会东奔西走 ， 慷慨解囊 ；
他对社会的发展、 教育的进步以及海峡
两岸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办
学业绩如光辉行地， 育人懿德似春风广
被。 他的事迹在郑州、 在中原广泛传颂，
被誉为杏坛楷模、 教育巨擘。

兴教办学 桃李满天下
教育事关民族兴旺， 人民福祉和国

家未来；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怀着
家父热心教育之夙愿， 抱着兴教办学之
豪情， 王广亚于1949年在台湾投身兴教
办学事业。 他从创办商业会计补习班起
步， 经历无数艰辛， 克服重重困难， 笃
定信念， 义无反顾， 坚毅地走上办学之
路。 1949年创办台北育达高级商业家事
职业学校， 1955年创办台湾桃园育达高
级中学 ， 1974年创办台北点点幼稚园 ，
1993年合资创办内蒙古经贸外语学院与
泰国清迈省惠明中小学， 1994年创办郑
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1999年创办台湾
苗栗育达科技大学、 合资创办北京育达
高级职业学校， 2000年合资创建郑州贝
斯特教育机构， 2004年创建郑州成功财
经学院。 至今， 共创办学校达10所， 累
计为社会培育人才40多万， 他的学子遍
布国内及世界各地， 可谓桃李满天下。

王广亚博士的办学理念是 ： 伦理 、
创新、 品质、 绩效； 其要点是 “三三三
制”。 第一个 “三” 为 “三心”， 即 “关
心、 爱心、 耐心”， 第二个 “三” 为 “三
严 ” 即 “严管 、 严教 、 严考 ”。 第三个
“三” 为 “三特色”， 其中， 第一个特色
是 “两证多照”， 这是教学特色， 即学生
毕业时不仅要有学位证和毕业证， 还要
有英语、 计算机等级证书以及专业方面
的资格证书； 第二个特色是 “三守”， 即
老师、 学生都要 “守时、 守信、 守法”，
这是品德特色； 第三个特色指风度仪态，
这是形象特色。 “三三三制” 的核心是
三特色， 即教学特色、 品德特色、 形象
特色。 这是王广亚兴教办学60多年来总
结凝炼的的教育思想精粹， 激励师生达
到至善至美的思想境界， 培养青年一代
成为品质高尚 、 才识卓越 、 人格健全 、
有为有守的人。 这不仅是王广亚的教育
理念， 也是他毕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奉献社会 饮誉海内外
王广亚博士是一位德高望重 、 至上

至善、 择善而从、 热心公益事业的教育

家、 社会活动家。 兴教办学是他奉献社会的
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 他还为社会做了
不计其数的公益事业。 在台期间， 他担任台
湾河南运台古物监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为
监护当年由大陆运至台湾的38箱约5000件河
南古物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担任台湾私立教
育事业协会理事长达27年之久， 促进了台湾
私教事业蓬勃发展； 他资助河南省在台同乡
的民间社团组织———中原文献社， 河南同乡
会、 中原读书会， 弘扬中原文化， 推动两岸
文化交流 ； 他担任台湾世界华人社团组
织———中华博远文化经济协会荣誉理事长，
广纳全球各界华人精英， 以发扬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

1993年以后， 王广亚博士在大陆兴教办
学， 为河南省的民办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被河南省教育部门誉为河南民办教育
事业的一座丰碑。 除办学外， 他支持成立河
南省民办教育协会， 曾被推选为名誉会长。
他在家乡捐资修公路， 建学校， 献爱心， 送
温暖， 做了许许多多有益于社会、 有益于人
民群众的公益事业： 1985年至2005年， 他捐
资100多万元人民币修建海上桥村小学； 海
上桥村登山阶梯， 还捐资13万元人民币修建
巩义二中钟塔。 1990年， 为少林寺捐资3万
元并捐赠木匾。 1991年， 为洛阳白马寺捐赠
《四十二经》 碑。 1996年， 为巩义杜甫碑林
捐款修建 “杜甫像”； 为郑州黄河游览区碑
林捐赠石刻 ； 出资800余万元在郑州兴建
“升达艺术馆”。 他还在郑州大学、 开封黄河
水利学校、 郑州新郑龙湖中学等设立奖学
金。 2010年后， 又出资200万元人民币， 在
家乡海上桥村修建文化广场和文化大院， 出
资100多万元， 为山区家乡打机井。

王广亚先生乐善好施、 心系民众。 近十
多年， 每每天灾降临， 他都关注灾区， 关心
灾民， 向受灾地区捐款捐物。 1996年捐赠云
南震灾同胞50万台币； 1998年捐赠河南台前
县灾区1666件棉衣； 2008年、 2010年捐赠汶
川、 玉树震灾同胞20多万元人民币。

文化交流 弘扬民族魂
王广亚博士热爱文化事业， 热心文化交

流活动， 他对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一
定的贡献。 从1985年到现在， 他创办的学校

与他领导的社团组织、 教育机构， 先后接待
全国各地的文化、 艺术、 教育代表团及出访
对等的机构组织约有上百次。 1993年， 王广
亚博士接待了少林寺僧人、 河南豫剧团参访
团； 1994年， 接待了郑州市代表团、 河南省
访问团； 1995年， 接待了河南省教育访问
团、 郑州市教育访问团、 洛阳市文化教育访
问团、 平顶山市参访团等赴台访问 ； 1997
年， 接待了郑州市教育学会、 河南财经学
院、 河南省文化部门等访问团赴台访问； 他
领导的广兴文教基金会还在台举办 “当代大
陆名画家作品展 ”。 1999年 ， 又在台举办
“老子文化座谈会”； 还接待了中华岳飞文化
研究会访问团； 2002年， 在河南主持了 “河
洛文化研讨会”； 2003年， 接待了河南教育
代表团、 河南豫剧团、 郑州市代表团、 信阳
市教育团、 郑州市教育学会、 巩义市教育访
问团赴台访问。 2009年， 以时任河南省领导
为团长的 “中原文化宝岛行” 大型访问团赴
台， 在他创办的育达科大举行了 “豫苗武同
根， 育达喜相逢” 海峡两岸武术交流活动。

他的弘扬与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之精神，
他的友善之举， 在海峡两岸及世界许多地方
广为传颂， 产生较大影响。

殊荣满身 光辉耀神州
荣誉， 代表着人生的价值 ， 人生的成

就， 人生的贡献。 王广亚博士可以称得上荣
誉满身。 他的头上有着无数光环， 他的胸前
挂着无数奖章， 他的手中捧有一束束五彩缤
纷的鲜花。 近三十多年中， 他获得美国加州
联合大学荣誉教育博士等4个博士学位。 上
世纪， 他在台湾私立教育事业协会担任理事
长， 连任7届长达27年之久， 卸任后被推举
为永久名誉理事长。 1980年， 韩国私学财团
联合会颁赠他荣誉 “特别功劳凤凰奖 ” 。
1981年， 韩国政府颁赠他 “牡丹奖章”， 此
项殊荣为台湾教育界首位。 1984年， 香港远
东书院颁赠他 “学术奖章”。 1987年， 美国
WUM国际教育财团颁赠他 “世界和平教育
奖”。 1995年， 他荣获台湾杰出终身从事教
育精英人才 “巨龙奖”； 他还曾获得联合国
非政府组织———国际光明社会世界总会颁赠
的最高荣誉奖状及 “和平奖章”。 2001年 ，
他荣获台湾首届 “十大杰出教育事业家” 称

号； 2009年， 他荣获河南郑州 “感动中原60
年60人” 称号。 2011年， 荣膺 “全国教育行
业最具影响力人物” 之一称号。 2012年， 荣
获 “中国民办教育终生成就奖”、 “台湾
技职教育贡献奖”、 “河南民办教育慈善人
物” 殊荣； 2013年， 获 “河南省民办教育先
进个人” 称号。 近年来， 仅他所创办的郑州
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在他的教育思想与办学
理念指引下， 先后被授予全国全民阅读活先
进单位、 全国极具社会知名度民办大学、 河
南省优秀民办学校、 河南考生心目中理想的
高校、 河南发展 （成长） 快的院校、 河南省
学校行风建设先进单位、 河南极具就业竞争
力示范院校、 河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

走进他所创办的各所学校， 海峡两岸社
会各界以及师生、 校友、 学生家长等向他赠
予的牌匾琳琅满目 ， 仅升达学院就有70余
块。 “钟教毓秀”、 “鸿鹄之志”、 “教育导
师”、 “恩师浩荡”、 “恩泽后人”、 “杏坛
楷模”、 “育才达人”、 “泽被豫都” ……一
块块颂匾， 是人们对王广亚博士的评价、 歌
颂、 赞美与感恩， 是他光辉的人生写照。
他有 “屋顶上的巨人” 之雅称， 他有 “杏坛
泰斗” 之美誉。 台湾民众褒奖他， 家乡人民
感激他， 广大师生拥戴他， 他是名副其实的
一代杏坛楷模， 教育巨擘。

如今 ， 已逾九旬高龄的王广亚博士 ，
仍在教育事业上， 默默地耕耘着， 奉献着。

（汪华锋）

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
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
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作为民
办基础教育应将发展的触角伸向哪里？近年来，浙江省
温州市啸秋中学在发展中， 打造出了 “绿色·立体·高
效”的特色教育品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啸秋中学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著名台胞捐资
兴建的普通高中。 原属温州市瓯海区统战部门，由区
台湾事务办公室举办。 2005年学校完成改制由区教育
部门直管，与瓯海中学实行合作办学。 2012年学校开
始民办教育综合改革，成为瓯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举
办、区教育部门主管的现代化的学校。 目前，学校发展
为占地32500平方米， 现有教学班22个， 在校生1006
人，教职工91人的规模。 学校先后荣获“中国民办特色
学校、浙江省一级民办普通高中”等数十项荣誉称号，
是温州市国家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学校。

绿色文化：啸秋中学的大美旋律
啸秋中学坐落于被称为“浙南威尼斯”的温州市

三垟湿地。 近年来，啸秋中学从办学的核心价值观出
发，不断强化绿色文化建设，按照“校园建设营造整
体美、绿色植物营造环境美、立面文化营造艺术美、
课程文化营造特色美、人际和谐营造文明美”的总体
目标，形成了“文明立身、文化塑人”的校训，“求实、
求真、求新、求进”的校风，“敬业、专业、事业”的师
风，“人格自尊、学习自主、行为自律、生活自理”的学
风，实现了绿色文化让环境更美的办学目标。

走进啸秋中学，如诗如画的美景、充满活力的教
育，令人赞不绝口。 该校“绿色文化”围绕三个功能区
进行建设。 分为教学区、运动区和生活区。 教学区花

团锦簇、芳香宜人、催人奋进；运动区柳荫依依、草坪
茵茵；生活区桂园飘香、柑园滴翠、兰园吐艳、榕园如
盖、樱园绽放、梅园争艳。 融入其中，碑刻、石径、小
亭、木椅，举目皆景，美不胜数。

啸月听风弥秋韵，朝荷映日育英才。 啸秋中学整
个校园建设呈现“两桥连三岛”的特点。 绿化、美化、
文化的环境， 使这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师生
工作、学习、休憩的理想场所，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
卷。 多年来，学校十分珍惜绿色文化的作用，开展了
绿色文化教育、绿色环保教育、绿色生命教育等多种
活动，既丰富了教育教学内容与形式，又把绿色文化
推向了极致。 学校先后被评为“浙江省绿色学校、温
州市花园式单位”；学校“绿眼睛小分队”获得了温州
市“和平日”主题活动一等奖；学生社团建立的“全国
保护母亲河生态监测站”， 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
彰。 有道是“绿色文化育新人，啸秋中学满眼春”。

立体文化：啸秋中学的传承之美
立体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

啸秋中学以台胞捐资助学“饮水思源、回报故乡”；以
传统美德“修身立言、立志成才”；以“办学理念、课程
结构、治校方略”为基点，建设了立体化的校园文化，

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走进学校，“求实、求真、求新、求进”金色大字，

镶嵌在教学楼的正中，给人以启迪和力量；大型不锈
钢制成的“飞天”雕塑，激励着广大师生拼搏进取的
精神。 立体文化在这所学校到处都得到了彰显：浮
雕、雕塑、橱窗、展板、板报、标牌、壁挂，应有尽有；学
校的办学理念、 教育教学特色以及师生的优秀作品
等等，构成了触目可及的立体育人文化阵地。

来到育英桥， 一个百米的文化长廊展现在我们
面前，长廊布置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弟子规》。 整
个文化墙分为15个部分，突出了“知礼明义，修道养
德” 的思想内涵。 它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也为学校的现代化教育平添了一抹新绿。 特别是
由学校创制的大型浮雕《海峡交流图》，选取温州的
雁山、孤屿、古城、白鹿作为象征，选取台湾轮廓图、
日月潭、海鸥作为意象；凸显“大陆台湾，浅浅海峡，
两岸同胞，骨肉情深，啸中助学 ，十年大成 ，育英辉
煌，可资佐证”的文化内涵。 还有矗立在操场边的五
鹿群雕，又构成了一幅“舐犊情深”的灵动画面，寓意
着广大教师为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和殷殷哺育学子
的博大情怀！

课程文化：啸秋中学的特色之美
张文乐校长认为，课程文化是学校文化的“心脏”，

是提供给广大师生获取知识、能力、人格，以及学习、工
作的精神产物，更是一所学校创新发展和个性发展的集
中体现。

近年来，学校确立了“发展三策略”助推新课程改革
的创新与发展。 即“学校以教师为本、教师以学生为本、
学生以学业为本”的发展策略；“先管行，再管心，以行律
心，以心促行”的教育策略；“先管后教，边教边管，教后
再管”的教学策略。 在此基础上，学校又探索出了“教育
教学三三律”。“教育三律”即培养阳光健康的心态；增强
善于交流的能力；树立勤奋立身的意识。 “教学三律”即
有教无类，教学要充满公平与关爱；因材施教，教学要尊
重个性与发展；循循善诱，教学要追求方法和艺术。 “求
学三律”即学以致用，明确学习目的：修德、讲学、徙义、
改不善；学思结合，掌握学习方法：学而时习，温故知新；
爱学乐学，端正学习态度：知之、好之、乐之。

“适合的教育”已经成为啸秋中学教育教学的追求。
用学生们的话讲，“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会学
习、勤实践、有特长”构成了学校课程文化的培养目标；
“适合的课程、适合的教学、适合的评价”形成学校课程

文化的三大体系。“适合的课程”，开足国家必修课程，保
质保量完成选修课程， 努力建设特色课程；“适合的教
学”，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主体性”的教学；“适
合的评价”凸显出评价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学校还以“建
组织、编方案、明要求、抓培训、定策略、编纲要、定设计、
导选课、供保障”27字研发方针，开设了80多门校本选修
课程，形成了“艺术特色、绿色特色、交流特色”三大品牌
课程，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与欢迎；也得到了浙江省、温
州市各级领导和教育专家的充分肯定。

啸秋中学缘何取得显著的教育教学成就？ 究其原
因：是这所学校站在历史与未来的发展高度，坚持“教育
第一、育人第一、创新第一、服务第一”的办学方向，鼎力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成为了“中国民办教育特色学校、浙
江省一级民办普通高中、 省绿色学校、 温州市重点中
学”。 学校的经验表明： 在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中，突出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提出的“教育是民族振兴的
基石”的核心内涵。 尤其是学校坚持“适合的教育”的办
学理念，围绕“学校以教师为本，教师以学生为本，学生
以学业为本”的总体策略，走出了一条“内强素质、外塑
形象、打造品牌、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特色办学之路；
为全国同类地区的教育发展提供了示范。

啸秋中学缘何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一个好的区域教育需要一个好的领导集体，一个好
的领导集体一定能打造出一个好的区域品牌”。 学校的创
新发展首先离不开当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和倾情投入；离不开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教育的支撑与关
注；也离不开学校开拓、创新、务实、勤政型领导集体和全
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 是他们为浙江省和我国民办教育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方 堃 焦 玉）

打造“绿色·立体·高效”的品牌学校
———浙江省温州市啸秋中学特色发展纪实

过去 ， 只听过大学生攻读研究生时才会有导
师。 如今， 作为基础教育的普通高中， 学生也可以
有自己的导师。 这一特色的育人方式， 在山东省安
丘市青云学府变成了现实。

前不久，笔者了解到：安丘市青云学府早在2010
年，就已经全面实行了全员育人导师制。 这种育人模
式打破了以往只有班主任一人管理班级几十名学生
的“群管制”，实现了每个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导师的
愿望。 现在，该校平均每10名同学拥有1名导师。 导师
制的实施，使每位同学在学习、思想、生活、人生规划
等方面都能得到老师的关爱和指导。

该校实施的全员育人导师制， 全面落实了国家
教育发展纲要提出的 “注重因材施教， 关注学生不
同特点和个性差异， 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
推进分层教学、 走班制、 学分制、 导师制等教学管
理制度改革； 建立学习困难学生的帮助机制， 改进
优异学生培养方式” 等相关要求， 推动了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推动了学校的特色发展。

拳拳导师心 殷殷师生情
“老师， 我想回家跟爸爸跑买卖……” 在一次

上完课后， 高二 （20） 班学生刘磊找到了自己的导
师王老师谈自己辍学经商的想法。 其实， 王老师早
就注意到， 刘磊同学入学成绩在班级前列， 但是近
段时间却常常借故请假， 上课时间还睡懒觉。 经过
调查， 原来， 这名同学前段时间生病住院落下一些
课程， 感觉自己很难再追上其他同学， 思想压力增
大， 于是， 便产生了厌学心理。

了解到上述情况， 王老师一方面生活上无微不

至地关怀这名学生，还经常与其促膝谈心，交流思想、谈
论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许很多梦想都不能
实现；但是，没有人愿意放弃对梦想的追求……作为一
名导师不能保证每一名学生都能考上名牌大学； 但是，
我保证让每一名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王老师
说。 与此同时，还与刘同学的家长做了有效沟通。

从那以后， 同学们不知不觉发现这名同学的学
习又走在了前列……

原来， 按照工作要求， 导师每两周至少要与所
指导学生个别谈心一次， 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
同时， 建立 《导师活动手册》， 及时记录师生活动内
容； 每月至少要与学生家长联系一次， 全面了解学生
成长过程中的纪律、 卫生、 思想品德等各方面的表
现， 使导师与家长共同探求科学、 合理的教育方法，
为学生健康、 快乐、 幸福成长创造良好的氛围。

时时有良师 处处显责任
该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说：“以前都是班主任一

个人管着一个班级的事情，四五十人的一个班，班主
任一个人怎么管得过来。 现在，各任课老师人人都是
导师，人人又都是班主任。 可以说，全员育人导师制，
让广大教师充满了责任感， 让全体学生充满了自豪

感和幸福感。 ”
目前， 该校90个班级、 4600多名学生， 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爱好或学习需求， 从学校400多名任课
教师中， 自由地挑选一位担任自己的导师； 当然，
任课老师也可以挑选自己指导的学生。 这种方法，
打破了传统教学中 “平面推 ” 和 “推全面 ” 的做
法， 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学校还将这种机
制纳入到教师的工作实绩中实行目标考核， 既提高
了教育教学质量， 又提高了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

“导师绝不仅是个称呼而已，根据相关要求， 导
师要为学生提供学习、 生活、 交往和职业选择的帮
助与指导”。 据学校领导介绍， 导师要为所指导的
每一位学生分别建立档案， 实行跟踪服务， 内容包
括： 学生家庭情况、 学生道德品质、 心理健康和学
业跟踪等内容， 记录所指导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闪光
点和不足之处， 对症下药， 制定学生的改进和发展
目标并指导其完成。 另外， 还要从关心学生学业进
步、 改进学习方法等方面入手， 因人而异地向所联
系的学生提供帮助， 引导学生自觉开展自主探究性
学习， 并接受学生在学习等方面的咨询， 做学生的
良师益友。

育人特色化 师生共成长
走进青云学府，语数英、理化生、政史地等传统文化课

的任课教师，都为自己成为学生导师而感到自豪；音体美乃
至微机教师、活动课的教师们，更为自己成为学生响当当的
导师而感到荣耀。指导学生合理安排课余生活，引导学生参
加课外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组织能力、动
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也是导师的职责。 据学生们讲，同学们
参与各类竞赛，音体美的专业训练，还有心理社团、文学社
团、摄影社团等各类活动，都离不开导师的指导，是他们的
那种责任与情怀，促进了广大学子的全面成长。

学校“年度优秀导师”李建国老师告诉笔者，为了胜
任导师这个角色，自己在不断提高本专业知识素养的同
时，还广泛涉猎相关学科知识，特别是有关中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更有说服力、更具
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近年来，青云学府全面落实全员育人导师制，大大地
激发了广大教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全面推动了学校各
项工作，不仅培养了大批素质全面的优秀学生，涌现出了
一大批优秀导师，同时，学校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学校代表队在安丘市中小学运动会中连续三年总
分夺得第一，男女篮球队在全市中学生篮球赛中连续两

年均获得第一名，学校心语社团连续两年被潍坊市评为
“百佳中学生社团”。在潍坊市第九届中小学电脑机器人
竞赛中，青云学府代表队获高中组篮球项目潍坊市一等
奖；在第11届山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学校代表队
获FLL机器人工程挑战赛山东省二等奖。 学生参加山东
省第十三届动画制作竞赛获省级二等奖，学校被中央电
教馆授予“动漫教育实验学校”荣誉称号。

该校校长告诉笔者： 我校落实全员育人导师制以
来，各位老师按照对学生“思想引导、心理疏导、生活指
导、学习辅导”的总体要求，以教育教学为中心，以学生
的个性发展为主线，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使学生在德、
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同时，也开创了我校
“全员育人、全面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个性化、
亲情化的德育工作新局面，为广大学子的健康、快乐成
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全员育人导师制的实施，
不但提高了学校的育人质量和管理水平， 还实现了学
生、 教师和学校三位一体的共同发展， 探索出了一条
导师育人的成功之路。

特色教育铸品牌， 导师育人结硕果。 青云学府作
为一所寄宿制普通高中， 多年来， 始终坚持 “以德立
校、 质量立校、 特色兴校、 人才强校” 的办学理念，
教育教学质量连年提高， 走出了一条 “内强素质、 外
塑形象、 打造品牌、 全速发展” 的特色办学之路。 学
校先后被授予 “全国高中化学新课程实施先进单位、
全国语文教改示范校、 全国动漫教育实验学校、 山东
省规范化学校、 山东省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山东省体
育传统项目学校” 等荣誉称号，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 （方 堃 王守华）

特色教育铸品牌 导师育人结硕果
———山东省安丘市青云学府实施全员育人导师制纪实

杏坛楷模 教育巨擘
———记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创办人王广亚博士

创办人王广亚博士

蓝天白云下的图书馆外景

王广亚带领职工勘察校址

王广亚和学生在一起

学院的3D仿真实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