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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
升达校训：勤俭朴实、自力更生。
办学理念：伦理、创新、品质、

绩效。其核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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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严管、严考”。第三个三为“三特
色”，即教学特色、品德特色、形象特
色。

升 达 精 神 ： 爱 国 爱 校 、 宁 静 好
学、礼让整洁。

办学五好原则：要有好的师资，
要有好的设备，要有好的制度，要有
好的管理，要有好的福利。

所获荣誉
1987 年，获美国 WUM 国际教育财团“世界

和平教育奖”。
2001 年，获台湾“十大杰出教育事业家”称

号。
2011 年，获第十四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获

“跨越新十年·2011 全国教育行业极具影响力人
物”称号。

2012 年，获台湾技职教育贡献奖，获中国民
办教育终生成就奖，获“河南省民办教育慈善人
物”称号，获河南省民办教育先进个人。

2013 年，获“中国突出贡献教育人物”称号。
2014 年，获“中国突出贡献教育人物”称号。
2015 年，获“中国教育事业领军人物”称号。

办学成就
从 1949 年至 2015 年，王广亚致力

于教育事业长达 67 年，在一个多甲子
的岁月中，他在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地区
先后创办了“台北育达高级商业家事职
业学校”“台湾桃园育达高级中学”“台
北点点幼稚园”“内蒙古经贸外语学
院”“泰国清迈惠明中小学”“郑州升达
经贸管理学院”“北京育达高级职业学
校”“台湾苗栗育达科技大学”“河南财
经学院成功学院”“升达小学与幼儿
园”等 10 所学校。办成了集幼儿园、
小学、中学、职业高中、大学，一个完
整系列的教育体系。

回馈桑梓 创建一流民办大学
——纪念台湾豫籍杰出教育家、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创办人王广亚博士

践行创办人办学理念，
努力将升达办成高水平的
民办大学

转瞬之间，创办人逝世即一周年。这一
年，我在沉思与痛苦中度过，对创办人的深
切怀念、肩上的担子、升达的未来，都是我
每天醒来头脑中清晰的事情。去完成创办人
的事业，把升达教育事业发扬光大是我的一
大目标。

一年来，在对创办人的怀念中，我拼尽
全力工作：不断优化美化校园环境；争取完
成招生计划 7776 人；完成登封校区一期建
设工程；走访河南省教育部门等单位为升达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我受教育部门、学院
委派到多个国家高校参访，与十余家高校建
立了合作关系；还积极联络校友、督导各地
校友会建立，谋划校友支持办学局面。

近一年来，为扩大学院的影响力，我作
为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办高
校体育联盟副理事长、河南民办教育协会副
会长、河南民办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河南民
办教育行业领军人物等，积极参加教育公益
活动，并协调承办升达学院内涵发展研讨
会、中华文化促进会黄河论坛等大型活动，
为河南民办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鉴
于此，升达学院被评为“河南省民办教育先
进单位”“平安校园”，我被评为“河南民办
教育先进个人”“河南省民办教育行业领军
人物”。创办人在世时，经常告诫我要勤奋
上进，好好学习。近年来，我参加了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领导与管理博士班、国家教育行
政学院第二期民办高校校长培训班学习，还
被韩国世翰大学授予教育学博士学位。

创办人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他的办学理
念及其核心“三三三制”，他的升达行事准
则、办学“五好”原则，都是我工作的动力
源泉。近一年来，通过一系列教育实践活
动，我对学院发展如何贯彻创办人的办学思
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创办人穷其毕生留给升达的办学理念，
是我永远的精神财富，我会研究好、维护
好、发扬好、传承好。大浪滔滔，冲上云
霄，激流浩荡，升达永航。我希望全院教职
员工在王淑芳董事长的领导下，同心同德，
齐心协力，完成创办人的教育遗愿，为升达
更加美好的明天砥砺前行。

（王新奇）

台湾豫籍杰出教育家、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创办人王广亚先生因病于2015年12月29日仙逝。今天，在先生逝世
一周年之际，学院推出《回馈桑梓 创建一流民办大学》一组文章，以纪念这位成就卓著、享有盛誉的教育巨擘。

王广亚简介
王广亚，1922 年出生，河南

巩义市人，1947 年旅居台湾，早
年毕业于日本亚细亚大学经济
系，先后获 4 个荣誉博士学位。
曾任台湾私立教育协会理事长近
30 年，担任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
名誉董事长。从事教育事业 60 余
年，在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创办学
校 10 余所，1993 年回馈桑梓——
在河南创办了郑州升达经贸管理
学院和郑州成功财经学院两所大
学，一生培养学子约 100 万人，
桃李满天下，声誉海内外。

教育是爱的事业，创办人强调办
学要有好的师资、好的设备、好的制
度、好的管理、好的福利。这不仅是
夯实办学实力，提供优质教育，也体
现了创办人对师生的大爱情怀。创办
人漂泊异乡，白手起家，奋斗创业
60多年，教育事业辉煌。然而，他吃
穿用度却俭之又俭。他说，“回家乡办
学完全是为了回馈桑梓，造福中原子
弟⋯⋯如果将来升达学院实现了收支
平衡并有所节余，我也不会往台北拿
一分钱⋯⋯升达学院是属于升达人，
属于全社会，属于国家的。”赤子之
心，感昭日月，怎不令人感动！创办
人走了，留给了我们宝贵的财富——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

（张现水）

王广亚先生深受中国儒家优秀文
化熏陶，酷爱书法。他亲笔挥毫着
墨，题词题字、书写楹联牌匾，在校
园营造了独具一格的翰墨校园文化。
先生书法出自颜体，端庄厚重，又注

入几十年的历练，雄浑苍劲，自成一
体，可谓书法上品，在校园里处处散
发出文韵书香，闪烁着杏坛之光。师
生每日浸染其中，灵魂受其洗礼，精
神受其感召。在提及先生的书法楹联
对师生的影响时，一位毕业生评价
道：“升达极能触动我的还是创办人书
写的各个楹联及升达校训、升达精
神，这些是升达的灵魂，因为她们已
有了生命，浸入了每一个学子的血液
中，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并将伴随我
们一生”。

（董卫国）

创办人的人生谱写了一曲感人的
教育之歌。从“宝岛起步”到“海峡
两岸教育模式的发展与推广”，其言论
和文章中反复提及“教师是站在教学
第一线，导师(班主任、辅导员)是一班
的灵魂，直接与学生接触互动，除了
传道、授业、解惑，还得关心学生的
生活”。他认为“有教而无化，无以格
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在这里

他强调的是无言之教、人格感化。创
办人在办学实践中把其教育理念精炼
的浓缩于“三三三制”办学特色之
中。这是他兴教办学60多年总结提炼
出来的教育思想精粹。升达学子在这
一教育理念核心的培养下，展现出了
令人满意的成效。

（权 宇）

我是1996年来到升达学院的一名
职工，对创办人、对升达，可以说是
感情深厚。20年来，我亲眼目睹了升
达的发展壮大，亲眼看到了升达的创
建给驻地、我的家乡龙湖镇带来的巨
大变化，我们非常感激创办人。在学
校，创办人也十分关心工人，2009
年，他组织资深老工人乘飞机去香
港、澳门参访；每年春节，每位员工
都有春节慰问金；升达学院虽是民办
高校，创办人给每位教职工都办理五
险一金。让我更为感动的是创办人的
平易近人，那年，我被评为优秀员
工，聚餐时创办人坚持和我们工人坐

一桌。每每想起此事，我的心中就充
满幸福感。在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际，
我更深切怀念创办人。

（代子强）

我是升达校友，创办人生前，我
曾公干去台湾，在台北给创办人的秘
书打了个电话，看创办人是否有时
间，顺便前去看望创办人。没想到创
办人特别高兴，约我当天到圆山饭店
一起进晚餐。于是，我诚惶诚恐起
来。圆山饭店称为龙宫，是对台湾来
客的极高规格接待场所。创办人请我
来这么高大上的地方，实在让我有点
惊慌失措，毕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升
达毕业生，怎能承受得起。我把疑虑
跟创办人的秘书讲了一下，没想到他
的秘书说，创办人只有对他的学生才
会有这么高的招待规格。当时我震惊
了，这是怎样一位老人啊，把学生竟
然放在这么高的位置，在他的心中他
的学生是多么重要啊。

（皇甫晓涛）

敬爱的创办人，我是您培育过的
百万学生中的普通一员，我热爱升
达，升达是我们的家，您是关爱我们
升达学子的大家长。您离开我们之
后，我更加喜欢走在校园里寻找您的
气息，想象您在升达走过的岁月，品
味您留给我们朴素而真切的道理。尤
其是您那些简洁有力的题词题字，如
春风拂面，帮我驱走荫翳，使我心中

充满正能量。当我走出校园，在公交
车上，总是会第一个站起来给老人让
座；手心里的垃圾，我会一直攥着直
到找到垃圾桶；听到国歌声，我会立
即驻足⋯⋯升达格言、升达校训、升
达精神已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敬爱的
创办人，我时刻牢记我是您的学生，
我是一名光荣的升达人。

(刘 月）

纪念文章

擦干眼泪 重踏征程
振奋精神 再创辉煌

在不舍与痛心之中，我的父亲、升达学
院创办人王广亚博士于乙未严冬永远离开了
我们。在他去世的一年里，我无时无刻不沉
浸在对他的怀念与追思中。他的一生是艰辛
曲折的一生，更是奋斗无畏、波澜壮阔的一
生。我想用两个“不”来追忆创办人。

一，“不易”。创办人少时离家，四处求
学，经受多重磨难。后又到台湾，与家人音
信全无。在思念与哀叹中，他勤奋创业，从
办会计补习班做起，逐步创立了育达商业职
业学校等多所学校。在改革开放后的古稀之
年回家乡创办升达学院，经 20 余年艰苦发
展，方使学院蒸蒸日上，校誉日隆。

二，“不朽”。创办人刻苦自励，不畏困
苦，胸怀博大，兴教有方，他热爱教育事
业，从事教育事业 60 余年。生前，担任台
湾私立教育协会理事长近 30 年，在海峡两
岸及东南亚创办 10 所学校，培养学子近百
万人，荣获“感动中原 60 年 60 人”“中国民
办教育终身成就奖”“中原之子”“黄河之
子”等多项殊荣。河南省教育部门称创办人
是“河南民办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创办人的逝世，令人悲伤难抑，但我们
要擦干眼泪，继续前行，把升达发展得更
好。我们要从创办人的办学经历、办学思想
和办学理念中汲取智慧，做到对创办人的办
学思想“真学、真懂、真用”。

“真学”，就是对创办人的相关著作主动
地学，认真地学，并进行研究，形成常态化
学习习惯，形成一定的思想和学术成就。

“真懂”，就是学习创办人的办学思想，
不仅要记住几个词、背诵几段话，更要去理
解，去思考，去创新发展，要从工作实际中
找出一个个对应关系来。

“真用”，希望院领导和一级主管带领全
体教职员工，深入学习创办人的办学理念，
并将这些理念运用到现实工作中去，运用到
升达教育事业发展上去，让创办人的办学思
想在升达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今天，我们纪念创办人，更好的纪念就
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升达教育事业
永续发展作出贡献。我希望大家“擦干眼
泪，重踏征程，振奋精神，再创辉煌”！

（王淑芳）

秉承创办人的“育人”理念
服务学生的成长成才

惜创办人仙逝，升达失去一位精神领袖，
我辈失去一位好家长。在创办人走后的这些日
子里，我一遍遍研读他的教育思想论著，一声
声默诵着他育人理念的至理名言，对他的怀念
愈强、敬仰弥深。尤其是他的“育人”理念及
实践，令我感佩万分，更值得我们秉承光大。

首先是精神文化育人。国家教育纲要提
出，教育要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
为重、全面发展”的理念，他高度重视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他的“育人”理念与国家教
育方针相向相通，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办学原
则、升达精神、升达校训、行事准则、升达格
言、校园文化、养成教育等，以及他的一言一
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育才达人。他的著
作论述，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学生满满的爱、
深深的情、育人的乐。正如他自己所言：“广
亚投身教育，矢志育人。”

除用上述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育人外，创
办人还提出行为文化，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
如坚持每日升国旗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每日
一小时劳动教育和工读劳动；组织“文明礼貌
月、感恩周”等主题活动；开展“秩序礼仪、
文明宿舍、学生整洁”三大竞赛以及“阅读文
化经典、建设书香校园”读书活动等。

创办人还特别重视校园物质文化对学生
成长成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升达
中西合璧的建筑，如晴耕雨读亭、思源会
馆、明德讲坛、自勉堂、更生路、自力桥
等，每个景致、每个角落都成为会“说话”
的老师，使学生随时随地受到感染和熏陶。
创办人撰写的遒劲大气的格言警句在校园随
处可见，以起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陶冶情
操、文化育人的作用。

“育才达人”是创办人兴教办学的初心。
我们纪念创办人，就是全面学习、贯彻、落实
他的教育思想，传承、光大、弘扬他的“育
人”理念，继承他的事业，为学生提供有品位
的教育，鼎力创办学生满意、质量上乘、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民办大学。同时，增强为学生服
务意识，提高“育才达人”能力，为学生成长
成才服务，培养思想道德良好、专业基础扎
实、实践能力强、发展潜力大、有创新精神、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郭爱先）

构建“三位一体”教育管理模式
努力创建高水平民办大学

升达学院是集创办人王广亚博士 60 多
年办学经验、智慧和教育思想兴办的民办高
校，融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先进教
育管理思想。23 年来，学院坚持依法治
校、德育为先、文化育人，力争做到人文关
怀与制度管理相结合,提高质量与提高素养
相结合,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河
南省民办高校大家庭中一颗璀璨明珠。

一，依法治校，促进教育管理法治化。
创办人教育师生要“守时、守信、守法”。
他强调办学“要有好的制度、好的管理”。
针对民办院校特点，升达学院坚持科学管
理、制度管理、民主管理，形成了较为健全
规范与统一的制度体系，真正把“计划创
新、执行彻底、考核严谨、赏罚分明”的治
校方略落到实处，为依法治教奠定了坚实基
础。

二，德育为先，强化养成教育之特色。
创办人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时代精神
相结合，把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要求，细
化到日常的管理服务之中，与时俱进，不断
创新，形成了“制度管理、量化考核、严管
慈教”的养成教育体系。主要包括爱国爱校
教育、感恩教育、文明礼貌礼仪教育、劳动
教育等，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
人才。

三，文化育人，打造学校发展软实力。
创办人高度重视大学文化建设，重视大学文
化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把文化育人作为办
学治校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他在吸收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
凝练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大学文
化，使之形成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促使师
生积极向上，引导他们求真、向善和臻美。

创办人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丰富了中
国民办教育的理论体系，是民办教育的一笔
宝贵财富，就像一本内容全面、结构合理、
体系完备的鸿篇巨制，值得我们认真地品
读，认真地研读，认真地解读。升达学院将
继续大力传承和弘扬创办人教育思想，不忘
初心，继续前行，为早日把学院建成高水平
民办大学而不懈努力。

（崔慕岳）

创办人王广亚博士的
“三吃”精神

“三吃”精神是创办人留给我们的精
神财富之一！他常说：“我这一辈子没什
么本事，我‘三不会’即‘不会说，不会
讲，不会写’。但我有‘三会’，会吃苦，
会吃亏，会吃气。”在学院新生开学典礼
和毕业生毕业典礼上，他常对师生讲“三
吃”精神。吃苦就是勤奋、坚毅。创办人
十几岁适逢战乱，被迫到巩义、洛阳、开
封 、 南 阳 等 地 求 学 ； 20 多 岁 孤 身 到 重
庆、南京、台湾等地求职，后来在台湾创
办会计补习班，几易校址吃尽苦头。去台
时，船一上岸举目无亲，吃住无保睡在码
头。只身到台后，父母孩子留在大陆，两
岸音信断绝更有思亲痛苦。办补习班常常
挨饿，有时借邻居家的白开水就着馒头充
饥。由于费用紧张，一张桌子白天办公
用，晚上当床睡。古稀之年，在大陆创办
多所大学，奔波于两岸。他深刻体悟到

“自己的痛苦自己知道。”吃亏，就是舍
得、奉献。创办人常讲：“我们现在生活
好了，就要多照顾大家。在学校照顾好老
师的生活是我的责任。”创办人荣任台湾
私教协会理事长近 30 年，为私校教师争
取到养老医疗保障。大陆到台湾去的老
乡，许多人生活困难都得到创办人的帮
助。在他亲笔书写的 《大同篇》《升达格
言》 里，都倡导师生要照顾亲友、服务社
会。他为家乡捐款修路，打井建桥；过年
为老乡送米送油；为养老院安装空调；为
地震灾区捐款捐物等。他的教育理念就是
把学生培养成自立自强、奉献社会的人。
吃气，就是隐忍、宽容。创办人说：“人
有不如意的事是正常，没有不如意的事是
福气。”他在创办补习学校时，有个老师
对他有些误会和不满，一天早上路过那个
老师门前，被那个老师用洗脸水泼了一
身，他一声没吭，径直回到办公室继续工
作。在开办房产公司时，一个楼盘预收房
款几千万台币被公司的 3 个管理骨干卷款
而逃，他没诉诸法律，也没有一味消沉，而
是积极面对，收拾残局，重新开张。他为勉
励自己，亲笔题写格言“涵养怒中气，留意
顺口言”“气量包天下，文章动世间”。

（张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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