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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上一束鲜花，折上千只纸鹤，点上一盏烛光，送上我们深切的敬意和思念。
2018年12月29日，是豫籍台湾著名教育家、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创办人王广亚博

士逝世3周年纪念日。今天，我们再次缅怀先生的一生，怀念他老人家为教育事业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先生从事教育事业60余载，生前曾担任台湾私立教育协会理事长达30年之
久。在海峡两岸共创办各类学校10余所，培养学子达100余万人。他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为中原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不仅受到了在校师生和毕业校友的
爱戴，也受到了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多次荣膺“河南省民办教育先进个人”“感动
中原60年60人”“中国民办教育终身成就奖”“中国突出贡献教育人物”“中原之子”“黄
河之子”等光荣称号。

我们怀念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海峡两岸文
化交流和民办教育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怀念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怀
念他心系故土，回馈桑梓，造福乡里，在河南创建了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和郑州成功财经
学院；怀念他开拓创新、不畏艰难的坚毅品格；怀念他勤俭朴实、乐善好施的高尚品德。

先生一生挚爱教育，尊重教师，关爱学生。可以说升达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浸
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他制定的“勤俭、朴实、自力、更生”校训，“伦理、创新、品质、绩效”办学
理念等，都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值先生仙逝3周年之际，先生生前友好、社会专家名人、
学校师生、校友自发撰写论文、回忆文章、诗歌散文表达对先生的缅怀和感恩之情。由于篇
幅有限，今天我们摘选部分文章、精句，以此表达我们共同的敬意和哀思。

校领导怀念创办人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董
事长王淑芳撰文《继承先父遗
志，争创一流民办大学》

公元 2018 年 12 月 29 日，
是我的父亲王广亚博士逝世3
周年纪念日。今天，在此再度
缅怀老人家历经坎坷、平凡又

伟大的一生，追忆您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以及
对当代中国民办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再一次让我心潮澎湃，泪如泉涌。

父亲王广亚，于1922年6月30日生于河
南省巩县海上桥村。少年聪敏，出口能诵，村
人皆誉之；谨遵孝悌，亲睦乡邻，口碑传颂乡
里。旅居台湾后，父亲依然不忘报效祖国，常
怀思归之情，久负凌云之志，做房产生意，为
的是兴办教育，虽历经万般磨难，终完成毕生
宏愿：一生创办学校十余所，培养学生百余
万。功绩卓著，名声显赫，海峡两岸共誉之。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为人低调而谦和，生活节
俭而朴素，在他的心中，时时刻刻想的都是教
育，可谓为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特别是
在父亲的晚年，为回馈乡梓，以七十多岁的高
龄，在河南家乡又创办了两所大学。不仅成为
教育界的一段佳话，也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
个圆满的句号。父亲用自己高尚的人格，书写
了世界上经典的墓志铭。

父亲生前常对我说，“升达现在已是万人
大学，但我们决不能满足现状，沾沾自喜。升达
要发展，要奠定永续经营的宏基，还有待于我们
父女和全体同仁一起携手努力”。这是父亲对
我和升达全体同仁寄予的殷切期望，也是对升
达学院持续发展提出的长远目标。我一定继承
父亲的遗志，按照父亲的嘱托，把升达大学办
成当代中国一流民办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

更多更优秀的应用型人才。
执行董事王新奇博士撰文

《弘扬外祖父王广亚博士教育
思想，争创全国一流民办高校》

12 月 29 日是升达学院创
办人、我的外祖父、教育家王
广亚博士逝世 3 周年的纪念

日。再次追溯老人家光辉的一生，令我更加崇
敬与爱戴。外祖父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且形成
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
想。一生赤诚爱国，倾资兴学，做出了不朽的
功勋，堪称为民办教育的楷模。

作为升达学院的继承人，我一定传承弘扬
外祖父的教育思想，牢记外祖父的办学初衷，
践行“爱国爱校”的办学理念，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党的领导，牢牢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将升达办成人民
满意的大学。3年来，学校以国家教育部门本
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为契机，坚持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坚持“一个根
本”（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突出“两个服务”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生和教师的
可持续发展），着力“三个提升”（提升应用型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基于服务地方的应用科研
水平，提升学校管理服务水平），落实“四个
促进”（促进教学条件建设，促进教学经费投
入，促进教学管理规范，促进教学质量提
升），实施“五大工程”（教学质量提升工程，
教师素质提升工程，教学保障建设工程，校企
合作发展工程，文化育人工程）的发展战略，
凸显本科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加强省级实验实
训中心建设、打造一流师资团队、努力提升管
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深入推进文化育人工程，
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科研转化能力
和社会服务能力。目前，学校拥有河南省重点
学科5个、河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5个、河
南省品牌专业建设点9个、河南省特色专业3
个，数量居河南省同类高校之首。

我一定要继承外祖父的遗志，光大外祖父
的教育事业，为早日把升达学院建成全国一流
民办大学而努力奋斗。

校长郭爱先撰文《秉承创
办人育人理念，服务学生成长
成才》

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
情缅怀创办人，特别是先生在
教育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为
他深邃的教育思想和崇高的人

格魅力所折服。
创办人的“育人”理念，其核心是人才培

养，即“育人”，也就是立德树人。从升达的
办学理念、升达校训、行事准则、升达格言
等，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所有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育才达人。除精神文化外，先生的行为文
化育人，也是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如养成教育、劳动教育、感恩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还有创办人亲自撰写的格言警句，
如“失败反省自己，成功感谢他人”“自己可
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应为之事勿待明日”
等，都起到了潜移默化育人的作用。

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创办人每年拨数百
万元专款设立奖学金反哺学生，如新生入学奖
学金、优秀毕业生奖、考研奖学金、学业进步
奖学金、成绩优秀奖学金、注册会计师奖学
金、学科竞赛奖等，真实实现了他“取之于学
生，用之于学校，回馈于社会”的心愿。

今天，我们学习创办人，就是要视“育
人”为我们的神圣职责和使命，树立“育人为
本”的思想，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增
强为学生服务的意识，把学生放在首位，以学
生成长作为教育的出发点，顺应学生的禀赋，
满足学生的需求，从学生视角加强其学习、生
活、实践等设施的建设。从学生成才的角度培
养、培训、引进、建设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
提高其“育才达人”的能力，以提供有品质的
教育。从学生成才角度构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与创新创业能力的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
动，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思想道德良好、专业
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具有社
会责任感、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的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办质量上乘、

学生满意、特色鲜明的高水平
民办大学。

校党委书记张德伟撰文
《坚持“立德树人”，弘扬创办
人教育理念》

创办人王广亚先生,作为一
个享誉海峡两岸的豫籍台湾著

名教育家，将其长达60余年的办学实践和管
理经验，凝练成特色鲜明、系统完整、行之有
效的教育理念。其教育理念体现在“伦理、创
新、品质、绩效”的办学原则，“勤俭、朴
实、自力、更生”的升达校训，“爱国爱校、
宁静好学、礼让整洁”的升达精神，以及“德
育为先，养成为要”等。

把国学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
新时代、新形势下的现代高等教育和学校思想
政治工作之中，是创办人教育理念的精髓。先
生的教育理念，高度契合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以
及今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立德树人”和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
重要讲话精神。譬如广亚先生提出的“三大教
育”，即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和感恩教育
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升达自创建以来，正是遵循创办人这一办
学理念，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特别是党的十
九大以来，学校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深人学习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大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探索思政育人新
途径，构建思政教育大平台，不断深化“三大
教育”（爱国教育、劳动教育、感恩教育），持
续实施“三大竞赛”（秩序礼仪、文明宿舍、
学生整洁），着力强化“三方育人”（教书育
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坚持不懈地把思
想政治教育贯穿落实到日常教育教学和管理之
中，渗透到人才培养的所有环节和整个过程，
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努力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我们将根据时代的要
求，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党的
教育方针，不断传承弘扬广亚先生的教育理念，

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作出新贡献。

常务副校长崔幕岳撰文
《弘扬广亚“三吃”精神，传
承先生教育理念》

我在升达伴随先生走完
了他人生最后的10年。先生

兴教办学60余载，他爱国热教、传承文明、
感恩桑梓、回报社会的崇高精神以及先生的道
德修养等，无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生的“三吃”精神，也是其办学理念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他兴办教育的经历中，我认
为“吃苦、吃亏、吃气”同样是先生的高尚品
德，是事业成功秘籍。如今我们重温先生的教
诲，更能领悟其中的深刻含义。这种艰苦奋斗
的“吃苦”精神、无私奉献的“吃亏”精神、
以德报怨的“吃气”精神、正是一个成大事者
所具有的高尚品质，也是所有从事教育者学习
的榜样。

广亚“三吃”精神教育思想，首先为我们
创新了一条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确立了人才培
育的重要尺度，提供了一条新时代中国民办教
育切实可行的新路径。特别是在教育模式上，
为我们建立了一条“立德树人”的崭新通道。
目前，已被社会上称为“升达模式”。其次，
先生倡导的“三吃”精神的教育价值在于：通
过磨炼学生的思想品德和意志，进而提升学生
适应社会的能力，在校就打牢今后事业成功基
础。可以说，先生倡导的“三吃”精神，是升
达独创的育人路径。

“三吃”精神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
气度。先生把心胸与事业相连，把包容与拥有
挂钩。先生倡导的人才培育尺度，可以说是一
种胸怀天下的“理想”教育、超凡脱俗的人格
教育、成事创业的人才教育。“三吃”精神，
说到底是培养真正人才的教育。“三吃”精神
教育在学校教育理论上和人才培养途径、尺度
上都留下了一笔“历史的记忆”，尚须我们不
断凝练升华其中的精神价值内涵而努力探索。

在校师生怀念创办人

学务长张现水说，这是一位百折不挠、奋
斗不止的长者。60多年来，创办人“登高壮观
天地间”“不畏浮云遮望眼”，为了教育事业，
栉风沐雨，饱尝磨难与艰辛，但他矢志不移，
终于完成大业。所以说创办人是一面精神旗
帜，他用精神的力量凝聚、影响和带动了一群
献身教育事业的人士。

招生就业处李莹说，身为一个升达人，对
创办人创办升达的亲力亲为，我更深刻体会到

“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的含义。作为创办人
教育事业的一名参与者，我很荣幸。怀着对创
办人的敬仰，我将自己所做的一切称之为事
业。我会谨记创办人的谆谆教诲，在工作中努
力进取。

体育学院教师栗元辉说，在创办人教育理
念里有这样一句名言，“教育的目的在于改变
学生的气质”。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如何在
体育教学中贯彻这一理念？读了创办人的著作
后我豁然开朗，体育舞蹈恰恰是很合适的一
种，于是我找到了自己今后工作的目标和努力
的方向。

文法学院学生刘月说，第一次见到老人家
是在我们军训汇演。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
为了给一群站在转折点的孩子加油引路，不顾
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从台北到郑州。后来几次
见到他老人家，总是面带微笑，一身朴素却干
净整洁的衣服。如今回忆起来，仿佛老人家还
在我们身边。

商学院学生胡珊珊说，创办人用一生的行
为为我们阐释了“勤俭、朴实、自力、更生”的重
要性。自古以来，勤俭朴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还有老人家亲自书写的格言，让我们
懂得了如何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信工学院学生胡国锋说，行走在升达校
园，随处可见老人家书写的名言，“自己可为
之事勿求他人，今日应为之事勿待明日”“要
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自己的痛
苦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等至理名
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升达学子。

社会名人、优秀校友怀念创办人

著名学者、作家程韬光
撰文：王广亚的精神实质可
以归纳为三种精神。一是大
爱精神。王广亚继承了耕读
传家的优良家风，始终以儒
家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在
他心中，永远充满感恩，充

满对人间的大爱！可以说，他以整个的生命为
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二是担当精神。
王广亚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强烈忧患
意识，他始终把群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
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性格特征。三是贞刚精
神。王广亚的性格中，刚毅是很重要的成
分。他一生中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但是
从不屈服，从不动摇，仍然坚定不移地追求

他的理想。
河南省社科院原副院

长、研究员刘道兴撰文：一
个杰出人物的历史，就是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段历
史。在王广亚老先生身上，
就烙印着他所生存、生活的
百年中国史，凝结着他对中

华民族经历的曲折、屈辱以及走向伟大复兴的
切身思考和实践。他之所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孜孜以求，源自于他一生对中华经典不断的
学习、理解和感悟。他从小受儒家文化思想熏
陶，时时以至圣先师为楷模，力行实践。他激
励自己办教育一定要有孔子那样崇高的境界。

上海电影集团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皇甫
晓涛说，因为您创办了升达这样一座朴实而伟
大的学校，才有了我们这些人的今天。也许在
别人眼里这所学校不算什么，但对于当年的我
们而言，就好像是您老人家为坠入大海中的我
们扔来的一个救生圈，使得我们看到了人生的
希望和目标。

现任河南紫牛集团董事长，97级毕业生李
响说，我是1997年入的校，真的为自己选择升
达而感到庆幸。升达不仅师资力量雄厚，而且
其浓郁的人文和传统文化氛围，无时无刻不在
感染着每一位升达学子。创办人的人格、思想
和智慧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
库，短短几年的学习生涯，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现任河南一诺汽贸集团董事长，1998级
毕业生孙攀峰说，我常常在思考，教育的本质
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无数先贤达人
都在探索教育的真谛，并且用自己的理解和行
动去诠释它。在升达的经历和收获告诉我，教
育的本质和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升达教会
我如何做人。

2011级商学院优秀校友王红玲说，怀念
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己活成他的样
子。我们感恩他，因为他倾尽一生的心血，回
馈乡梓，筹办学校，让万千学子从那时起有枝
可依；我们尊敬他，是因为他以独特而又创新
的教育模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升达人；我们
敬佩他，是因为他像一位屋顶的巨人，穿越
海峡，在教育界桃李满天下。

（君子兰）

王广亚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记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创办人王广亚博士

创办人勘察校址创办人勘察校址

创办人和董事长王淑芳创办人和董事长王淑芳、、执行董事王新奇执行董事王新奇

升达第一批拓荒者升达第一批拓荒者 创办人创办人、、校领导和学生在一起校领导和学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