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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德：文脉绵长 兴学育人

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南大门内侧的门楣之上，柳体金字“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字校训庄
重醒目，师生每一次进出，都不禁从心底升起由衷的敬意。

“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出自《礼记·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河南大学将这八个字确立为校训，表明师生
不忘兴学办校之初衷，始终将弘德明志、启智为民、民族振兴作为己任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

如今，河南大学已走过 110 个春秋，“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早已融进河南大学的精神底
色，成为引领全体河大人奋发前行的精神“风向标”。穿越历史和现实的天空，河大师生也以一
次次行动、一张张成绩单恪守、践行、传承着校训，不断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深刻内涵，不断诠释
高等教育的至高追求——大学之道，唯有不止。

百十风华 大道不止
——写在河南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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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国之大者 奋楫一流

至善：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
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
之地而不迁。”“至善”是河南大
学对教育事业的永恒理想和不懈
追求。

至善之意，在于守正创新，
永攀高峰。

2017年 9月，河南大学入选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

“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名单。学校牢牢把握住这个重大
历史机遇，站在新的起点重整行
装再出发，立足自身实际，始终
瞄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扎根中
原大地，抓好“种子”这件大事。

以农立心，百年传承。做强
种子“芯片”，助力国家粮食安
全，是河南大学的使命，更是河
南大学的担当，还是河南大学独
特的发展优势。2020年 12月 26
日，河南大学恢复重建农学院。
2021年7月13日，作为海南省崖
州湾种子实验室理事单位的河南
大学三亚研究院揭牌成立，拓展
了学校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在生
物、农业等多方面的合作与交
流，特别是搭建了河南农业大省
与海南南繁大省的桥梁，加快了
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农业全链条升
级，从而增强了服务国家粮食安
全和种业安全的能力。河南大学
将把三亚研究院建成南繁现代科
研创新育种基地、高层次人才聚
集基地、高质量科研成果产出基
地、高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高水
平研究生培养基地、高端国际学
术交流与合作基地六大基地，为
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河大力量。

至善之意，在于胸怀天下，
敢为人先。

2022年 2月，学校再次入选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迎来

“双一流”第二轮建设周期。好风
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自奋蹄。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成为学校发
展的强大动力。

面对“十四五”规划和新一
轮“双一流”建设，河南大学着眼
国家战略需求、河南高质量发展需
求，整合优质资源，探索形成“重
塑学科体系、谋划国家重大平台、
构筑发展物理空间、实施人才强校
工程、围绕关键领域布局重点项
目”的发展路径和关键举措，“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原风格”的
发展道路更加清晰坚定。

2021年，河南省为学校新发

展阶段点题定向，提出“量身定
做”系统制定“双一流”建设方
案，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南大学
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确立河南高
等教育“双航母”发展战略，以
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厚爱，温暖和
激励着河南大学全体师生，让

“百年名校振兴”的理想火焰再一
次热烈燃烧。

至善之意，在于百折不挠，
自强不息。

时代大潮奔涌向前，千千万
万河大人头顶同一片天空，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教学科
研、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
作、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领域中，
将这种理念薪火相传、代代延
续、生生不息。岁月流转，世事
变迁，河大人的精神世界里总是
攒着一股“拼”劲，而在这种

“拼”劲背后支撑的，是一代代河
大人“心”的团结和凝聚。一路
走来，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
神之光始终闪耀！

回望弦歌不辍的办学历程，
河南大学诞生在辛亥革命胜利的
曙光里，成长在中华民族复兴的
进程中，历经艰辛沧桑，成就世
纪辉煌。河大人内心深处蕴藏着
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学校栉
风沐雨而茁壮、历经砥砺而弥
坚。这种力量就是追求“至善”
的力量。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
变，“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八
字箴言始终被师生铭记于心，犹
如一座灯塔，指引着河南大学百
十年的发展路途，指引着一代又
一代河大人的成长。以梦想为
帆，以实干为桨，以精神为引
擎，创造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河南大学这艘“航母”正在驶向
更为广阔的海域和明天。

征途漫漫，大道不止。正如
河南大学校长张锁江院士所言：

“站在学校新百年发展起点上，建
设研究型、综合性一流大学，建
立形成以卓越创新为核心的大学
发展新模式，培养未来社会发展
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是我们的新
共识、新目标、新使命。”全体河
大人将攻坚克难，勇开新局，向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实现百年名
校振兴的目标不懈奋斗，交出一
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
愧于时代的答卷！

（河南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
主任 王明钦）

“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科学开发民
智。”河南大学心怀“国之大者”，始终把
自身命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把
爱国为民情怀深深融入精神血脉。每当国
家民族面临紧要关头，河大儿女总是挺身
而出，迎危而上，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担
当智谋铸就民族脊梁。

烽火战争年代，面对敌寇的凶狠残
暴，河大师生不畏强敌，坚守前线，“一块
牌匾背后的抗战办学往事”呈现了河南大
学维护文化的铮铮铁骨；抗美援朝战争时
期，河大师生发声明、表决心、捐款捐
物，千余名学生签名请缨赴朝作战，组成
河南省抗美援朝医疗队，不顾生死奔赴朝
鲜前线，争分夺秒开展救护工作；新中国
成立后，河南大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折
枝为林，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重要
贡献。河南大学的办学历史和实践，始终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

2020年，在没有硝烟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前线，河大淮河医院和第一附
属医院的52名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奔赴一
线；在校内，河大师生纷纷用自己的方式
加油助力，加快科研攻关研发试剂盒、发
挥专业优势提供心理援助、力所能及从事
志愿服务、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可爱可
敬的河大师生，从三尺讲台走向抗疫一
线，用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用坚守诠释责
任担当！

百十载往，河南大学总是义无反顾地
承担起责任，谱写了一曲曲爱国爱家、追
求进步的壮丽篇章。这是河南大学骨子里
的一种追求，是“心系苍生、共筑家园”
的精诚大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家国情怀。这种追求与“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情壮志一脉相
承。它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时光年轮的延

续、锤炼、融合、发展中历久弥新，熠熠
生辉。

百十年历史积淀，赋予河南大学从容
起步、继往开来的强大底气，激励河大师
生奋力创造业绩。“双一流”建设以来，
河南大学不断向高峰发起冲击，以坚毅果
敢和创造活力，持续在高峰之上再攀高
峰。

近年来，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人才培养结构更加优化，高水平人才
培养体系基本形成；学科布局更加完善，
学术影响力显著提高，10个学科进入ESI
前1%；科研总体实力显著增强，建设国家
科研平台8个，取得一批标志性原始创新
成果，实现科研成果在Cell、Nature、Sci-
ence期刊发表的历史性突破；师资队伍建
设取得重要成就，汇聚一批以院士、学部
委员等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创新
团队；郑州校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建成
深圳研究院、三亚研究院，一流大学的办
学格局进一步优化；全面深化综合改革，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
升；学校支撑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
能力持续增强，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
地位明显提高，具备了向研究型、综合性
大学转型，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基础和
条件。

百十河大，顶天立地，一代代河大人
以“明德新民”为己任，不断追求“止于
至善”之愿景。岁序常易，华章日新。站
在新的历史方位和起点上，河南大学以前
瞻30年的眼光谋划未来，努力在中原大地
起高峰。新时代，河南大学站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战略高度，心怀“国之大者”，打大算
盘、谋大棋局、讲大战略、出大智慧，不
断开创学校事业发展新局面。

黄河奔腾浩荡，铁塔巍然矗
立，在广袤深远的时空中永恒坚
定，见证了一所大学百十年征程
的初心与坚守、坎坷与荣光。

110年前，在中国新旧教育
交替嬗递之际，以林伯襄先生为
代表的仁人先贤挥墨泼毫，在
《筹备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中
写下“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
亦然”的警世之言。河南留学欧
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自
此而生，其校址就选在中国千年
科举考试的终结地——清代河南
贡院旧址之上。

作为河南现代高等教育的
先行者，自建校之始，河南大
学就把兴学强国、振兴中华作
为职责使命。百十年来，河大
师生始终不改初心，将培养学
生的优良品德和爱国为民的责
任感放在首要地位，坚持为国
育贤、为民育才，谱写了一曲
曲教育报国、服务社会、造福
人民的慷慨高歌。

抗战办学时期，河大师生用
血肉之躯写就了一段荡气回肠、
可歌可泣的烽火育才记。全面抗
战期间，河南大学坚守在抗战前
线，与父老乡亲共赴国难，组织
发动民众抗战，播撒文明科学的
火种，将“百折不挠、自强不
息”的抗争与坚守熔铸为精神底
色，孕育了具有永恒价值意蕴和
感召力量的河南大学精神，铸成
了永恒的精神丰碑。

其间，河南大学严格教学管
理，按照教学计划设置课程，保
证上课时数，以7万余册图书和
齐全的仪器设备在当时的大学
中名列前茅，维持着较高教学
水准，在各项考试和竞赛中获
得较好成绩，并实现了由省立
升为国立的蝶变，培养出 1400
多名人才。抗战胜利返回开封
后，河南大学已经发展为占地
2000亩、拥有近2000名各类学生
的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
南大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折枝
为林，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
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学
校明确目标定位，在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中追求进步、实现价值；
1984 年，恢复“河南大学”校
名，开启了综合性大学复建和振
兴之路；2008年，成为省部共建
高校，在全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
地位进一步巩固；2017年，进入

“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迈进一

流大学建设新时代，学校发展历
史自此翻开全新篇章；2022年，
学校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
高校行列，距离百年名校振兴的
梦想更近了一步。在国运与校运
桴鼓相应的历史律动中，河南大
学走过了一条爬坡过坎、聚集元
气、再振雄风的振兴之路。

大学要有大师，振兴更要有
大师。“济济多士，风雨一堂……”
诞生于 1940 年的《河南大学校
歌》传唱的是河南大学广揽名师、
广纳贤才的传统。建校之初，著
名哲学家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
兰、历史学家范文澜、考古学家
董作宾、经济学家罗章龙等一大
批专家学者曾在这里辛勤耕耘，
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灿烂。追寻
着“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
学之道，以范文澜、任访秋、王
汉澜、李润田、朱绍侯、佟培
基、王立群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河
大学人，在薪火相传中不断开
拓，在前辈创造的辉煌基础上再
出发，用学术映照现在、关注未
来，努力践行学校的办学初心与
宗旨。学校现有教职工 4600 多
人，其中专兼职院士、学部委员
22 人，国家杰青等领军人才 59
人，一幅“万类霜天竞自由”的
新时代人才集体群像，巍然屹立
在河大恢弘磅礴的历史画卷之上。

大师躬耕杏坛，桃李遍布四
方。百十年来，学校共培养了70
余万名各类专门人才，他们带着

“铁塔牌”的印记，在各行各业书
写着故事。赵九章，中国人造卫
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用科学的力量捍卫祖国的蓝天与
海洋；侯镜如，爱国将领，投笔
从戎、一身正气；张伯声，学贯
中西的地质学家，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反哺母校，在中原大地上教
书育人；高济宇，立志以“教育
救国”的化学泰斗，用科研成就
了“中州之光”；邓拓，在河大学
习期间，积极著书立说，投身革
命，奠定了扎实的学术根基和忠
贞不渝的革命信仰；马可，从河
南大学走向延安，以音乐为武
器，一路战斗、一路高歌，用脚
步丈量祖国的万水千山……闪耀
着星光的河大人，铸就了兴国兴
邦的中原教育力量，传承了河南
大学为国为民的精神内核。岁月
变换、四季轮回，总有一种东西
历经百年而崭新如初，那是河南
大学“铁塔牌”独特的气质和深
刻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