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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郑现清校长
惊鸿一瞥

每天!是星星照亮您来校的路!

每晚!您听着学生的鼾声回家"

都说您爱皱眉头!

那是您思考的事情太多"

都说您不大说话!

那是您想用实际行动来回答"

三三九工程的每个数据!

都把您的心来牵挂"

万名师生的方方面面!

都需要您用心来盛下"

您用睿智的思索!

理清百年老校的新发展思路"

您用钢铁的意志!

撑起了百年淮中的大厦"

一万多名师生啊!

您把百年淮中当成了家"

还记得您在讲台上的英姿!

是那么潇洒"

从教近三十年!

您把爱心与汗水挥洒"

一届届的学子!

从母校走向天涯"

郑校长!您别走# 您别走啊$

全体师生思念您$

还有很多事情等您来谋划%

满头银发的二老!

此时的心如针扎"

您的儿子东东和光光!

正痛哭着呼喊爸爸"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小小的键盘敲不出我想说的话"

一路走好!敬爱的郑校长!

通往天堂的路很平坦!

您太累了!

好好歇息吧$

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郑现清学习活动
淮阳中学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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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侯俊豫 通讯

员 李涛!累倒在出差途中的淮阳

中学原校长郑现清"用
%5

年短暂

而绚丽的生命书写了对教育事业

的执著和忠诚" 淮阳县委追授他

为#优秀共产党员$% 淮阳中学迅

速召开学习动员会" 开展向郑现

清学习的活动%

在动员会上 " 老师们回顾了

郑现清不平凡的一生" 认为学习

郑现清就要做到讲党性&讲原则&

讲团结&顾大局%学习活动要具体

体现在日常工作上% 在工作作风

方面要具备务实作风 & 创新精

神&学习意识&责任意识% 在学校

管理方面要实行 #四化 '管理模

式 (科学化 &规范化 &精细化 &人

性化% 在个人生活方面要做到生

活俭朴 "反对浪费 )提倡生活简

单 "反对过分应酬 )生活理念不

求奢华% 动员会要求学习郑现清

同志要全员参与 " 集中学习 "宣

讲事迹) 要分级段& 分部门结合

实际讨论 )班级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 )政务 &团委营造相应氛围 %

要结合本部门 & 本单位特点 "找

出合适的切入点 " 逐一对照落

实" 通过学习" 进一步提高全校

工作效率 "进一步激发全校教职

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工作

热情 "使学校各项工作在原来的

基础上 "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

领下更加出色%

悼念郑现清校长
晨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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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郑现清校长在外出衡水中学考

察途中突发心肌梗塞"在北京抢救

无效"不幸因公殉职%噩耗传来"晴

天霹雳"我们都不敢相信"更不愿

相信"我们可亲可敬的郑现清校长

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我们%

从得知消息的那一刻" 我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 为失去一位尽

职尽责的好校长而惋惜" 为失去

一位懂教育的好校长而痛惜%

.6

日晚自习结束"忙过工作"我静下

心来"悲痛万分"坐在电脑前 "郑

校长的历历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

前% 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深切哀

悼这位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中

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河南省淮阳

中学校长&校党总支书记&英语教

育专家&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人民

的好公仆%

郑校长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

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敬业实干"锐意创新"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努力诠释着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 树立了一

位党员干部的崭新形象% 他带领

着淮中人在短暂的时间里用青春

和汗水"用智慧和毅力"用忠诚和

敬业" 使淮阳中学这所百年老校

迅速发展壮大"焕发生机"成为豫

东教育的一艘名副其实的 *快

艇'%

郑校长为人师表"谦虚谨慎"

求真务实"任劳任怨 "勇挑重担 %

特别是他就任淮阳中学校长
/

年

来"处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在

大是大非面前" 他坚定不移地以

党的事业为重"坚持原则"顾全大

局"不徇私情"在他孜孜不倦的付

出下" 淮阳中学很快扭转不利局

面"取得了社会各界公认的成绩"

各级领导和社会也给予了他很高

的荣誉% 回顾他近几年走过的道

路"可谓充满艰辛和挑战"淮阳中

学今天的成就浸透了他辛勤付出

的汗水%

./

年的教育生涯" 郑校长把

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学生 &

奉献给了教师&奉献给了学校&奉

献给了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 "郑

现清校长用他的卓越成就赢得了

学生的爱戴& 家长的信任和社会

的赞誉%

*人要有自己的追求"更要有

一股正气% '这是郑现清校长常说

的一句话% 他相信"具备良好的品

德始终是第一位的" 德才兼备才

能办大事% 他坚持以自己的言行

发挥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表率作

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 多少年

来"逢上教职工*红白事'"他总是

慷慨解囊" 遇上困难师生他总是

带头捐助% 但是在事关学校利益

上"他坚持原则"毫不含糊% 每年

有好多市县领导托关系让亲戚到

淮阳中学读书"想减免借读费"均

被他断然拒绝" 为此他得罪不少

领导% 他说(要把工作做好"就必

须抛开情面"不怕得罪人% 光讲情

面学校就难以发展% 因为事业"他

经受了不少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

力" 包括亲友的误解& 责难" 同行

的批评" 社会上他人的诽谤++但

他全然不顾 " 依旧认准自己的

#理'" 矢志不渝地担负起自己的

职责%

身为一校之长" 郑现清校长

从不搞特殊"从不乱花滥用"在他

的主持下" 学校有一整套严格的

财务监督机制" 他始终凭一身正

气影响和感染全体教职工% 他以

校为家"一心扑在工作上"通宵达

旦% 由于劳累过度"他的肝脏出现

劳损%办公桌旁摆满了药品%学校

的领导&老师力劝他到医院诊疗"

他强忍疼痛说(#不碍事" 我还能

顶着"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我不

能因为个人的身体耽误了学校的

发展, '曾经有两次实在坚持不下

去了"为了不影响学校工作"避免

教职工到医院看望" 他一个人到

郑州医院做手术"直到出院"好多

老师打听他所在的医院想去看望

一个也没能如愿% 郑现清校长的

工作干劲全体教职员工看在眼

里" 大家默默地化作了本职工作

的动力%

*把淮阳中学办成中华名

校'"是郑现清校长上任不久联系

实际制定的办学目标% 他在实践

着自己的校长诺言(*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积极推进素质教育)

以事业为重"从大局出发"为师生

着想"对淮中负责 )坚持 -为了一

切学生"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

的一切.的办学思路)落实科学发

展观"构建和谐校园 "创特色 &谋

发展&办精品&树品牌 "打造豫东

乃至全省中学教育基地% '如今他

的办学思想"育人标准 "校风 &教

风&学风建设"校训 "已成为全校

师生的共识%

郑现清的英年早逝" 不仅是

淮阳中学&淮阳教育的惨重损失"

更是周口高中教育的重大损失%

郑现清同志倒在了工作岗位

上" 为自己钟爱的事业用尽了最

后的力气% 就在去衡水中学考察

前" 他还打电话一直在安排学校

的工作" 前一天还在餐厅督查工

作"和学生一起就餐% 他已经好长

时间没有看望高龄的父母了% 万

万没想到的是" 一个月前的看望

竟成了老父老母与儿子的永别 %

而今他匆匆离去" 又不能为老父

老母尽孝了% 对风雨同行的妻子"

他常常为自己抽不出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而内疚不已) 对疼爱有加

的孩子"他再也不能促膝谈心"尽

享天伦之乐了,

患病前一天" 他本可以白天

去" 可他心里实在放不下学校工

作, 通宵乘车"清晨赶到目的地"

为的是省去一夜的住宿费% 虽然

在考察" 但是他的手机一直没有

停息% 谁知这一走"竟是与他血肉

相连的学校的诀别" 竟是与他朝

夕相处的同事的诀别" 竟是与他

深深挚爱的学生的诀别" 竟是与

他难以割舍的家人的诀别" 竟是

与他血浓于水的父老乡亲的诀

别% 我们真的难以忘记( 刚刚过

去的教师节 #三三九工程' 表彰

大会上" 全体教职员工还清楚地

记得他响在耳畔的讲话) 刚刚过

去的家长会上" 来自各地的家长

亲耳聆听了他掷地有声的承诺 )

他出差的前一天" 就餐的学生还

看见他熟悉的身影) 早操时" 郑

校长跟着学生跑操的记忆还在脑

海++

郑现清校长就这样走了 "走

得那样匆忙"那样突然"没有留下

一句话"没有留下一个字% 您虽然

走了"但是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您带领我们淮中人" 不仅改变了

百年淮中的面貌" 更是在我们心

中树立了不朽的教育丰碑%

追思那些年背影的鞭策
淮中学子 何冠群

走在路上!

微博中突然弹出的消息让我呆滞在马路中间!

紧接着一个一个的消息!

一个清晰熟悉的背影出现在眼前!

打消了我一切的疑问!

呕心沥血的他最终实现了他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都要奉献在教育事业上'的诺言%

记得那一年!

学校多了一个背着双手的背影!

穿梭在学校的人群中!

记得那些年!

远远地看到那个背影!

淮中的每一个学子都会不由自主地加紧自己的脚步!

记得那些年因为时不时地出现的背影!

而让多少昏昏欲睡的课堂陡然活跃$

现如今那个令淮中学子肃然生畏的背影!

终于承担不了重担带着无尽的遗憾远去了!

但却留在了天南海北千千万万个淮中学子的心中!

一直鞭策着每一个学子前进的步伐!

不敢带有一丝的懈怠!

只希望已经离开我们的校长能带着微笑走的安心$

远在海岛的学生望着远方的海默默地为您哀悼!

无声的泪水送走你疲惫的灵魂$

校长您当年震耳发聩的循循善诱!

将刻在每一个淮中学子的心中!

&人要有自己的追求!更要有一股正气'!

相信这句话会成为每一个淮中学子的座右铭%

不管我们在哪里都会默默地念一句!

&校长!我没给你丢脸'%

您也该歇歇了!

请您走好!

不要挂念那些哭泣的学子!

因为曾经的您教会了他们坚强!

教会了他们怎么面对困难!

教会他们男儿有泪不轻弹$

他们会很好很好的$

你也该歇歇了!

请您走好!

不要担心那些怀念您的同事!

因为曾经的您教会了他们为师之道的教义!

教会了他们勤学敬业的精神!

教会了他们教学的目标$

他们会很好很好的$

&不碍事!

我还能顶着!

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我不能因为个人的身体耽误了学校的发展'%

您未完成的工作会有人替你完成的!

学校的发展在您的努力和好政策下会越来越好的!

您也该好好地休息了$

学生再也无法平静地敲打下去了!

尽管坚强地不让自己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但渐渐模糊的眼睛已看不清眼前的屏幕$

一路走好 !

我的校长郑现清$

悼现清
龙都山水

英年早逝!情系学子!大爱长存(

壮心不已!志在教坛!太昊铭记%

哀现清

北氓

西风吹皱龙湖水!

两岸桃李皆垂泪!

天不佑我摧柱折!

耳畔犹闻惊天雷%

案头新图刚草就!

诏书促驾复命回!

送君西去一路好!

一院草木同声悲%

学习郑现清 树教育新风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