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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横流，斗转星移，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她
——萃清小学迎来了十岁生日，十年，对于历史长河
来说或许只有一瞬，而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是其发展的
基石。十年，萃清小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年披
荆斩棘，十年风雨兼程。每一个师生用自己的汗水造
就了萃清小学辉煌的业绩，每一个师生共同携手造就
了今天萃清的蓝天。

十年大事，历不胜数，十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让
我感受到了她的文化，她的内涵，她的魅力。

难忘2009年2月7日，萃清小学张开双臂迎来了
第一批萃清人，其中也包括我。按照上级领导的要
求，当年教五六年级的老师跟着学生一块来萃清小学
工作，我在南五小学教五年级，理所应当地来到了萃
清小学。一大早，踏进萃清小学的校门，只见若大的
校园只有一座教学楼，没有餐厅、没有宿舍、没有操
场、也没有综合楼。教学楼前广场上站着好多教师，
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大家都在高谈阔论，都在说
着互相祝福的过年话。卢士民校长说：“艾丽，你去商
店拉几箱礼花来。”礼花拉来了，放在教学楼前广场
上，只听“呯……呯”礼花在空中绽放，老师们抬头仰
望，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就这样，萃清小学诞生
了。她敞开怀抱，等待着五六年级的学生来报道。接
下来，我们就开始打扫教室，打扫楼道，因为到处是建
筑垃圾，然后安排办公桌椅，摆放教室里的课桌椅
……老师们干得热火朝天，校园里尘土飞扬。

难忘开学第一顿午饭，学生在教室里坐在自己的

座位上，教室接着变成了餐厅，每人一个餐盘，一个汤
碗，排队打饭，因为是第一次，食堂人员手忙脚乱，学
生兴高采烈，班主任声嘶力竭，指挥学生单线行驶，以
免彼此相撞，洒了菜汤，那样卫生就更难打扫了。饭
后食堂人员撤退，学生打扫战场，收拾自己的课桌。
开学第一周，班主任陪吃了一周，那经历那滋味真无
法用语言来表达。累并快乐着，累就不说了，快乐的
是学生的自理能力突飞猛进，值！

难忘 2009 年 3 月份，在卢士民校长的带领下，我
们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刨坑，栽树，浇水，种下了一株
株垂柳，校园里立刻就有了绿意，有了生机，现如今，
垂柳已长成参天大树，一看到它们就想起当年栽树的
情景，心里就特别高兴、特别自豪，我们教过的学生也
如同这柳树，已成为国家的栋梁。随后就有了花池，
有了“春华”“秋实”和“萌”这样的标志。

难忘 2009 年 11 月，萃清小学组建代表队参加了
“济阳县第一届教职工运动会”，他们精神抖擞，步伐
整齐，从容镇定走过主席台，教体局领导投来赞许的
目光，比赛过程中，有的老师问：“你是哪个学校的？”

“萃清小学的”“啊！你是萃清小学的，我去你们学校
听过课，你们学校真好！”自豪感、幸福感顿时从心中
升起，为自己是萃清小学的一员而骄傲！

难忘……
现如今，萃清小学已历经十年风雨，十年前，她无

人问津，默默无闻，十年间，是萃清人靠人文化，科学
化，精细化的管理、教师严谨治学的态度、严格要求的

作风、“出类拔萃，才高气清”的校训，才使得学校以抓
铁留痕，踏石留印的精神，迅速崛起，成为了今天的传
奇，一所现代化高标准寄宿制学校建成了。综合楼、
公寓楼、餐厅、塑胶场地相继建成，功能室投入使用，
校园美化绿化、校园文化建设……萃清小学硬件设施
实现了华丽转身，顺利通过了国家教育均衡化达标验
收和复评，为全镇乃至全县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十年来，萃清小学在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模
式变革的道路上孜孜求索，走出了一条农村寄宿制学
校的成功之路，衍生了一个基础教育的知名品牌。在
这里，无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班级管理工作，我学习
着，收获着。饮水思源，我感恩于能成为萃清人，感恩
于我的同事，感恩于萃清小学对于我的栽培与支持。

萃清人信念坚定，心无旁骛—— 一心做好老师；
萃清人脚踏实地，永不懈怠——永做学生榜样；萃清
人一往无前，勇攀高峰——追求永远在路上。作为一
名70后，已是老教师了，“年龄越大，责任越大”，责任
与担当正是这些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20岁站在讲台上，那是一种期待；
30岁站在讲台上，那是一种责任；
40岁站在讲台上，那是一种担当；
50岁站在讲台上，则是一种坚守。
挥别爬坡越坎的十年，展望跨入先行区的美好未

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自信而坚定，“新征程上，不
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以坚如磐石的信心、
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向
前进”。 我真心地祝愿萃清小学能够像大鹏一样最终
跃上广阔的天空肆意遨游，展翅飞翔！成长吧！前进
中的萃清小学定能不负众望，最终定能犹如一颗璀璨
的夜明珠般散发耀眼夺目的光芒。

风正劲，帆高悬，萃清号巨轮正乘风破浪，砥砺前
行！

红色的教学楼，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宽大美
丽的操场边，绿树成荫，光影透过绿树洒下点点金色
的碎片，整洁的校服在操场上一闪而过，那是孩子们
矫健的身影。

十年前，在国家“撤点并校”政策下，政府投资建成
崔寨镇唯一的寄宿制小学——萃清小学。依稀记得十
年前第一次踏进萃清，看到孩子们意气风发的面庞，于
是，努力的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下决心要教好这群稚
嫩的孩子们，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希望。

刚建校的萃清只有一栋教学楼，在教学楼的西边有
一座低矮平房，那是给学生做饭的食堂，寄宿生每次吃
饭，食堂的工人会把做熟的饭菜抬到教学楼上，再把饭
菜在教室里分给学生。每次去教室上课，都有学生吃饭
时留下的浓浓的饭菜味。学校没有宿舍，借宿在学校旁
边的居民楼中。当时的操场只能说是“草场”，暑假开学
后，师生的第一任务就是除草，跑校生从家里带来镰刀，
锄头，小推车。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操场终于漏出泥
土地，坑坑洼洼。教室里，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再也没
有其他先进的设施，班里满满的学生，教室后面刚办好
的黑板报，就被后排学生的头发擦模糊了。老师仍用爱
心哺育爱心、用耐心等待学生的成长。

十年，萃清的变化真的很大。学校先后建成两栋宿

舍楼，一栋学生餐厅，一栋综合楼。学校给教师每人配
备一台电脑，教师备课查资料快捷方便。大家的干劲更
足了。班里也用上了多媒体教学。消除了大班额，还在
教室后面的墙上装上了壁橱。最让学生高兴的是学校
建成新操场，体育课上，学生们尽情地跑，尽情的跳。累
了就在操场中间的草皮上休息一会儿。看着学生那享
受的样子，从心里替他们高兴。学校的设施一应俱全，
可以与城里小学相媲美。看着萃清日新月异的变化，我
心里充满了激动。我谨记萃清的办学理念“出类拔萃，
才高气清”。始终不忘人民教师的职责，爱学校、爱学
生。作为一名人名教师，我严格要求自己，以创新教育
方针为指导，已教好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为己任，踏踏
实实，任劳任怨，与萃清相伴同行。

十年风霜，称不上历史遥远，却已桃李芬芳。十年
寒窗，称不上已成栋梁，却也已茁壮成长。不知不觉，学
校已走过十个春秋。这十年，学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孩子们从牙牙学语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清晨，
从孩子们伴着广播里的乐曲步入学校那一刻起，养成教
育就开始了。见到老师问声好，走直线拐直角，上下楼
梯靠右走。新的一天开始了，学生习惯了课前做好准
备，课上认真倾听，大胆质疑，有效合作学习。放学后，
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分年级分楼层有序放学。每周一
早上升国旗仪式已经成为学校的亮点，校长和全体师生
一起参加，在学校广场上大家站着整齐的队伍，出旗、升
旗、唱国歌、庄严肃穆。经典诵读、国旗下演讲、星级中
队的表彰，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参与着、成长着。十年里，
学校迎来了一个个新的希望，孕育着一个个梦想，也送
走了一批批求知的学子。

2019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萃清小学建
校10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这美好的日子
里，我祝愿孩子们健康成长，同事们事业有成，学校在
杨校长的领导下走向辉煌！

金秋十月，花团锦簇，丹桂飘香，在祖国人民欢庆
70华诞的日子里，我们满怀喜悦的迎来了萃清小学十
周年的生日。

十年时光转眼已过，但是十年的时间历练了我
校，我们走过艰辛，走过辉煌，回顾十年风雨历程，我
们感慨万千教学，办学条件逐渐改善，校内从只有教
学楼，综合楼逐渐建设了男女分开的宿舍楼的宿舍
楼和师生食堂，还配备了标准的操场，孩子在碧绿的
草地上踢球，在红色的跑道上奔跑。近年来建设的
羽毛球，乒乓球是为孩子提供了更方便的训练场地，
以至于我校的体育运动项目年年在区里，成绩名列
前茅。

回眸十年，卓然不凡，萃清小学走过了脚踏实地，

诲人不倦的十年，走过了孜孜不锲而不舍的十年，十
年来，萃清人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打造了脆脆的辉
煌，用知识和智慧甜起了衰谦的积粮，用博爱和文明
电钉的衰轻的底蕴，用豪情和壮志输血了衰青的壮
丽，真可谓耕耘，收获，奋斗与成绩齐飞，让我们以十
年校庆为契机，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把握
现代教育发展脉搏，推进素质教育，让每一个师生得

到全面发展，风雨十年，悠悠情愫，我们不会忘记十年
来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萃清的大力支持和热爱，热情
帮助我们不会忘记辛勤耕耘的每一位教职员工，我们
不会忘记一届届，满含泪水，感恩学校，感恩老师的学
生，在这喜庆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我们的学校永远
年轻，永远充满生机，祝福我们的学校更加辉煌，更加
美好！

我是2019年9月1日刚入职的一名新教师。迄今
为止，加入萃清这个大家庭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
周时间，但总感觉与萃清的相识早已注定。

首先简单谈谈我与教师这一职业是如何结缘的。
2017年5月2号，我正式荣升为一位母亲，有了一个属于
自己的可爱宝宝。幸福的同时，我又开始思考，怎样做
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除了物质上的给予，更重要
的是如何给他更好的精神食粮。长远来说，是该怎么样
才能更好地教育好我的孩子。相信每一个做母亲的都
会有这种思考。于是我要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这个想法
便在我的脑子里闪现。因为如果我是一名合格的母亲，
就可以教育好我的孩子。如果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那
我就可以教育好更多的孩子。于是我开始为成为一名

合格的母亲、合格的教师做准备。终于在2019年9月1
号，我很荣幸地加入了萃清的教师队伍。

其实选择萃清小学的前一天晚上，我考虑了好多
好多。相信每位新老师选岗之前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内心是煎熬的，焦虑的，到底怎么选择才是最适合
的？综合各种因素考虑，我心里有了答案，那就是济
南市济阳区萃清小学。当内心有了这个答案的时候，
心里瞬间轻松了很多。于是第二天选岗之前的早上，
我独自一人来到了萃清小学门口，算是提前看看我即
将进入的学校吧，也算是打消我内心的最后一丝疑
虑。记得那天早上的天气真的很不错，我的心情跟天
气一样的好。当我来到校门口看到萃清小学的第一
眼，我内心仅存的那最后一丝担忧也消失无踪。校园

的绿化美化，洋溢的书声笑声，无形之中感到浓浓的
书香气。心底一抹温暖，我的选择是对的。

记得当时选岗时旁边的一位新老师默默的说了
一句，估计像你这种情况，明明有其他选择，却选择乡
镇的情况你是第一个。当时我默默地想，因为有我的
信念，并且我也知道，我要当一位好老师，也要做一位
好妈妈。我有我的信念，更还有回想起早上在萃清小
学门口时的感觉，我明确地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当2019年9月1日我来到萃清小学正式入职的第一
天，再次证明我的选择的正确性。这里的校长是那么的
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这里的老师是那么的和蔼可
亲，对于我们这样的新人可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
里的学生是那么的有礼貌，见到老师敬礼鞠躬。庆幸自
己的选择，让我来到了这样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学校。

很庆幸我入职的第一年竟然是萃清小学建校十
周年。能够在这样的日子为萃清献上我的祝福，倍感
荣幸。我也非常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尽职尽责，
不断提高自己打磨自己，做一名合格的萃清教师。用
青春与汗水助力明日萃清的美丽芬芳。

七年前，我充满着欣喜与憧憬打开
了这本书，崭新的书皮，质朴而又舒适的
语言，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此后，我不
仅成了它忠实的读者，还很荣幸地成为
了书中的一员，转眼就是七年，我想而后
的岁月里，我也会与之相伴，共同成长。

最先吸引我的，并非它的名气。因
为，此前我从未听说过，它是本新书，还
悠悠得散发着阵阵墨香。是它清新而
又雅致的名字让我产生了好奇，翻开才
知原来它有着对“出类拔萃，才高气清”
这样美好气质的追求。走进书中，感觉
一切都洋溢着青春与活力，茁壮成长的
小树好像已恭候我多时，见我频频摆
手。崭新的教学楼里有着悦耳动听的
读书声和老师谆谆的教诲声，那是孩子
们为书谱写的优美乐章。最让人倍感
温暖的是，我受到了老师和孩子的欢
迎，并认可我，让我成为了他们中的一
员，此后，这本书里也有了我的故事。

在这本书中，有我的骄傲，一届届
优秀的毕业生，一声声老师好，一次次
走上讲台，都是我每天快乐的源泉。这
本书还教会了我认真与责任，对待教学
不能得过且过，要用心做好，因为我所
面对的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他们的未来
与现在有关，而他们的现在又与我息息

相关。这本书让我懂得了宽容与善良，
从一开始的暴脾气到现在的没脾气，其
实是我的一大成长，不再以自我为中
心，因为将心比心地去看待那些小精灵
们，会让我的怒气变为理解，只有用对
了方法才是真正的出路，生气只是自己
无能的借口。就这样，它让我一点点地
进步，让我慢慢地在改变。

时间过的真快，在不知不觉地品读
中，它已十岁。在这十年中，小树长成
了大树，小孩儿变成了大孩儿，我也由
新人成为了书中的老人儿了。虽然时
间在不停地流逝，但它仿佛依然那样年
轻，永远如我初次翻开时那样清新又充
满着希望。静静地翻看着过往的每一
页，上面写满了每个老师真诚的付出，
画满了孩子们灿烂又纯真的笑脸。每
一个字，都有它独有的故事，每一个故
事又是那么真实感人。

《萃清小学》这本书让我读出了付出
与收获，读出了教育的酸甜苦辣，读出了
成长的喜怒哀乐。我希望这本书越来越
美好，越来越动人，它的明天一定放射出
璀璨的光芒，愿有越来越多的学子翻阅
它时心中都会涌动感恩与回忆。

读，在继续，我们的故事，也在继续
……

金秋十月暖风送爽，霞染枫红丹桂飘香。10月30日，萃清小学运动场上
师生济济一堂，秉持着“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召开了建校以来的第十
届秋季田径运动会。孩子们矫健的身姿，悦动的身影，再次点燃了全校师生的
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的热情。

与萃清一路同行
◎艾 丽

十年萃清 相伴同行
◎曹文梅

我心中的的萃清
◎李真

萃清十年庆献礼
◎陈秀翠

品读萃清 感悟成长
◎刘孟雪

“温暖萃清 ，伴我成长”
十年校庆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