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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陈中实验学校九（5）班 刘泉

鼠年春节，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意外降临。

往年春节，他们大都是在
家里和家人一起享受团圆之
乐。然而今年，很多人坚守在
岗位上，只为抗击一场最严峻
的疫情。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在疫情刚开始，看着一批
又一批的病人，看着一个又一
个疲惫的同事。他们也曾感
到无力：“身袭白衣问自己，是
否能悬壶济世？”钟南山等前
辈赶来了，同仁们从四面八方
赶来了，医护人员对职业有了
更深刻的诠释，“治未病”是他
们的使命！“成未竟”是他们的

职责！“功未来”是他们的境
界！这一次，无数双手呵护黄
鹤楼！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刚开始，疫情形势较为严
峻，他们穿梭在急诊室和病房
之间，一站就是多个小时，用
来防护的医疗工具在他们身
上勒出道道深痕。偶尔有休
息的时候，不管什么环境，也
很快就睡着了。苦吗？当然
苦。他们同病人一样，或是别
人的子女，或是别人的夫妻，
或是别人的父母，他们也不能
和家人团聚。但他们知道，这
是义无反顾的使命，唯有早一
天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才能获得真正的团圆和快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在大家的努力下，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可他们明白越是
到收尾的时刻，越是不能“烂
尾”！他们依然小心翼翼做好
工作，有他们在，全国人民一
起齐心协力，一定会彻底战胜
疫情！

17年前，他们众志成城、
迎难而上，守护了2003年的
春天；如今，他们万众一心、慎
终如始，必将迎来2020年的
春暖花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他们对祖国的每一
寸土地爱得深沉！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第九中学2018级（12）班 余奇俐

本该半举屠苏，醉写桃
符，新雪掩鸿爪，灯轮换旧烛；
怎奈三夜阴霾，北风瑟瑟，病
毒袭击武汉，谓之曰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

夜，仍魑魅般揭开恐惧。
十四万万人，心不安，晦暗
处，暗流涌动。此时最周全
的做法便是门扉紧闭，自我
隔离。但隔离疫情不隔离
爱，孙子将年货放置铁门之
外，爷爷将红包口罩从窗户
投掷，口罩与距离之下是深
切的亲情关怀。

无甲光向日，无刀剑击
鸣，无烽烟弥漫，无碧血倾
城，但战幕已拉开。当桀桀

病虐时，总有人挺身而出，守
四方清明无恙，保人民安定
祥和，护巍巍青山不老，待灼
灼百花盛开。不曾忘，那位
耄耋之年临危受命，奋斗于
抗疫第一线的钟南山院士；
不曾忘，那些在请战书上铿
锵有力地印下一枚枚鲜红
的指印，写下“不论生死，
不计报酬”的白衣天使们；
不曾忘，风华正茂的女孩褪
去华服，剪短青丝，坚守岗
位，一身白衣遮掩不住灵魂
的红装。他们何尝不知疫
情之危险，生死两茫茫？基
辛格言“中国总是被他们之
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此话为真。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

热”。“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
犹如手足亲”，这句话被写在
中国捐助伊朗的物资包装盒
上。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说：

“在中国抗疫初期伊方捐赠了
物资，投我以桃，报之以琼
瑶。”南非向中国捐助口罩，日
本各处“中国加油”……他们
用行动诠释着人类命运共同
体。“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最
为动人。

我愿等春暖花开时，与你
细看樱花齐绽；我愿等英雄凯
旋之日，共饮美酒醉天涯。

辅导老师 刘静

窗外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十一中高一（2215）班 熊柯然

窗外，零星地飘着雪花，
树枝上浅浅的一层白，小区院
落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很像一
幅水墨画。

大年初二，我被“软禁”，
过起了“大门不出，二门不
迈”的日子。

“软禁”，是中午吃饭时，
妈妈作出的“权威发布”。妈
妈说：“从现在起，你就不要再
出门了！”我一愣，问：“为什
么？”妈妈说：“疫情严重，要响
应国家号召。”我盘算着寒假
前那些美好的计划，争取道：

“篮球不能打吗？电影不能看
吗？同学不能聚会吗？”妈妈
回答：“非必须不能出门！”

我们一家常一起讨论疫

情消息，班主任每天“打卡”统
计着我的出行和健康状况。
爸妈会轮流做饭，今天大米炒
菜，明天火锅面条，花样翻新。

窗外，偶尔一辆车飞驰而
过，在空中划出长长的声响。
小区进出口，“全副武装”的人
员，会对每个人严肃地问几个
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
来？”“你要到哪里去？”然后拿
着体温枪对着脑袋就是“一
枪”，看看是否头脑发热。这
些问题，在期中考试后，老师
也直击灵魂地问过我。

爸爸接到通知，要到单位
靠前指挥防疫。临行前，我
问：“不是说宅在家里就是给
国家做贡献吗？你为啥出

门？”爸爸回道：“在国家危难
的时候，总有人要挺身而出！
你看那些医生护士，不是冲在
一线吗？他们守护我们，爸爸
的职责是要去守护他们！”

窗外，是爸爸坚定“逆行”
的身影。透过窗户，我“看”到
更多“逆行”的身影：奋战在一
线的白衣天使，奔赴武汉支援
的战士，“卡点”执勤的警察，
每日统计健康和出行的老师
……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
人，他们不都是在“逆行”吗？
是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
是有人负重前行！

窗外，鸟鸣声声，树绿了，
花开了，开学的日子即将来
临。

天使的特别通行证
□大河报小记者 信阳市羊山外国语小学六(9)班 梁婷萱

我家有一张特别通行
证，上面还印着“参加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疫工作人员”,
这几个虽普通却让我忧心忡
忡的字，它们告诉我，我的爸
爸妈妈冲在了抗疫最前线！
我爱他们，他们爱我，我不
想，不想他们去接近病毒，我
怕……

回想起刚放寒假时，我
们一家三口多快乐啊！我们
去了青岛，在美食与美景中
徜徉，吹着海风，喂着海鸥，
可是当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呼吸道传染病，席卷中国的
时候，爸爸妈妈立刻决定：提
前结束假期，回信阳！我多
么希望火车停运航班停飞，
他们就不用回去了，就不用
冒着生命危险冲在抗疫最前
线，就不用担心他们会接触
到那些看不到的病毒了。

到家的第二天，爸爸妈
妈这两个白衣天使就上班

了。空荡荡的家里只剩我一
个人，等待的时间那么漫长，
看着钟表上的分针慢慢地转
着，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我无聊地数着窗外有几
只鸟飞过，数着楼下的保安
大叔来回走了几趟，数着马
路上过来了几辆车，数着垃
圾 桶 旁 聚 集 了 几 只 流 浪
狗……多想打个电话，问问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天使”一回家，就会讨
论“前线”的各种信息。我知
道，只有那些战斗在一线，奔
跑在最危险的地方的人，才
有这样的通行证。无数个医
护人员，无数个警察，无数个
保安大叔，还有无数个志愿
者，这些像天使一般的人，守
护着我们的平安。有他们，
我不怕了！有爸爸妈妈，我
不怕了！我相信，我们一定
会赢。

辅导老师 谢林

青山一道同云雨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六（1）班 郭馨阳

2020年的寒假，过得有
些不同寻常，在人们都急匆
匆地赶回家过年时，有这么
一群人：别人回家，他们出
发，从新年到前线，只隔一列
动车。他们，就是抗疫的英
雄——“白衣天使”。

随着 2020年春节的来
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爆
发了，疫情的暴发，牵动了每
一个国人的心。“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在抗疫的前线，
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庄严
承诺，也是这个新年最响亮
的誓言！

“最美逆行者，灯火守护
人”南方医科大学数千名医
护人员主动请缨，申请奔赴
抗疫前线，发出“若有战，召
必回，战必胜”的铮铮宣言。

“疫情来袭，温暖从未缺
席”，68岁的拾荒老人李学

明，在值班大厅里放下一沓钱
就转身往外走。“把钱捐给武
汉”，总有些人，即便生活不
易，却心系祖国，心存大义。

“‘火’‘雷’已出，驱瘟克
疫”，在疫情面前“中国速度，
中国规模，中国效率”再度展
现，震惊世界，火神山雷神山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竞速，再
创奇迹！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
力以赴，共克时艰！所谓伟
大，就是平凡人可以保持沉
默的时候，拼尽全力燃烧自
己，为世界发出微光。这个
春节注定不同寻常，但每个
人都在这场战斗中，默默地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中国
加油，为武汉加油！待到烟
霾消散，繁花似锦，我们一同
迎接春天!

辅导老师 王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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