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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开学季，校长有话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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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伊始，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与国家乃至世界同呼吸共命运，每个人都是战“疫”时期的经历者、参与者、行动者。
受疫情影响，湖南省各小学开学时间一再延期，云端开学、网络课堂取代了以往的开学方式，让这个开学季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汇聚教育力量，本报特邀湖南省各中小学校长为同学们写下寄

语，传家国情怀于莘莘学子，扬民族精神于万千少年。 帮助同学们做好疫情防控的心理防护，充分展现学校的人文关怀，引导师生共同承担起社会责任。
来听听这些校长振奋人心的话语吧！

春色正好，我们却因
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无奈地禁足在家。大家不
能走亲访友，送去新春的
祝福；孩子们不能出去玩
耍，享受春天的温柔。 更
痛心的是，无数同胞身染
病毒，在病房里呻吟。 每
天都有人来不及和亲人
挥手，就悄无声息地离开
了这个世界。

疫情是对良知的检
验，疫情更是对文明的拷
问。

疫情并非突然来临， 它是人类无
知的代价；病毒并非不速之客，它是人
类贪婪的后果；灾难并非一天造成，它
是人类麻木的人祸。只要无知不走，风
险就会随时来临；如果贪欲不减，危机
就会随时爆发。

因此，同学们，我希望经历了这场
空前的灾难后， 我们一定要谨记———
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科学是战
胜灾难的强大武器； 努力学习才能让
自己的能量生生不息； 坚守良善才能
海阔天空，无怨无悔！

多难不会兴邦， 没有一个国家从
战火中繁荣， 没有一个民族在病毒里
强大。我们不要感谢苦难，更不能因为
自己逃过一劫，就无视别人的苦难。 雪
崩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不能幸免。 时
代的一粒灰尘， 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
座大山。

我们一定要铭记灾难， 铭记就要
反思———灾难如何产生？ 铭记就要检
讨———灾难为什么接二连三？ 如果我
们不追查灾难的根源， 人类自身就是
灾难；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从源头上制
止灾难， 我们每一天都可能遭遇意想
不到的麻烦。

先知先觉才是最伟大的智慧，追
悔莫及不过是遮羞的道具。

道不远人！真知源于求真。不要因
为有人无知就原谅自己的肤浅；

道不远人！良善才能行远。不能因
为有人丑陋就随波逐流地堕落；

道不远人！ 每个人化作一颗星，人
间就没有黑暗； 每个人发出一束光，我
们身处的世界就会充溢着人性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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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 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无疑是痛苦的灾
难，这个寒假，你们还好吗？

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世
界里， 你是否也曾沉迷在有
关疫情的海量信息中， 最后
被信息裹挟？

在截然不同的网络授课
模式里， 你是否也开始慢慢
思考， 开始真正正视你的未
来，执着你的坚持？

你选择如何度过疫情，
就会如何度过这一生； 你选
择如何孤独自处， 就会获得
怎样的生活。

我希望你们要做的，就
是学会在独处中认清自己，
努力让自己的思考变得完整
和多维， 不放弃思索生命的

意义，更加接近真实的自己。
还记得校园里校训墙上的《少年中

国说》吗？ 少年强，则国强！ 你们的青春
将是与共和国崛起完美重合的青春，你
们的人生也必将映射着我们民族重回
世界舞台中心的身影，你们注定成为负
重前行者， 能否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将
是你们需要用一生来作答的命题。 我希
望你们怀报国之志，练报国之能，努力
成为具有学习力、审美力、独立思考力
和战胜困难力的人，将个人志向与民族
振兴紧紧结合，将人生价值融入国家命
运，使自强，助国强！

立鸿鹄志，做勤学人，圆中国梦
益阳市第一中学 夏洁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菁菁校园，暌
违已久，老师们正等待每一位学子归来。
疫情是一面镜子， 反映每个人的生活态
度和道德情怀；疫情又是一次磨炼，砥砺
每个人不断地奋勇向前。 我相信每一个
孩子， 都在身心上得到了成长。 我更期
待，每一个孩子都更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并且，将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

我希望你们做一个真正的纯粹的

人。第一，有大爱情怀。“为什么我的眼中
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
沉。 ”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叫中国。 火神
山、雷神山短短 10 天拔地而起，展现中
国速度；各省市白衣天使逆行湖北，书写
中国责任； 防疫物资和治病良药驰援世
界各国，彰显中国担当。 我的祖国，从不
会放弃她的任何一个儿女，惟楚有才，于
斯为盛， 我们更应该把对祖国的深爱融

入血脉里，落实行动中。 第二，有大气雅
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身处危难时，有
人雪中送炭，有人火上浇油，但是，无尽的
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们应该
时刻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力所能
及地关怀每一位与我命运相关的人。 第
三，有大雅志趣。 雅士好游，欧公滁山醉
亭，与民同乐；雅士知曲，孟德渴慕贤士，
鼓瑟吹笙。 处陋室当学习武汉人，阳台上
歌唱祖国；走天下应效仿范仲淹，岳阳楼
忧乐天下。 面对规矩，严格遵守；面对他
人，真诚以待；面对自然，和谐相处。

同学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业，学校
是学习的殿堂。 风清云淡日， 少年好学
时。 愿大家立鸿鹄志，做勤学人，共圆中
国梦。

凝聚共同体意识，
在时代大考中争做完整的人

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 刘德华

仲春初四月，春色正中分。 全民
战“疫”的这些日子，注定会成为我
们每个人难忘的记忆。 新冠肺炎
疫情或许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
但也给了我们见证、 领悟与思考的
机会。

小我与大我，同筑家国共同体。
无数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普通
人， 用他们的坚守与无畏展现了中
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那些
触动人心、感动世界的瞬间，使我们
懂得， 最值得热爱的就是脚下的土
地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 时代离
我们多远？比我们能想象的更近！下
一次考验来临时， 或许就轮到同学
们这代人冲在最前面。 心怀悲悯、义
无反顾、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
便是读书之用吧；热爱家国、超越小
我、实现大我，正是育人目标“培养
完整的具有核心素养的人”的本质。

人类与自然，构成生命共同体。
这次疫情深化了生命和健康的
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
义。 有资料表明，细菌来到
地球已 34 亿年， 人类来
到地球是 700 万年。

比尔·盖茨说过：“未来毁掉人类的
不是战争，而是病毒。 ”地球不需要
人类，但人类需要地球。 对绿水青山
的守护，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然的敬
畏，对事实的遵从，才能构筑人类的
生命基础。

自律与探索，搭建成长共同体。
解决问题需要有专业本领， 对于教
育来说， 那就是专业技能和敬业精
神，因此，师生都要打好自己的学习
基础。 君子慎独，只有善于独处、高
度自律的人，才配拥有真正的自由。
同学们接受居家学习挑战的同时，
老师们也在进行网络教学的探索。
师生同行，教学相长，让我们争做完
整的身心健康的人，一同蓄力，一同
成长！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
天烧。 ”武汉的樱花已灿若云霞，学
校的草木正吐露芳华。 春天已来，相
聚不远，我在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