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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吉联小学 朱鸿雁

这个特殊的寒假， 我们共同经历了
新冠肺炎肆虐带来的伤痛与离别， 也见
证了疫情防控中的英雄与无畏， 大爱与
担当。 病毒无情，师生有情，为了保护同
学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采取
网上学习的办法做到防疫、学习两不误。
通讯网络成了我们密切家校沟通、 守护
生命成长、预警疫情传播的利器，网络背

后则是老师、家长、
孩子在抗疫行动中的担

当与坚守。 所有的经历都是我们最好、最
宝贵的教材，所以我向孩子们发出倡议：
志存高远、做自强不息的中国少年！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引起了全人类
的关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全国各地
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 解放军战士驰援
武汉，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昼夜奋战，体
现了中华儿女手足情深的家国情怀！ 我

们经历的这一切， 就是一本无比珍贵而
深刻的生命教科书， 我们要在经历中反
思成长，树立成长中的榜样。 青少年要立
志，我们要立什么样的“志”？ 是长大后要
成为那些歌星、影星吗？ 孩子们，你们要
想想： 当疫情肆虐的时候， 是谁挺身而
出？是谁用智慧、甚至用生命守护了我们？
是谁扛起救民与苦难的大旗？当钟南山院
士挺身而出的时候， 当医护志愿者写下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请愿书的时候，
当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逆行者奔赴武汉
的时候，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谁才是我们
应该追捧的明星，谁才是时代的英雄。

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
在替你负重前行。我们的未来要做一个像
钟南山、 李兰娟那样有大智大慧大勇的
人，有家国情怀、有责任担当。当危险来临
的时候，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用自己的知
识和智慧去战胜危险，救人于危难。

孩子们，疫情即将过去，春天已经来
临。 等到我们背上书包走向校园的那一
刻，我想你们已经在这次战“疫”中扛住
考验，成长为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

以热情拥抱伟大的时代
益阳市第六中学 盛如意

过去的这两个多月注定是不同寻常
的，九州闭户，千城封锁，万巷空寂。 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同学们心中
有过担心、害怕甚至恐惧，可是今天当我
们沐浴着烂漫春光时， 我们心头涌上的
是淡定、喜悦，还有满满的自豪。

回首这个春天， 我想起了基辛格在
《论中国》里的一句话：“中国人总是被他
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 这一
次，保护我们的那群勇敢的人，叫做医护
人员。 是他们开启逆行模式，战斗在病毒
肆虐的前沿阵地， 在病毒与我们中间撑
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把自己置身
险境，只为千万人的健康安宁，他们的勇
气源自哪里？ 翻开中华千年历史长卷，我

们很容易找到答案。
它源自《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人文理想；源自《岳阳楼记》中“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
任担当；源自毛泽东主席“埋骨何须桑梓
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壮志豪情；源自
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 的执政理念
……这是一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
怀，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
命感，它的名字叫“家国情怀”。

因为这份家国情怀，84 岁钟南山院
士嘱咐大家：“你们在家好好过年， 我去
武汉好好上班。 ”因为这份家国情怀，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坚守在抗击
疫情最前沿，用渐冻的生命，托起信心与

希望。 因为这份家国情怀，我们看到无数
的逆行者的身影，有医护人员、有公安民
警、有社区义工、有环卫工人……

同学们，我们是足够幸运的一代人，
我们正用自己亲历的岁月见证中国力量、
中国奇迹。 今天，我们是伟大祖国复兴的
见证者受益者，明天，我们将成为续写中
国发展神话的继承者、建设者。前景可待，
未来可期。下一个十年、更多的十年，更多
精彩的故事，将由你、我和这片土地上生
长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起抒写。

同学们，深深地爱上我们的祖国吧！
以热情去拥抱伟大的时代， 以奋斗和汗
水去勾画和塑造整个世界的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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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甲赴国难，抗疫逆
行尽显英雄本色；勠力除
毒魔，寻源制策昭扬大国
雄风。 庚子年春天，因新
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似乎
显得有些阴郁凝重，又因
举国出征、风雨同舟的爱
心暖流而更加烂漫芬芳。
大道不孤， 命运与共，隔
离不隔爱， 封城不孤城，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这场
大考中，全国人民用实际
行动交出了一份合格答
卷，再一次让历史见证中
国精神，让世界见证中国
力量。

“志不求易者成，事
不避难者进。 ”从三级风到八级风，才
是自然界， 有幸福也有苦难才是人
生。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
艰辛与磨砺是成长最好的催化剂，疫
情也是铸魂立德的大课堂。 既要传承
仁爱善良之风气，又要绽放科学知识
之光芒。 隔空相见，学在云端，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 对知识的真诚与虔
敬，我们初心如炬，对人生的意义与
价值，我们使命如磐。 别样的学习方
式辉映着别样的青春色彩，宏大的奋
进旋律迸发出宏大的青春光华。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
芳菲。 ”这是孕育的季节，蓬勃的时
代。 我们生逢其时，重任在肩，理当
擎起青春火炬，吹响激情号角，高举
奉献旗帜，砥砺前行。 敬畏自然，与
天地众生和谐共存；敬畏生命，保护
自己；敬畏规则，遵纪守法；敬畏知
识，努力学习。 将青春之我融入时代
发展的洪流， 用最美的青春色彩描
绘青春之中国。

我辈少年当胸怀天下
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 姜小明

此刻，春回大地，湘江两岸，草长莺
飞。 历经近两个月的战“疫”，我们终于
能给予春天一个温暖的拥抱。

回首这个乍暖还寒的初春，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14 亿人民积极响应祖国
的号召，无数像钟南山、李兰娟一样英
勇无畏的逆行者， 用生命捍卫着生命，
用生命诠释着崇高。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凭借的正是浸润
在每个炎黄子孙血液中的胸怀与担当。

今朝雏鹰，明日栋梁，兴我民族，扬
我国光。 同学们，你们要把个人的前途
与国家的发展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在这
个担当与奋斗的新时代，找准自己的坐
标与航线。“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
誓不还。”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旧中国，少
年毛泽东将目光望向广阔的天地与民

族的未来。 正在成长中的你们，在当
下坚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责任
与使命，才会有将来在大风大浪中挺
身而出的勇气与能力。

同学们，湘江北去，孕育了无数
英豪。我辈少年亦当行义如方，胸怀天
下，用智如圆，知行合一，在时代洪流
中去诠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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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走过了一
个特别的冬天， 这个冬
天让所有中国人体会到

“人生旅途难免有不测，
守望相助不分离” 的温
暖。

白衣执甲的最美逆
行者， 他们是这个时代
的英雄， 他们守护着我
们的生命安全， 我们被
这些勇敢的人保护得很
好。 他们用自己的专业
告诉我们要相信科学，
崇尚科学。

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人。 加强锻
炼，提高身体素质，健康是一切革命
的本钱。

我们要做一个懂感恩的人。 胸怀
感恩，感恩父母养育，感恩老师关怀
教育，感恩同学关心合作，感恩同行
人给予温暖，感恩社会和谐。

我们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爱祖
国、爱学校、爱自己、爱他人。

我们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对
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有责任感，对学
习和工作有进取精神，对他人有竞争
更有团队合作精神，对自己有否定和
超越的态度。 勤奋学习、刻苦锻炼，遵
守校纪校规，遵守社会公德，孝敬父
母、尊敬长辈。

希望同学们严格要求自己，努力
修炼自己的思想和学业，在发展完善
自己的同时实现自己人生价值。

志存高远，做自强不息的中国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