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这场疫情， 牵动无数人的
心。空旷的街巷和那无限延长的假期，让
我真切地感受到疫情的存在。而我，躲在
屋里不敢外出。一家人围在一起烤火，我
眯起眼看炉内的火苗，火光一闪，倒像是
黑暗处开了一朵橙色的花。花立时谢了。
我闭上眼，只听见炉底“噼里啪啦”地响
着。

第二天一早，天色未朗。我看见父亲
正低头收拾着一个大包裹准备出门。

我下意识地问：“这个时候， 你出门
干什么?”

“去车站送你叔，在湘雅医院工作的
那个，他们今天去武汉。 ”他说。

我望向父亲的背影，天阴雨湿，看不
真切。

我抬起头， 目光停留在最新一期的
报纸上，1月 27日，我口中默念。

离立春，还有八天。
这期间，武汉的信息，每天都牵动着

我的心。
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都已经在建设

中。电视上，无数的工人在他们妻儿的目
送下，来到武汉，戴着口罩与安全帽，在
工地上昼夜忙碌着。 一名工人忽然转过
头来对着镜头说：“已经连续施工了差不
多二十四小时……”

忽然听闻，雷神山医院建成交付了。
父亲一个劲地欢呼：“了不起，了不起！10
天建成一所医院！ ”此时，我终于意识到
了，中国的“奇迹工程”背后是中国政府
和人民的付出。“中国”二字，对于这群生
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来说，有一种近乎传
奇的向心力，国家有难，民族有事，必定
逆行而上，铿锵有为，只留下坚定的背影
……

立春了。
2月 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走了。 他

是“英雄”，而现实生活中的李文亮，只是
一个普通人， 彼时， 他的家人心里流着

血，却只能目送
他离去。

其实，还有
太多太多冲在
一线的医护人
员，他们，也只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
但是他们剪短头发，披上战袍，选择将最
坚毅的背影留给这个世界， 然后许下此
生最庄重的诺言：春暖花开，我便归来。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
这个冬天， 我目送父亲步履匆匆踏

入清晨的白雾中。
这个冬天， 我目送那个不关心时事

的我渐行渐远，看见“以天下为己任”的
那个全新的我，踏步而来。

庚子年的第一个季节， 我目送冬天
去，期待春天来。

指导老师：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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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寒冷的早春，我正哆哆嗦嗦地
写着作业，顺手把窗帘拉开，猛然闪现
出一缕阳光，暖暖地贴在我冰冷的皮肤
上，不惧严寒，蜂拥而上，不禁让我回想
起成长路上的阳光……

成长路上的阳光，是温暖的。
初至县城读小学，一切都是那么陌

生，仿佛自己与那一切格格不入。 那时
母亲早上迎着太阳出门，晚上踏着路灯
微光回家，根本没有时间料理我那颗脆
弱的心。 幸亏有一位热心的邻家阿姨。
初见她时， 我畏畏缩缩地躲在妈妈身
后，只见那阿姨面带微笑，揉着我的脸
说：“欢迎你呀，有空到隔壁玩！ ”她的笑
容就如阳光照进了我那充满阴霾的内
心， 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了一丝亲切感。

此后，我经常去她家玩，甚至
中饭都在那吃。

多年后，我才明白，其实
我家什么都没给予，那位阿姨
仅仅凭着一份热心，便打开了我心灵的
枷锁。

成长路上的阳光，是辛辣的。
众人皆说父爱如山，父亲坚毅而不善表
达。 而我的父亲则如辣椒一般，本是奇
辣无比，可辣中又透着一股久久难以散
去的温暖。

不知是因为我的青春期还是他的
更年期，总而言之，我们其中一个人说
话，另一个人不管对错，绝对反对”。 我
俩简直是两个极端，他对整洁干净要求
太高，我对不拘小节情有独钟。 每天早

晨， 我都一个鲤
鱼打挺，一眼扫过凌乱的书桌，快速
洗漱完毕后便背上书包， 昂首挺胸
地从咬牙切齿的他旁边走过，留下杂乱
不堪的床和书桌。 待我精疲力竭地回到
家，满腹牢骚地坐在椅子上，却丝毫没
在意整洁的书桌和整齐的被子，我似乎
只记得他的冷嘲热讽，却没想到他的辛
酸与苦楚， 这阳光里藏着一丝丝遗憾
啊！

噢，成长路上，一缕缕阳光照暖了
我的人生！

指导老师：廖祎

危机来临，我不怕！
娄底市第五小学 四（2）班 郭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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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长郡中学 1912班 刘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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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 是 有 人 为 你 负 重 前
行。

———题记
2020年的春节，没有

了欢声笑语，大街小巷都
是空荡荡、静悄悄的。 全
国人民都投身到抗击疫
情的大战中来，有很多人
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抗疫
最前沿， 这些救死扶伤、
迎难而上的人是这个时
代最伟大的英雄，也是最
可爱的人。

他们光芒璀璨，让我深深感动。近期
比较流行一句话：火神山、雷神山、钟南
山三“山”共克难关。 这里提到的钟南山
就是我最敬佩的人， 他已有 84 岁高龄。
过年的时候，钟爷爷没有在家欢度春节，
而是成为了一名奋战在疫情一线的“战
士”。 他万分嘱咐：“不要出门，没有特殊
情况不要去武汉。 ” 可他早已抵达“战
场”，走进医院，走到了病人身边，了解疫
情、 研究防控方案。 钟爷爷知道时间紧
迫，责任重大，不敢浪费一分一秒，他全
部精力投身到研究病毒、 分析大数据当
中，以至于缺少睡眠，有时累得靠在餐车
边就睡着了。看着钟爷爷疲惫的样子，我
们都很心疼。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那些白
衣天使摇身一变，成了白衣“战士”。他们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带着面罩，经常闷得
透不过气来。他们忘我地忙碌着，匆匆扒
着那一口口凉凉的饭菜， 甚至很多女医
生、女护士为了节约时间，剃成了光头。
在这里我想对阿姨们说：“你们虽然没了
头发， 在我心中你们是最漂亮、 最可爱
的。”看着这些医护人员冒着被感染的风
险，争分夺秒地，只为多救活一条生命，
我的心就揪得紧紧的。

在这个特殊时期， 这样的人实在太
多太多，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美国一位
政客曾经说过：“中国老百姓被他们国家
那些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是的，在这
里我想对那些勇敢的人说一声：“谢谢，
是你们用生命为我们保驾护航， 你们是
最美的‘逆行者’！ ”

指导老师：袁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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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 绿绿黄
黄的，油菜花开了。

不能出门，但
禁不住透过窗户观
赏外面的世界。 外
头是一片菜畦，小
区里住着的一些农
户种着一些天然而
又为数不多的有机
菜。过几年，它们也
许会不存在了。 现
在， 黄澄澄的油菜
花抓住生长机会，
尽情绽放。

小片小片的油
菜花被一群群绿油
油的“蔬菜卫士”间
隔开来。 一片绿一
片黄，互相交叉着，

互相包容着， 是大自然赠与我们
的美丽的油彩画。在疫情期间，能
扭头就看见这别致而又美丽的景
象，真好！

在这一丛丛油菜花田里，开
得正艳的呈亮闪闪的金黄色，下
头的茎杆几乎被较为张扬的油菜
花全部遮挡住， 向人们展示出自
己灿烂的一面、阳光的一面。尚待
生长的小菜花正在汇聚能量，等
待欣然开放的那一天。

那片地里，还有一群更矮，更
弱的油菜花， 它们已经露出了展
开的、有淡淡金黄色的花朵。只不
过“稚气未脱”。但是，谁也不能阻
碍它们生长的脚步，谁也不能。

我的脑海里泛开了生动的画
面：花开了，蜜蜂们也就忙开了。
一只只蜜蜂嗡嗡地震动着它们的
翅膀，穿梭在花丛间。它们飞翔着
的身影时有时无，忙碌非常。这朵
闻闻，那朵嗅嗅。我笑了，嘻嘻，蜜
蜂们也成了不用戴口罩的复工族
了。

那黄黄绿绿的油菜花， 给了
这个春天里不能出门的我一股慰
藉。它们充满朝气的生命力，感染
着我， 也感染着疫情下所有渴望
春天真正到来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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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手写

隆回县九龙学校四年级 12班 阳子轩

成长路上的阳光

2020 年， 注定会
成为人们难以磨灭的
记忆。因为辞旧迎新的
欢欣雀跃，仿佛一夜之

间就被全民防疫的紧张氛围所替代。
“新型冠状病毒” 气势汹汹地来

了！ 它会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染上它，
就会咳嗽、发烧、全身无力。

我们从新闻里获得了这个可怕的
消息后， 并没有恐慌。 最理智的是老
爸，他当机立断，拿起手机，通过电话
和微信联系了各位亲朋好友， 并一再
确定和强调这个病情的可怕性。 经过
老爸的讲解和劝说后，大家一致决定：
今年春节互不串门。

可是，好动是小孩子的天性，我妹
妹就总是刹不住脚， 每天吃完饭第一
件事就想拉着我去邻居家玩。 我学着

爸爸的样子劝说她：“现在外面很可怕，
如果想没事就应该好好呆在家里。 ”看
着妹妹无聊的样子，我决定带着她玩游
戏，妹妹玩得高兴极了，完全忘记了要
出去玩的事情。

2020 年春节，虽然不能走出家门，
但我明白了危机也是契机，生活就是功
课。我们知道疾病首先攻击的就是免疫
系统差的人群，为了养成健康的生活习
惯，我们一家人做了健康约定：勤洗手、
少出门……此后，我和妹妹每天宅在家
里看书写作业、看电视、跳绳，倒也其乐
融融，爸妈都夸我和妹妹是懂事的好孩
子。

疫情过后， 我要约上几个好伙伴，
到公园放风筝，去足球场来一场酣畅淋
漓的比赛， 去花丛中玩捉猫猫的游戏
…… 指导老师：陈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