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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钟南山爷爷：
您好！
这个春节， 让我想起了 17 年前的

SARS 非典。 2003 年的 2 月，非典快速传播，
有专家宣布：非典病原是衣原体，用抗生素
非常有效。 但事实上，您试过了所有抗生素
治疗方案，得出了没有效果的结论。 在广东
省的紧急会议上，是您，勇敢地站出来，坚定
地说：“非典的病原不是衣原体而是病毒！ ”
因为您实事求是的态度，广东省的 SARS 患
者死亡率是最低的，且治愈率很高，您被称
为“抗非英雄”。

今年春节，84 岁的您再次挺身而出。 前
一秒，您还在镜头前叮嘱着人们“没有特殊
情况，不要去武汉”，后一秒，您就坐上了去
往武汉的高铁，连夜赶路，挂帅出征。您坐在
高铁餐车的一角，反复研究资料，实在累得
不行的时候，也只是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令我敬佩的，还有您的耿直、诚实和严谨。 在您
开口前，我们对疫情都不太了解，很多信息都是通
过您才知晓。 看了您的专访，发现您有个口头禅“我
实事求是地讲”，后面跟的一定是一大堆的实情、实
话。 记得在 2009 年 5 月，您有次在媒体面前进行了
自我检讨，只因为您把甲型流感与普通流感的病死
率说错了。 您敢于承认错误，求真务实的精神深深
感动了我。

林清玄《苍凉深处等春来》中有一句：“身着白
衣，心有锦缎。 ”您就是那身着白衣、心系人民最好
的代表。 感谢您，让内心惶惶的我们，变得安定、众
志成城；感谢您，让我们看到“真话有力量，医者有
担当”！

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 1806班 留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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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医护人员：
你们好。
此刻，你们是在医院的走廊中穿

梭，还是在手术室抢救命悬一线的生
命？ 此刻的你们是蜷缩在墙角打盹，
还是在黑暗中默默释放内心的压力？

对于你们来说，春节本应该是与
家人团聚的难得假期。 但是你们深
知，有许多在病痛中挣扎的人们需要
你们拯救。 于是你们听从内心的召
唤，换回熟悉的白大褂，从四面八方
聚集到前线。

“我当然会感到害怕，但是因为
人们需要我，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这
是春晚上一位医护人员的心声，我想
这也是你们的心声。

在自然界中，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 但
是在人类社会中，作为医生的你们，在面对无
情的病毒时，能够抑制住内心的恐惧，冲向危险
的深处，充分体现了“舍小我为大家”的奉献精
神。 我清楚地知道，你们并不是能普度众生的
神明， 你们只是用医学知识武装自己的普通
人；你们并不是无所畏惧的勇者，而是在头脑
尚未作出决定时，身体却先行一步的普通人！

疫情暴发后， 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以及物
资的短缺，我想你们也曾为之不安和恐惧。 我
虽未身处前线，但也感到焦虑和担忧：当看到
你们被口罩勒红的脸庞时， 我不禁替你们感
到心疼；当看到你们吃着简陋的工作餐时，再
想想自己享受的美味佳肴， 我不禁感到一丝
愧疚。

身为一名高中生， 我自初中以来就十分
憧憬医生这个伟大的职业。 起初，我仅仅羡慕
你们妙手回春的能力，却不知在仁术的背后，
更宝贵的是仁心。 如今，在新冠肺炎肆虐的今
天，我似乎对仁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最早发出
警告，在病重时仍希望能够回到前线，最后用
生命证明了病毒的存在；钟南山院士已 84 岁
高龄，在警戒大家不要外出的同时，自己却乘
上了奔往前线的高铁； 本应该成为新郎的彭
银华医生，果断将婚期推迟到疫情之后，保存
在抽屉中的请柬却永远无法再寄出……

当然， 还有为了拯救更多生命而奋战在
无数个不眠之夜的你们， 你们请愿书上真挚
的语言、 防护服上热血的话语以及苦中作
乐的积极心态， 都牵动着千千万万中国人
民的心。

最后，希望你们在与病毒抗争的同时，注
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做好自我防护。 希望在不
远的将来，我能够顺利成为你们中的一员。 有
你们在前方引领着我， 我定会将你们的精神
牢记于心，熬过磨练自身的无尽黑夜，迎来实
现理想的光明未来。

“物资是送给你们的，但医护人员是借给
前线的，回来时一个都不能少。 ”待寒冬过去，
春暖花开之际， 我们终将坐在绚丽的樱花树
下，一起品尝武汉热干面的美味。

长沙市周南中学 喻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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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
您好！
从大年初二到今天已整整

20天，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
我很想您。 尤其是现在，我和
妈妈在家哪里也不能去，我多
希望您也能跟我们在一起呀！

有句话我一直想对您说：
爸爸，您多陪陪我吧！ 虽然我
知道警察的工作很忙，但是我
也需要爸爸的陪伴。 从小到
大，每次出门旅游，都是妈妈
陪我，每次翻看影集，我都希
望下一次的旅途里能有您。

爸爸，您多陪陪我吧！ 您
曾经答应过我要带我去学打
球、学游泳，可是每次安排好了
时间，您却丢下我工作去了，甚
至好几天都见不到您的面。 记
得有一次， 您难得放假带我去
河边骑车， 我高兴得跳了起
来。 可我们刚到河边，您的手
机铃声就响了起来。又有新案
子要处理，您的表情一下严肃
起来， 皱着眉头听完电话，转
头抱歉地对我说：“可可，对不
起，我现在有急事，不能陪你骑
车了，下次，下次一定陪你。”说
完， 您匆忙送我回家， 转身就

走。 我当时特别失望，忍着泪
水回到家里。后来我和妈妈看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看
到了相似的场景，那一刻，我
特别理解电影里的小哪吒。

爸爸，您多陪陪我吧！今
年过年， 您本来连续值了 4
个班， 说好过年在家好好陪
陪我和妈妈。可是，因为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您放心不下，
在家的那两天， 整天都守在
电脑前关注着疫情， 不停打
着工作电话。 看着您坐立不
安的样子， 妈妈说您回单位
去吧。于是，大年初二您就动
身返回工作岗位了。

爸爸，我知道您是警察，
为了千家万户的平安， 您需
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但我
多希望您能陪陪我啊！ 可我
也知道， 有更多需要您守护
的地方， 也正是有了千千万
万像您一样的人， 才有了我
们今天幸福安宁的生活。 虽
然您不能总陪着我， 在我心
里，您永远陪在我身边。

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雷子钰

指导老师 郭敏姿

爸爸，疫情过后，您多陪陪我吧

亲爱的武汉小朋友：
你们好！
我们是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雷锋小学四年级

二班的学生，我们特别想给你们写一封信。
听说你们所在的武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樱

花盛开的大学校园，有雄伟的长江大桥，有屹立江
边美丽的黄鹤楼……但现在， 听说武汉病得很严
重。 那些可恶的捕猎者贩卖野生动物，引起了新型
冠状病毒的蔓延。 听说你们过得很艰苦，正在与这
场疫情作顽强的斗争。

你们不要害怕，有一群逆行者正在全力以赴地
帮助你们！ 他们是白衣天使，每天穿着防护服辛苦
工作，累了就坐下来眯一会儿，与时间赛跑，与病魔
斗争；他们是施工人员，在全国人民的云监工下，日
夜奋战，不眠不休地修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

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并不孤单，全国人民都在
关注你们，支持你们。 新闻中说，有位农民伯伯免费
把 40 箱新鲜蔬菜送到医院； 一名快餐店老板每天
做 1000 份盒饭送到医院；还有在国外旅游的华人，
用行李箱装满 5000 个口罩带回国……

武汉的小朋友们加油， 相信我们可以渡过难
关，迎接光明，你们是最棒的！

你们的朋友：刘家柯 王嘉铭 刘千阁
指导老师 赵丽

长沙大学附属中学 C1804 班 龙雨暄

《放学后》微信公众号推出《战“疫”,我们在行动》专题以来，收到了无数鼓舞人心的书信作品，这些信件，有的写给奋斗在抗疫一线的亲人，有的写给最美的
白衣天使，有的写给敬爱的钟南山爷爷，还有的想到了身处疫情风暴中心的武汉小朋友们。

如今，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我们回顾这些疫情最凶猛时期写下的、绘制的作品，再次致敬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们。

致武汉小朋友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