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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令人终生难忘，一场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互

相阻隔。但2020年的春天还是一步

步踏着朝阳，徐徐而来，人民的生产

生活还是正常进行。

也许很多年后，我们都无法忘

却，在这场无硝烟但却残酷的战争

中，无数白衣天使不顾及自己的生

命，勇敢地逆向而行，与病毒殊死搏

斗，与人类极限抗衡，坚持在抗疫前

线，铸就中华傲骨，生生不息，只为还一个

属于我们的春天，只愿还一个属于我们的

春暖花开！

疫无情，中华有情，即使病毒肆虐，但

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奋力抵抗。疫情期

间，正值过年，以往的热闹不再，所有人不

得不待在家里。那些白衣天使原本应与

家人团聚，却要为了祖国安危与病毒抗

争。

我曾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则信息，

“曾经全世界保护我们，现在我们保护全

世界。我不敢和我妈说我报名参加了一

线防控，我怕我妈和我拼命。”这是一位年

轻的女医生说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

是的，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个人又算得

了什么呢？武汉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

的地区，武汉人民深受病毒的折磨，后来

疫情逐步扩散，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也有

越来越多的人奔赴武汉顽强抵抗。84岁

的钟南山院士收到信息，立马带着自己的

医疗团队，坐好几个小时的高铁赶赴武

汉，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深

入调查，研究对策。

一群群逆行者义无反顾踏上了去武

汉的征程。穿上战袍，他们是我们的英

雄，脱下战袍，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那些被口罩勒出的一道道红痕是他们永

远的勋章，是他们无上的荣光。他们也

是人，他们也有血肉之情，每当我在电视

上望见那拼命的身影，望见他们与家人

视频通话时小心翼翼，却在挂掉视频

后泣不成声，那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才能做到如此啊！在他们身上体现

着忧国忧民、顽强奋斗的精神，这是

难能可贵的，其实他们并不强大，只

是心中有信念，有目标罢了。我们应

该发扬这种精神，敢于拼搏，敢于挑

战，去实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梦

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为人

民的幸福而孜孜不倦地追求！

我相信，努力的我们最美，拼搏的我

们最靓，拼命的我们最耀眼！我们会坚定

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即使会有各种困难与

挫折，也绝不会胆怯与退缩，因为我坚信

梦想是伟大的。我宁可生命中多点挫折，

也不愿生命只是铺满鲜花。我坚信，我们

其实并不孤独，因为有无数的人和我们一

样前行，那些白衣天使在守护我们，未来

我们会用我们的翅膀撑起这一片天！我

庆幸我是中国人，五千年的文化精髓是世

界宝贵的知识财产，中国人民不畏艰险、

敢于面对、敢于挑战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

内在铮铮铁骨，没有什么病魔鬼怪能够压

倒我们。

指导老师：杨小艳

海，从东方来，在此汇聚。

“洗海澡儿去！”地道的山

东话一吆喝，我们赶早来到了

沙滩上。海浪层层叠叠，后边

的海浪比前边的跑得更快，心

气儿更高，带着一股收服前浪

的决心。前边的浪似乎也无

权拒绝这大大的拥抱，最终，

交叠在一起。

海的腥味儿，乘着风的羽

翼，钻进了我的鼻子；海的咸

味儿，在浪的推搡下，窜入了

我的唇间。大浪，在来自海洋

心脏的动力促推下，盖过我的

头顶，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大海

的怀抱。此时，我的心像这辽阔的大海一

般宽广，我的头脑像这蓝天一样明亮，我的

四肢像那天上的海鸟一般，张开了！

海，它就是万能的！

避开那猛烈的日照，到了傍晚，我们登

上帆船。

船扬起了帆，向大海深处驶去。帆左

右摇摆，慢慢地鼓起，终于它向着大海，带

着我们，显现出了它最饱满的一面。

我坐在海上，身后是即将张开的飞

伞。很快，我就要飞向天空去拥抱太阳

了。海浪冲湿了我的裤子，我感受到了它

对我的亲热，我们像是经年未见的老朋

友。船高速行驶着，一根绳牵着我，一朵花

吊着我，还有那片海，它派出了许多波浪尾

随着我。它们是凉的，我却感觉无比的

暖。除了海浪，没有谁能让我感受到凉带

来的温暖了。

天黑了，涨潮了。我坐在沙滩上，时不

时也会有较大的浪袭来，亲吻我们的脚丫，

那轻柔的抚摸，让我心底里都舒服起来。

海是可爱的，聪慧狡黠的，又是勇敢

的，不知疲倦的。它在那半轮月亮下闪闪

地发着光，我转过身去，踏上了步入少年时

代的最坚定的步伐！

指导老师：左琦

母亲节那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

一项家庭作业——给妈妈或奶奶洗

脚。

晚饭后我倒好了洗脚水，奶奶看

见了说：“帮我准备好了洗脚水？”她

刚要把脚伸进盆里，我说：“奶奶我帮

您洗脚吧！老师说了，百善孝为先，

我们做晚辈的要孝敬长辈！”“你帮我

洗？”奶奶笑了，“奶奶的脚可臭了，你

怕不怕？”“我不怕，小时候您给我端

屎端尿都不嫌臭，脚臭算得了什么？”

奶奶没再说什么，把脚伸进了盆里。

我低头仔细帮奶奶洗脚，洗一洗

脚跟上的泥，洗一洗脚心脚背的土，

洗一洗脚指间的汗，把一天的辛劳通

通都洗去。屋里静极了，只听得见电

视机的声音与盆里的水偶尔“哗啦”

一下的声音。奶奶的脚很干瘦，脚面

上全是褶皱，脚底满是老茧，硬硬

的。奶奶一声不吭，静静地看着我弄

来弄去。猛然间，我发现奶奶的眼睛

湿润了。

看到奶奶脚跟上的老茧和脚背

上凸出的筋，我联想到奶奶小时候生

活的不容易，也想到了，自从我和妹

妹呱呱落地一直到现在，奶奶不知付

出了多少劳动，倾注了多少心血。她

给了我和妹妹最无私的爱，我暗暗对

自己说：“从现在起，我一定要好好孝

敬奶奶！”

我有一个弟弟，今年两岁，名字

和我一字之差，叫张洁荣，大家都叫

他小洁。

小洁留着一个炫酷的锅盖头发

型，头顶上的头发又黑又浓密，脑袋

一晃，头发就会飘动起来。他的睫毛

很长，一双像黑葡萄一样的水灵灵的

大眼睛，成天眨呀眨的。他的樱桃小

嘴，整天一张一合地“咿咿呀呀”说个

不停，可就是不愿意正儿八经地说

话。那肉嘟嘟的小脸蛋红彤彤的，像

个成熟的苹果。可能是一直生活在

乡下的缘故，他的手和脚都比以前黑

了不少，不过看上去很健康。

小洁非常可爱。有一天晚上，伯

伯和姑姑两家人来做客，我们在老家

院子里举办了一场小型晚会。表弟

先给大家表演了朗诵节目，接着是

大堂弟弹电子琴，之后是小堂弟表

演手指舞，然后就是小洁上场了。

奶奶按下音响，传来了《小螺号》的旋

律。音乐刚刚响起，小洁就慢慢地动

了起来，紧接着，他扭起了屁股，双脚

踏起了步子，像模像样，好有趣呀！

更搞笑的是，妈妈给他扎的“冲天

炮”，随着他身体的扭动，一摇一摆

着，特别喜庆，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

笑起来。小洁全然不顾观众的反应，

依旧换着自己的动作，并转了好几个

圈圈，那时，恰巧音乐结束，他停下来

的时候差点摔倒，又一次逗笑了我

们，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小洁也有调皮捣蛋的时候。记

得有一次，我正在写作业，小洁从外

面回来，直接冲进我的房间，莫名其

妙地用手打了我一下。我当时没在

意，随后，他就开始不停地打我。我

拿起作业就往外面的沙发上跑去，可

没想到，他也追了上来，牙齿一咬，眉

头一皱，捏住我手上的肉，还抓住我的

头发，痛得我龇牙咧嘴。“放开我！放

开我！”我不禁喊道。他好像没听到似

的，继续抓住我不放，幸好妈妈来了，

迅速把他抱走，我才松了一口气。

不管小洁调不调皮，我都很喜欢

他，因为他给我们家增添了很多乐

趣。

指导老师：李志华

刚 挥 手 作 别

夏 ，秋 就 款 款 而

至。秋雨一场，夜

凉几许。乍起的

秋 风 ，给 山 头 湖

畔，旷野层林新染

了 怡 人 的 色 泽 。

看那红遍的枫林，

摇曳的荻芦；那高

飞旷宇的鸟雀，人

家门前的簇簇秋

菊，还有那绕过篱

笆网的白白炊烟

…… 秋 就 这 样 流

泻出美的诗行，信

笔绘出迷人的旖

旎景致！

秋，深情且朴实。这位迷

人的穿着金色衣裙的仙女。她

举起了衣袖，轻轻地拂去了夏

日骄阳的灼热；又伸展开她那

宽大的衣裳，为人们挡住了匆

匆而来的风寒。秋，是最美的

季节，春，太过妖娆；夏，又过于

奔放；冬，则冷漠有余。只有

秋，天高气爽，风轻云淡，充满

着朴实的美丽。

秋，巧手绘美卷。秋不似

春、夏那样绿意泛滥。她将自

己的画笔一抹，将世界变成了

另一种别出心裁的画卷。她一

声呼唤，枫叶便羞红了脸，橘子

穿上了橙色的外套，苹果笑红

了脸，稻子戴上了金黄的围巾

……收获的色彩交织在一起，

令人赏心悦目，心神摇曳。

秋，温婉而丰盈。果园菜

地，蔗林湖溪，经冬春，至夏秋，

满满当当装载收获的喜悦，这

一刻，秋醉了，都醉了！农夫们

辛苦劳作，终于丰盈满仓，笑语

欢声震颤农舍，完满着四季人

生。

最美在秋，秋是最美！你

的气息身影，你的笑语欢声，被

人们追寻着，依恋着，更深情地

颂赞着——这丰收的季节，怡

人的美丽！

指导老师：龙凌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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