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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首《武汉呀》唱哭无
数人。看着武汉的美好，被病毒折
磨，我的心也一阵阵地隐痛着。

有人说，武汉离我很远呀。我
们也许不像钟南山那样权威，不像
李兰娟那么博学，我们是一个个平
凡的人，但我们永远是这场战役最
坚强的后盾。有人说，武汉这座城
市按下了暂停键，但我想说不是
的，有那一群人勇于变为这座城市
的动脉，让武汉恢复了它的体温。

他叫张定宇，是武汉金银潭
医院的院长。在抗击疫情最前线
的三十多天里，每天只睡几个小
时，即便是休息时间，也不停地接
打电话，翻看病历。而他的妻子，
曾被病毒感染，在十几公里外的
医院里隔离治疗，但他依然不敢
停下手中的工作。“我必须跑得更

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
病人，拼命让他们活”。作为一个
渐冻症患者，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
在一点点地逝退。而他依然在和时
间赛跑，和命运叫板时，必须争分夺
秒。愿用渐冻的生命与千千万万白
衣卫士一起托起万万千千病人的
信心与希望。

她是李琼，是一位护士，原本决
定在春节换个新发型，但在除夕夜，
她接到医院通知初一奔赴支援武
汉，义不容辞地剪下自己蓄了几年
的头发，只为方便穿防护服。无论
长发短发，她们永远都是最美的白
衣天使。

他叫李博，是一名餐厅老板。
他看到医护人员连一口热饭都吃不
上时，他焦心不已，为医院送上一袋
袋热腾腾的饭菜时都会说“免费的，

趁热吃”。他要竭尽所能，让守护武
汉的白衣天使们，得到来自武汉人
民的关爱。当记者询问他怎么称呼
时，他答道：“请叫我，武汉人”。

他是王国辉，是河南沈丘的
一位村支书。他载着五吨蔬菜只
身赶往火神山医院，免费将菜送
了过去，曾在武汉服役17年的他
说，武汉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他们还是捐赠口罩的好心人，
是冒险接送医生的司机，是坚守的
外卖小哥，是紧急开工的建筑工人，
是主动请缨的汶川护士……他们是
一个个平凡人，但他们却是“最美逆
行者”。

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
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正是这千千万
万个平凡人，共同组成了抗击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最最坚实的后盾。

指导老师：李春玉

新冠病毒是个大坏蛋
它让我的春节戴上口罩
我讨厌新冠病毒这个大坏蛋
它逼着我呆在堂姐家里不能出门
也不能好好出去玩

新冠病毒是个大坏蛋
它让好多人咳嗽发烧住在医院
睡也睡不好，还不思茶饭

我讨厌新冠病毒这个大坏蛋
它让我妈妈整天在居委会加班
好多天也见不着妈妈一面

新冠病毒是个大坏蛋
它让一些人失去生命
我讨厌新冠病毒这个大坏蛋
它居然挡住实验学校的大门
让我的上课时间一再拖延

被口罩边勒满了血痕的脸笑
着，他们的白大褂上写着的是一个
又一个病人的希望，他们不是什么
神仙，只是学着前辈的模样，向前
冲去迎击病魔，给病人带来温暖。

在这么一群可爱又可敬的医
护人员身后，还藏着许许多多陪着
他们的人，是他们默默支持的家人，
是为他们制作防护用品的工人，是
给他们带来可口饭菜的外卖员，亦
是网络上给予他们温暖的一个又一
个的陌生人。在最近的新闻里，我
们不仅会为疫情而担心，也会为这
些陪伴感到高兴。“x先生为湖北x
医院的医生订购外卖，不留名”“退
役老军人捐资支持抗疫”……不断
的温暖给到了这些医护人员，就像
是我们素不相识，但我还是想助你
一臂之力。

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有两件
事，1月28日，杭州保姆纵火案痛
失妻儿的林爸爸，悄悄地给杭州红
十字会捐赠了5000个口罩。他不
是唯一一名捐赠者，只是他不一样

的遭遇并没有使他对生活失去希
望，而是将更多的力量赠予世人；同
样，在2008年遭遇大地震获得全国
帮助的汶川也伸出了救助之手，“武
汉有难，八方支援”，不止汶川，无数
的省市响应号召，派遣医疗队支援
武汉，捐献物资。

在大家的协助下，我相信冬
天终将离去，春天很快到来。

可敬的武汉市民，中国人
民，你们好：

我是继 SARS 病毒后再一
次对你们发起猛攻的新型病毒
——冠状病毒。我在武汉内
展开偷袭，越来越多的人们出
现高热、呕吐等症状。远在出
征前，我们便对你们进行了

“充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选
定了一个绝佳的进攻时间
——春节前后。我的魔爪，逐
渐伸向整个中国甚至向更遥
远的国度进发。

在这次侵袭过程中，中国
政府是最令我感到头疼的因
素，她是一个如此强劲的对手，
对我们展开了绝地反攻。她立
刻发动医护人员将感染者进行
隔离治疗；将被我们感染的人
数公布到网络平台上；与此同
时，她还让未被感染的人类做
好防护准备。短短几天时间，
武汉的大街小巷上便出现了

“全副武装”的中国人：他们戴
着口罩，尽量减少出门次数
……中国政府的这些强有力的
措施确实极大毁坏了我们原本
的进攻计划。

随着这次疫情的恶性发
展，我们被世界卫生组织加入
了“黑名单”，中国政府也加强
了防护系统的部署：我们最大
的克星：医护人员立即在第一
时间进入战场……与此同时，
我们还发现，不仅是中国人民，
连世界人民都纷纷加入这场激
烈的斗争：他们为中国捐赠了
大量的防护物品，为在困境中
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越
来越多的医护用品与防护用具
跨越国界线，为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提供及时物资。

在我们的进攻途中，深深震
撼我们的还有你们强烈的防范
意识与执行能力——各地的基
层人员纷纷出动，挨家挨户进行
访问；街道上，抗疫宣传汽车将
防范我们的办法进行大范围广
播；大家宅在家中，为这场持久
的“战争”助力。

这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世界民
族团结起来的巨大威力，是我们
冠状病毒万万没有预测到的。
放眼当下的格局，是时候，向你
们呈上投降书了。

自从疫情发生后，我们一家
人都自觉地戴上了口罩，除了外
公。

一天，外公没戴口罩就要去
外面打水，妈妈劝他：“爸爸，还
是把口罩戴起嘛。”外公摇摇头：

“没事，打水机就在我们小区里
面！”我跑向窗户，估摸了一下，
我们这栋房子，距打水机大概有
1000米。1000米！那么远！

外婆拿出了一个新口罩，是
3D立体的防尘口罩。可是呀，我
最讨厌这种口罩了，硬得像一个
石头，还有那个该死的皮筋，挂
在耳朵上，紧死了，在我的耳朵
上留下了很多个印子。你瞧
瞧！上午我和外婆买菜的时候，
戴的就是这样的口罩，现在耳朵
上还有一些淡红色的印子呢！

我连忙跑过去：“外婆，这个
口罩不好用，换一个！”不等外
婆说话，我就翻出了一个“普通
脱脂纱布口罩”。这个口罩软软
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口罩。
我对外公说：“外公，这个口罩戴
起就不会难受啦！”但外公又摇

摇头，皱着眉头，撅起嘴就出门

啦，我拉都没拉住，唉！不听话

的外公！

外公提起水桶，打开门往外

走。过了十几分钟，他总算回来

了，只见他喘着粗气说：“我刚才

出去，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所有

人都盯着我，我觉得有些不好意

思！”我抓紧时机给外公讲述：

“外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可

吓人了，确诊人数一天天在增

长，我们都不要成为病毒的传播

者、感染者，我们每个人都要保

持‘不串门、多洗手、戴口罩、不

聚会’的方式来抗拒病毒。”外公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以后一
定要戴口罩啦！”我拿起桌上的
纱布口罩，“这个口罩给你！”外
公拿起口罩，看了又看，最后点
点头，把口罩揣在了自己的衣袋
里。从此，外公每天出门都要戴
口罩，这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指导老师：龙亭如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
状病毒，打乱了我们的生活秩
序，我们只能宅在家里，通过手
机了解外面的消息，用心去感
受，去想象外面世界的变化。

我是一名高中生，今年我
就要高考了，对于高考我还是
很紧张的，毕竟它是我人生路
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在家
的这段时间里，我的父母似乎
比我还要紧张，还要认真。他
们每天准时叫我起床，这似乎
成了他们每天必做的事情。

在我学习时，父母每天都
在屋内陪着我，他们就那样静
静地看着我挥动笔杆，翻阅书
籍。有一次我一回头，恰好对
上他们那双疼爱的眼神，这个
眼神不仅激起了我学习的斗
志，也更加坚定了我人生道路
上的目标和方向。我回过头，
滚烫的眼泪，大颗大颗地从我

脸颊上划过。太阳升起来了，
耀眼的阳光照亮了屋里的每个
角落，我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在家里也并非是安全的。
前几日，由于穿的衣服少而发烧
的我着实把父母吓了一跳，他们
不顾被感染的风险，坚决要到附
近的药店买退烧药。我吃了退
烧药，又睡了一觉，出出汗，便感
觉好多了，父母脸上担忧的神情
变成了喜悦的笑脸，我的心里又
酸又甜的。但不久后，妈妈便病
倒了，急性肠炎的发作使她疼痛
不已，父亲急忙带母亲去诊所，
但诊所医生却只给母亲拿了一
盒助于消化的药，母亲喝完药
后，腹部的疼痛感并没有减轻，
于是我便给母亲弄来一个热水
袋，让母亲暖暖肚子，母亲说感
觉好多了，不那么疼了，我抬头
望母亲，母亲也在望着我，我们
都笑了，泪湿了眼眶。

每个假期，我和家人都会出
去旅游，感受祖国大好河山，体味
世界人文魅力。假期出游，似乎
是我和家人心照不宣的默契，至
少在我心中是这样。

这个寒假，我们早就安排好
了行程。那是一座大城市，也是
一座文明古都，它就是中国首都
——北京。北京有许多地方都令
我向往：古色古香的故宫、历史悠
久的清华北大、巧夺天工的天坛
地坛……每当我想到这个假期就
能去往北京时，高兴的心情难以
言表。我每天都在日历上划掉当
天的日期，数着还有多少天才能
出行，这让我在期末那段时间无
比浮躁。我爸担心我的期末考试
成绩惨不忍睹，于是经常吓唬我：

“信不信我马上取消行程？”不过
我爸倒也没有“蛮横独断”取消行
程，他说得看期末成绩！

看就看，我才不怕！只要我
努力，就不可能去不成北京！

一转眼就到了期末考试的时
候，考完后的那几天我忐忑不安，
特别怕没考好。拿到成绩后，我
才松了一口气，幸好还有进步。
我爸当然同意我去北京了，那时，

我的心情好得要飞上天！
不料，春节前一天，也就是打

算出发的前一天，我爸突然告诉
我，行程取消了。我的脑子顿时
一片空白，脑子里好像伸出无数
铁钳夹得我生疼。是我没考好
吗？不是。是我闯祸了吗？也不
是。我爸说他理解我难受、委屈、
一蹶不振的心情，他解释了原因，
都是关于疫情，而我当时压根不
想听他唠叨。我把自己锁在房间
里好几天。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在武
汉悄悄扩散，那时，并没有多少人知
道这种病，也没放在心上。可是春
节前几天，各地打工的人开始返乡，
短短几天，确诊病例就数十上百例，
疑似病例的数字也不断增加。

震惊与恐惧向我袭来……我
们本来打算春节期间走，与拥挤
的春运人潮一起。我现在不再沉
湎于取消行程的难过之中了，反
而庆幸自己没有出行。

这个寒假，虽然我舍弃了一次
去旅游的大好机会，但换回了一次
收获满满的心路上的旅行。这，让
我懂得了人生路上没有后悔药，舍
掉暂时的利益，取得长久的好处。

文艺战疫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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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挺住

我的战疫故事

平凡的“逆行人”
成都高新区芳草小学六年级一班 冯朗宸

心路上的旅行
成都石室联合中学七年级12班 曾哲源

不听话的外公
也戴起了口罩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
四年级三班谢艾琳

病毒来信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高2019级1班 姜贝贝

新冠病毒是个大坏蛋
广东佛山市实验学校六（2）班张乔若

静静的陪伴
河南周口市沈丘县第二高级中学 魏曼珍

往前走，我们陪着你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高2019级6班 魏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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