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 2020年一月中旬，一种人类从未发现的新型冠
状病毒，在拥有着 3500年城市文明历史的武汉肆意开来，

并开始蔓延向多地。农历庚子年正月初一，一条全国封城的
禁令下达开来。直到这时，全国的民众开始认识到了事情的
紧急，就这样，民众放弃了以往春节时的热闹，都开始呆在

家，按照祖国的号召，在进行着每一个人的抗疫防控。

有人说，
这是一个被按下暂停键的春天；
也是一个等待重启的春天。

有人说，
这是一个从未如此安静，清冷的春天；

也是一个从未如此忙碌，暖心的春天。
这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不小心让病毒

沾染了盛开的花。

本该是团聚的时刻，

不得不告别亲人。
迎难而上……
一场属于全国人民的抗击疫情的阻击战，由此拉开帷幕。

英雄出征·天使济世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当初唐朝诗

人王昌龄描写壮士不将敌人歼灭誓不返乡决心的震撼诗
句。而今，武汉疫情处于紧张时期，面对着未知的病毒，未知

的感染性，未知的致死率，依旧有着一群群身披白衣的天使
用红色的手印摁下不怕牺牲，甘愿出征，决定奋战一线与新

冠病毒斗争到底的请战书。他们多数人都是像我们一样的
90后，00后，他们在用实际行动向人们诉说着我们这一代
青年人的担当与使命。

有人曾这样说：
出征那天，他们一夜长大；
战“疫”征程，他们一路成长；

在挥汗如雨中他们脱胎换骨；
在逆境挑战中他们顶天立地……

在他们边恐惧边勇敢的责任担当中，
我们看到了战“疫”里耀眼的青春“蝶变”！
我们还看到，从一线多日没有归家的护士，与为她送饺

子的女儿的隔空拥抱，哪怕孩子的哭声，她依旧坚强。在支援
武汉前，一句“回来后，我娶你”的深情款款与隔离病房一线

战场 11天后，隔着玻璃亲吻的真挚爱情画面。我们也听到，年
迈的大爷，用对讲机隔着窗户在艰难的呼吸下依旧说出：“谢
谢大家，不怕感染，日夜守护在我们病人的身边。”我们还曾

听到稚嫩的娃娃对着手机镜头高兴的说道：“爸爸说妈妈现
在是一名战士，爸爸妈妈要去抗疫前线打仗，他们能保护

我，他们也可以保护患者。”就是这样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
天使，为我们撑起了希望。

尼克·胡哲曾经说过，“要是无法得到奇迹，就让自己变
成奇迹。”就像邓紫棋歌曲中所唱到的那样，“你是最平凡却
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可幸有你的坚持，你带泪的笑容，

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而正

是因为有这群不畏生死，敢于奔赴一线的白衣天使，才使一
个个的患者得到救治，才使人们恐惧的内心得到安抚……

戮力同心·共筑抗“疫”长城

从古至今，中国就是一个多难兴邦的民族，每当面临危
机关头，都能够激发伟大的爱国情怀和无穷的斗争力量。而

在数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历史上，人类与瘟疫的斗争也从未
停止过。据史料记载，自西汉以来，中国先后发生了 300多次
瘟疫流行，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总结出来了一个战胜疫情的

致胜经验，那就是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情怀，家国情
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一批又一批“最可爱的人”或

奔赴战“疫”前线，或为了战“疫”的后方做着行之有效的保障。
“在疫情面前，我们中国解放军誓死不退”这是解放军

坚定而震撼的话语；24小时出方案，十天交付雷神山、火神

山医院，建设工人曾这样说：“累肯定是累的，心里挺高兴
的，因为我们来帮助他们。”而这位工人已在吊车里呆了五

天五夜；还有二次出征的 84岁钟南山院士，73岁的李兰娟
院士，58岁的王辰院士，他们都是我们的前辈，但依旧冲锋
陷阵在一线，去为我们的国家乃至世界积极做出贡献；还有

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为市民跑腿、参与社区防控等等数十
万志愿者们；还有数万的警察们，在用行动向我们诉说，“疫

情当前，警察不退”；还有清理着最危险地方垃圾的清洁工
们；还有为了疫情主动开工生产口罩等抗“疫”用品的工人
们……正是因为这群人，才为我们构建起来了一个坚不可

摧，横跨中华的抗“疫”长城。
“红旗飘扬的地方，有我们坚毅的目光。困难绝不会洞

穿，人们团结一致的信仰。相信我们的后方，有一双强大的

臂膀。”是呀！我们的身后总有一群人为我们负重前行。在
他们的保护下，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

破晓时分·真情照天明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是当初武汉长江大桥建
设后，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所写。想象着巫山上的

神女应当还健在如故，她看到这种意外的景象，应该惊叹世

界的改变。而如今全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防控，已经连续
数日在湖北以外的省份确诊人数为零，而湖北以内的增长
人数也只有个位数。如果曾经楚怀王在游云梦泽的高唐时

梦到相遇的巫山神女，依旧是“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呆在
这片天地当中，他看到如今凝聚八方真情战瘟魔的景象，应

该会感到更震惊吧？
而迎来这个战胜病毒的破晓时分，是靠着无数的真情

去照亮的。

在武汉这座城市最艰辛的时刻，她说，我只是一个“小
医生”，但我们在一起力量是巨大的。她说，我是一名社区工

作者，这个时候我必须要上前。她说，能运送下班的医护人
员，心里感到特别自豪。他说，志愿者像一粒尘埃，但凝聚在
一起就是一块石头。他说，生了病能挺过来，日子慢慢熬，终

究会甜的。他们都是不认输有大爱的武汉人。
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

尔沃德称，“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的贡献，世界欠你们
的。”对于世界来说，中国为世界争夺了抵抗疫情的有利时
间，这无不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怕牺牲而为

世界大局考虑的世界模范形象。
而战胜病毒的真情力量，也不仅仅如此，世界多国都在

用不同的方式支援中国抗疫，展示他们对中国的友谊。是国
不论大小，是情不论深浅。物资有价，情义无价。正是因为在
关键时刻有了你们，我们才更有力量去战胜疫情。

最后再借用毛泽东的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诗
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来表达此时此刻的

心情，相信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

不是没有恐惧

不是没有哭泣

只是这身白衣

告诉我职责所系

对于病魔疯狂的进攻

我能做

比你更好的防御

不是没有父母

不是没有儿女

也不是

不渴望过一个团圆的除夕

只是这身军装

告诉我使命所系

哪里危险

我就应出现在哪里

不是没有犹豫

不是没有私利

只是不忘的初心

告诉我共产党员的使命所系

为了人民

哪里需要

我就应出现在哪里

做好的团圆饭

放在了冰箱里

留一封抱歉的信给你

儿子

妈妈对不起

我是医生

是一名党员

要到一线去

只能把母爱的背影给你

在封城的高速路边

把年幼的儿女

交到年迈的父母手里

挥挥手

转身离去

我们是医生

要到一线去

病患生的希望托付在我们的手里

只能把离别的背影给你

接到命令

是在除夕夜里

团圆的饺子

还煮在锅里

背上行囊

行个军礼

没有多余的话语

在夜色中离去

把坚实的背影留给你

把背影留给你
□ 动物科技学院教师 张传生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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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春天，既没有“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的呢喃，也没有“绿杨烟外晓

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流连。今年的春天

更多的那些医者“道之所存，虽千万人吾往

矣。”的赤子之心。请允许在这阴霾未散的季

节里，让我对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医者，永远是祖国危难时分走在前线的

人。是你们逆行，是你们背上青春和梦想的行

囊，从小汤山走到汶川，如今又义无反顾的冲

向武汉……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

替你负重前行。医者负的重，是学贯中西的知

识，是中流砥柱的担当，是世界人民的期望。

在这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一袭白衣就是一

身战袍，奋不顾身是你们的勇气；在这里，一

把柳叶刀就是一柄机关枪，上阵杀敌是你们

的担当。中国人，总是被你们中最勇敢的人保

护的很好。是这样的勇敢，让护士姐姐剪掉美

丽的长发；是这样的勇敢，让钟南山院士在除

夕夜乘最后一班高铁匆匆赴鄂；是这样的勇

敢，让李兰娟院士每天工作二十一小时，却辩

解着她休息的好，让全国人民不要挂念……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

个个就地而眠的身影，一个个“挽狂澜于既

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仁人志士都告诉我们，

要成为像你们那样伟大人格的人，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医者，妙手回春，悬壶济世；救民于水火，

护国于危难……此时此刻，简单的“美好生活

来之不易”的说教，在一个个对生命的礼赞面

前，显得何其狭隘。正如 2003年时，全中国守

护着 90后，而 2020年，90后守护着全中国。

这是传承，更是我泱泱中华民族立身之基！

2003年的中国，经济建设迈向快车道，

2020年的中国，小康社会走向决胜。疾病陨

落暗淡不了中华星空灿烂，灾难凋敝从未荒

芜九州满眼春天。古也如此，今也如此。近代

的战争让中国人觉醒，当今的疾病让中国人

更加团结。在四境之内广袤的疆海之上，多灾

多难也许是中华大地的黄土般的底色，但我

们从不畏惧。因为正是困难让世界见识到了

中华民族排山倒海、扭转乾坤的无穷力量；正

是困难让世界为拓独木桥为阳关道的中国胆

识所动容；正是困难让中华民族有了无与伦

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让中华民族练就了金

刚不坏之躯体。一路上，时时清风徐来，我们

携手踏过山高水长，区区疫情，绝压不倒在世

界上屹立五千年的中华民族！

“为众积薪者，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为

生命开路者，不可使他困顿于荆棘！”谢谢你，

为我们拼了命。谢谢你，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一

幕幕，从此身边有情，心中有光。愿你，你们：

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

凉。“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天黑有

灯，下雨有伞；愿你往后路途，深情不再枉

付！”

“抗疫”战争已响彻九州，疾病与灾难都

会成为岁月的尘埃。总会有一天，这里没有歇

斯底里的哭喊，没有绝望与黑暗，春风会吹开

这里的樱花，一树又一树尽连成蔽日的云朵，

而这里，疾病肆虐过的冰冷土地下，是即将破

土而出的春天。

从“疫”而终 见春暖花开
□ 学生记者 田冰雪

万众抗疫情真情照天明
□ 物理系 张旭

“三八节”致抗疫一线白衣战士

（新韵）

刘玉森

春风拂柳闹新冠，

列队巾帼闯鬼关。

削发整装抒壮志，

悬壶济世挽狂澜。

温情若水疼挚友，

刚毅如石斗疫顽。

黄鹤楼前梅煮酒，

谁说女子不及男。

释文：

书法：刘玉森（退休教师）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

颢登黄鹤楼赏武汉美景；“高风汉阳渡，初日

郢门山。”温庭筠在武汉为友人壮行；“黄鹤楼

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在武汉听

笛抒情……武汉，古为“天下四聚”之一，今为

“东方芝加哥”。但，新型冠状病毒却让武汉失

去往日活力，更让中国陷入疫情危机。不过，

庆幸的是，在神州大地上，每一个这样的你都

是英雄。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

此。”

每一个在抗“疫”一线治病救人的你都是

英雄。身为医者的你，是从阎王手里抢人的英

雄。当疫情爆发，八十四岁的你毫不犹豫地率

领科研团队前往武汉一线支援；当疫情来临，

身为眼科医生的你是疫情的“吹哨人”，当你

感染病毒，却仍坚守岗位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一方有难，身在八方的你请缨支援前线，离

开家人，心怀病者；当工作繁忙，年轻爱美的

你毅然剪去秀发，穿上防护服，哪怕皮肤起

泡，也坚持照料病人……

抗“疫”，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你是这场战

争的战士，手中的针管是枪，治病的药物是

弹。“没有硝烟”看似安全，实则危险重重。你

在明，病毒在暗。通晓医理的你明知危险随时

发生，却依然在战斗。在这场抗“疫”战中，每

一个这样的你不仅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更是

一位敢于与病毒直面对抗的英雄。

“怀家国，识大局，恤苍生。”

每一个四处劝说百姓不要出门的你都是

英雄。身为党员的你，是保障百姓健康的英

雄。似乎，在每一个危难时刻，我们都能看见

你的身影。在你的心中，有党，有国家，更有人

民。曾经，我总是在电视上看见你辛勤工作的

身影，但，现在，我在生活中看见了你的身影。

这次疫情的到来，让往日热闹的大街小巷变得

冷清，但是我却看到你穿梭于大街小巷，走到

每家每户询问、调查有关疫情的种种。疫情来

势汹汹，你没有担心自己被感染而躲在家里，

而是做好自我防护走出家门，去关心每个百姓

的安危。我想，如果没有你对百姓们的劝说，疫

情的扩散速度不会变得缓慢。谢谢你，守护百

姓的平安。每一个这样的你不仅是一位共产党

员，更是一位为百姓抵御病毒的英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每一个在家中为学生上网课的你都是英雄。

身为师者的你，是托起国家未来的英雄。你，

是我的妈妈，我看见平日里爱睡懒觉的你，在

网课开课后早早的起来为学生讲课，在没有

课的时候还整理下节课的内容、网络指导学

生们的作业。你，是我的导员，疫情爆发后，你

每天关心同学们的体温和所在地，在深夜两

点，你为了同学们的健康还在核对每个同学

上报的数据，每一个通知你都会开视频班会，

确保每一个同学都收到通知。你，是“十八线

网红”，网课刚开课时，经常可以看见你的“大

型翻车现场”，门当黑板、葱当教棍、衣架当直

播支架……

网课让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你———可

爱、羞涩、认真。慢慢地，你不再害羞，大胆而

有激情的为同学们讲授着每一节网课。你不

愿同学们因为疫情耽误学业，每一个这样的

你不仅是一位人民教师，更是一位为祖国培

养接班人的英雄。

“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

每一个控制住自己不出门的你都是英

雄。身为炎黄子孙的你，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

康的英雄。疫情期间，你过上了曾经梦想的生

活———吃饭睡觉宅在家。但时间久了，你开始

怀念曾经在外边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日

子，此时的你，像是困在笼子里的小猫，总是

盼望着出门的那一天。

疫情逐渐好转，感谢那个控制住自己脚

步不迈出家门的你，每一个这样的你不仅是

一个闲居在家的人，更是一位不为国家添麻

烦、保护自己和家人健康的英雄。

疫情期间，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我

希望，疫情过后，每一个这样的你亦是英雄。

你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英雄。此次疫

情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如果不私下贩卖野生

动物，就不会有众多人去吃野生动物；如果不

吃野生动物，就不会染上病毒。由此可见，保

护野生动物，拒绝野味，也是在保护我们人类

自己。诚然，不只是疫情警示人类要与自然和

谐相处。还有持续四个多月的澳洲山火，南北

极的冰川融化……种种灾难都离不开人类对

自然的破坏。环境始终都需要人类的保护，每

一个爱护环境的你，不仅是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英雄，更是让人类更长久生活在地

球村的英雄。

诚然，每一个这样的你都不是一个人在

努力，你我同在一艘命运的船上，你我众志成

城，共同渡过难关。

“我们感动，我们深思:什么才是生命的

真谛？什么才是生命最大的神奇？”病毒虽小，

却夺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也许是

生命的神奇。但身为英雄的你，却让我们明白

生命的真谛。在这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

山路更陡的时代，因为有每一个像你这样的

英雄，因为你们的众志成城，中国才有九万里

风鹏正举之势。

愿，疫情散去；迎，春暖花开。

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
□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 刘丞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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