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底，中国爆发了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就是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这个小小病毒真是

酿成一场重大灾难！

面对这个病毒，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打响了！最美的逆行者——医生和

护士义无反顾、英勇无畏地投入到战

斗之中，而我们作为一名普通中国

人，也应该拿出实际行动，对这个

恐怖病毒进行主动有效的防

疫！

首先，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从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做起。

比如我们家就

用 75%浓 度

酒 精 喷 洒 门

把 锁 和 各 个

角落；用84消毒

水加入水里用于拖

地消毒；我爸爸每天

出去都会戴口罩，而且

会带一支笔，那支笔是用

来按电梯的按钮，避免接触到

病毒；妈妈每天回来也都会用洗

手液洗手；而我也学会了洗手要洗

20秒，每天都把手心手背手指缝和

指甲缝洗得干干净净，让病毒无处

藏身！

其次，我们应该加强身体锻炼，提

高免疫力，抵抗病毒入侵。我们家所有

家庭成员每天都会做半个小时的体育

运动。有时我会和爸爸妈妈打打羽毛

球，踢一踢足球；有时我会做一做俯卧

撑；有时我还会跳跳绳，这次在家我真

是做到停课不停练！身体锻炼得棒棒

的！

对了，我们的最佳防疫武器是口

罩，口罩使用和保管可是有讲究的。第

一，口罩不能一直重复使用，一般是使

用四个小时换一个（数量不够适当延

长）；第二，口罩使用时要贴住脸，不要

有缝隙，用完后要朝内折起来放在通风

处，避免被污染。

为了有效防疫，我们必须懂得科学

知识，不要相信那些骗人的谣言。比

如，喝高度白酒、抽烟等可以防止新冠

肺炎；用热电风吹吹口罩或者热水洗口

罩可以继续使用；喝56℃开水或者用

56℃开水洗澡可以杀死体内体外病毒

等，我们千万不要信谣传谣，要学会科

学防疫！

虽然小小的病毒无比猖狂，但是我

相信，有了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在

最前线战斗，而在后方的我们也积极行

动起来，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免疫力，这次疫情

必定会被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战胜的！

我期待着春暖花开之时，又可以摘

掉口罩，出门踏青赏花了！

（新湖中心小学四年1班 蔡梓铭

指导老师：吴婉卿）

科学防疫 战胜疫情

小记者的战“疫”

春节，本是一个阖家团圆、幸

福美满的节日。可是今年春节，

却爆发了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为了更好地控制疫情，钟南

山院士告诉大家，没有重要的事

情不要外出，“宅”在家里就是为

抗击疫情做贡献。因此，我们响

应钟南山爷爷的号召，“宅”在家

里，大街上冷清得有些不真实。

在这个举国艰难的时期，却

有一群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冲到一线奋战。其中有钟南山

院士、李兰娟院士，还有数不清

的白衣天使们。钟南山爷爷告

诫大家不要外出，自己却不顾

高龄披挂上阵，毅然决然地前

往一线奋战。这期间我也在电

视上了解到，2003年“非典”疫

情暴发时，67岁的钟爷爷也曾

经在一线奋战。如今疫情当

前，84岁高龄的钟南山爷爷再

次挺身而出，为抗击新冠肺炎

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最美的

“逆行者”。

现在，我们“宅”在家里，每天

做完作业就觉得无聊透顶。但

是，我一想到“宅”在家里能为控

制疫情做贡献，我就特别开心，这

也是我的一份贡献呀！

通过这次疫情，让我深深感

到了自己的渺小，我立志要发愤

图强，长大后成为像钟爷爷一样

的人，为社会和人民做出更大的

贡献。在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

时候，我们能够勇担责任、挺身而

出！

加油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

国！白衣天使们加油，钟爷爷加

油！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一个冬天

不会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

来，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蚶江中心小学四年1班 张

睿洋 指导老师：林飞燕）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逾越

谁不想在新春佳节含饴弄

孙？谁不知道疫情战场有危

险？谁不知道前方充满了未知

和艰辛？而他毅然决然再次披

挂上阵，冲向“战疫”一线。他，

就是家喻户晓的钟南山院士。

2003年，67岁的钟爷爷奋战

在最容易被感染的抗击“非典”第

一线。虽然我还没出生，但是看

着当时他认真工作的照片，听着

大人们讨论的一言一语，我仿佛

看到了他在奋战的场面。那时，

他日夜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穿着防护服在研究、治疗，洒

下了无数的汗水。在不知道多少

个日夜的超负荷研究、工作中，最

终取得了胜利。正因为有了像他

这样的无数医者英豪，我们国家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控制住疫

情，迎来曙光。他用他的执著、博

学、奉献，驱赶病魔的肆虐，带领

着防疫团队取得了SARS战役的

胜利，他就是最可爱的人。

2020年，84岁高龄的钟爷爷

在得知一场新的疫情在武汉肆虐

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再次披挂上

阵。钟南山爷爷已经退休了，本

可以在这个春节好好休息，和家

人共享天伦之乐，但是他选择了

冒着生命危险在一线救治病人。

我仿佛听到钟南山爷爷抚摸着我

的头，慈祥地对我说道：“我是一

个中国人，我就得为国家做贡献，

我有妙手回春的医术，就应该冲

在第一线去做贡献！”这种爱国精

神多么令人敬佩啊！他就是当之

无愧的“最帅逆行者”，更是我们

这一代人学习的榜样。他这种舍

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也深深镌刻

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钟南山

爷爷，您辛苦了，您就是中国最可

爱的人。

（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

附属小学四年3班 林伟豪 指

导老师：张秀气）

这可真是个不一样的年。看

着我房里的那一堆烟花，我的心

情从年前的期待，到过年时的失

望，再到后来的理解，以及现在的

另一种期待，可谓是三百六十度

大转变啊……

每年，妈妈都会帮我准备好

多烟花。除夕夜，和家人在老家

的院子里放烟花，那绽放的美丽

为我带来了无比的快乐。今年，

妈妈说情况特殊，不能回老家，

不能去外婆家，这可把我给急坏

了！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饭

也吃不下……妈妈见了拉着我

的手耐心地说道：“现在我们国

家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情况很严

重，待在家里自我隔离是保护自

己、保护他人的最好方法，这也

是在为战胜疫情做贡献。”听了

妈妈的话，我并不是很明白。但

从第二天开始，妈妈自己不出

门，也不让我出门，爸爸有事非

得出门一定戴口罩。一家人一

天要洗好多次手，妈妈用消毒液

擦桌子、擦地板。这下子，我开

始关注这次疫情了。一打开手

机、电视，铺天盖地的新冠肺炎

疫情报道占据着头条，看着确诊

和疑似病人越来越多，听着爸爸

妈妈讨论这个事件的严重性，我

的心也揪在了一起。

这次疫情最初在武汉发现，

这么多的病人得需要多少医护

人员，病人的生命安全时时刻

刻受到威胁。令人振奋的是，

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自愿请命

支援武汉，这些“逆行者”毅然

踏上了征程，奔赴抗疫一线，这

可太让我震惊了！难道他们不

怕死吗？怕，谁不怕死呢？但

前方那些鲜活却命悬一线的生

命需要他们，国家需要他们，他

们不能退缩。当我还在为不能

放烟花而生气的时候，他们却

在夜以继日地与病毒作斗争。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不论生死，

冲锋在前，那一个个义无反顾

的背影，无不令人动容！他们

那无私的精神就像耀眼的光环

笼罩着我，我突然明白了伟大

最朴实的诠释。

疫情期间，所有学校都延迟

开学，街上也没有人，大家都待在

家里。以前的我最喜欢放假了，

不用早睡早起去上学，还可以出

去玩。但现在，我却不喜欢放假

了，我期待着开学，因为开学就意

味着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了，那些

背井离乡去支援的人都可以回家

了。我期待热热闹闹的街道，期

待电影院，期待图书馆，期待餐

馆！

相信当我们抬头望天，明媚

的阳光会透过指缝一点点、一点

点地洒向我们每一个人……

（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四年1班 王以律 指导老师：谢

幼雪）

庚子年这个正月，是不平静的。

本是个普天同庆、阖家欢乐的佳节，却

因新型冠状病毒突如其来，上演着离

别……他们是父亲，是妻子，是儿女，

但都有共同的身份——战“疫”战士。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是他们对祖

国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最响亮的誓

言！此刻，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

了……

“大国重器，国士无双”。当华夏

儿女惴惴不安时，17年前在非典病毒

中立下赫赫“医”功的钟南山爷爷再度

披挂上阵。这位84岁的老人用他渊

博学识与丰富经验作为武器，冲向抗

疫一线。在这个灰色寂静的假期，这

位老人像一座灯塔，照耀着千万人民

的心。

这个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

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兰娟——72岁的老奶奶，向上级

部门提出申请，“我可以带队支援武

汉”。老奶奶夜以继日，一天只睡三个

小时！“国家的大事，自己义不容辞”。

所谓伟大，就是平凡人在本可以保

持沉默的时候，拼尽全力燃烧自己，为

世界发出微光。

武汉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倒在一

线战场上，因工作已经持续发烧了一个

星期，却几乎三天三夜没有休息，2月18

日被病毒感染不幸病逝。白衣战士你

们是挺身而出、顶风而上的逆行英雄。

2月20日，苏州太仓市35岁民警位

洪明牺牲在“战疫”一线。今年春节，位

叔叔原本计划回老家看望父母，但疫情

就是命令，他义无反顾回到派出所，再

也没有休息。在送别路上，他5岁的女

儿身穿白孝衣抱着他的遗像，稚气而坚

定地高喊出：“爸爸！我们回家啦！”让

所有人为她心碎，更使我隔屏哽咽。

此时，还有无数的民警叔叔像冲锋

陷阵的战士，像博爱仁厚的英雄奋战在

抗疫一线，只为保护足下这片神圣的净

土。

枪响之后，每一次寻常的呼吸都是

生命的恩典。2月21日凌晨，蓝天救援

队机动队队长许鹏再从山东往武汉运

送抗疫物资的途中发生车祸，不幸逝

世，年仅39岁……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无论是在

前线的医护人员，还是身边的民警、志

愿者，都在用一颗炽热的心守护着大

家。

然而，渺小的我只是一名小学生，

但我懂得有一种奉献叫“不添乱”，我听

从国家号召“停课不停学”，每天在家努

力学习，获取知识，长成之际，有召必

回。

《左传》有云：“多难兴邦。”在疫情

面前，我们担忧，绝不恐惧。这场战争

还未结束，国民连心，众志成城。冬天

已远去，春天缓缓到来，胜利慢慢靠

近！疫情终将被击败，待那时，中国巨

龙啸东方，国泰民安、繁花烂漫，我们

沐浴在和熙的阳光里，饱览明媚的春

光。

（石狮市长福实验小学四年2班 蔡妤晨）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今年寒假，我们迎来了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在战争最前线，我认识了我们国家

最令人敬佩的战士——钟南山爷爷。

2020年春节刚刚开始，我们很多

人都还沉浸在鞭炮阵阵的喜悦中，一场

病毒却从天而降，让我们手足无措。在

这场战役面前，已经84岁高龄的钟南

山爷爷带领着他的医疗团队，义无反顾

地奔赴武汉，不分昼夜地投入到“战争”

中。

84岁的钟爷爷奔赴前线？我在诧

异中，也开始关注这个第一次听到的

名字。打开百度，关于“钟南山”的报

道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在眼花缭乱

中，我终于知道，钟南山爷爷早在2003

年“非典”抗击中，就主动要求承担广

东省危重病人的救治工作。经过他无

数次观察和研究，确定了病源并总结

出“三早三合理”的诊疗原则，最终完

胜SARS。

而现在，过去了十几年，已经84岁

高龄的钟爷爷逆行武汉，这无疑给全

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在电视

上，在镜头面前，钟爷爷镇定自若，他

慈祥地对全国人民说：“病毒并不可

怕，只要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好好地

配合医护人员，我们就一定可以打赢

这场战斗。”他也教会我们怎么使用口

罩：“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必须佩戴口

罩，在人员比较少的地方，不一定要用

N95口罩。”

在新闻中，我看到了84岁高龄的

钟爷爷带着他的医疗团队正在通过

视频，给医院远程指导。你看，他对

着大屏幕，身子微微前倾，双眼炯炯

有神地凝视着里面的医生，嘴在不紧

不慢地张合着。他时而皱眉，时而微

笑，时而抬起手。大屏幕里的医生，眼

睛全都齐刷刷地盯着钟爷爷，就像一

群小学生正在认真地听老师讲课。他

们全部屏住呼吸，好像深怕漏掉钟爷

爷说的一个字。

这就是令全国人民敬佩的钟南山

爷爷，一个坚持真理、敢说真话的人。

他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

和尊重，也让全国人民坚信：我们一定

能战胜病毒！

（实中附小东明校区四年2班 邱滢

嫣 指导老师：邱丽阳）

令人敬佩的人

2020年3月24日 T3小记者团

抗击疫情
最美逆行者

春节，原本是一个阖

家团圆的节日，可今年的

春节却在一个病毒的影响

下变得大不一样。

钟南山爷爷在危急时

刻挺身而出，告诫大家少

出门，出门要戴口罩，没有

特殊情况不要到武汉……

而他自己却第一时间乘上

列车来到了这个人人敬而

远之的城市，同他一起的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

医疗志愿者们，他们提起

行囊，进入了疫情最核心

的战场，开始了武汉抗疫

之战，我们称这些人为“最

美逆行者”。

他们经常“全副武装”

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防

护服密闭闷热，穿一个小

时就会感到不适，而他们

一穿就是三四个小时，甚

至更久。他们经常汗流浃

背，不吃不喝一整天。有

这么一张照片，在狭窄的

病房里，四周都是白墙，只

有一张病床和一个小柜

子，患者正在输液，一个穿

着厚重防护服的年轻医生

坐在患者身边，身边还有一

个随时记录患者病情的报

告，就这样一直坐着，就这

样一直陪着患者。当看到

这张照片时，我第一时间想

到的是：好年轻的医生，明

明和她同龄的人都宅在家，

不是打游戏就是看书，而她

却在这冷清的病房里孤独

地守着患者。这不仅仅是

孤寂所能表达出来的，他这

是在和病毒打交道，一个不

小心就会因为和患者近距

离接触导致患病。

想想也是，这世界上哪

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

一直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罢

了。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

情，我们都要相信，我们的

幸福生活一直都有人守护，

因为，白衣天使一直都在！

（石狮市第二实验小

学四年5班 施渠鋮 指导

老师：纪珊珊）

“疫”战到底

作品：《特殊的邮票》 姓名：蔡皖豫
学校：石狮市第五实验小学第二校区 三年2班

作品：《逆行的天使》 姓名：林鸿佳
学校：石狮市蚶江中心小学 三年2班

防护从我做起
新型冠状病毒来了，医护人

员们一个个身披“战袍”，在国家

危难时，他们冲在最前线保护国

家。

据新闻报道，这种病毒可能

是在穿山甲、蝙蝠、果子狸等野

生动物身上发现的。因此，我们

要远离野生动物，不破坏它们的

家园，也不干扰它们的生活，让

它们过着自由的生活。

中国为了打赢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用十来天建造火

神山医院，许多服装厂改做口

罩和专业医用防护服，酒店改

成了病房使用。为了抗击病

毒也有医护人员牺牲了。

疫情期间，我每天上午、下

午都量体温，坚持尽量不出门，

就算是出门也一定要戴口罩。

在老家，米缸里没米了，还是大

伯家给我们家送米，做到“只要

还有一口粮决不往人多的地方

窜”。我就待在家里，在大院子

里运动，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

总而言之，少出门，出门戴

口罩，多通风，勤洗手，洗手后，

慎揉眼，远离野生动物，食物煮

熟再吃。

（石狮市五星小学五年1

班 巫美权 指导老师：董三妹）

我的360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