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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过完，今年的寒假
就此结束。我把文具盒、作业
本放入崭新的书包，期待与老
师和同学们见面。然而，我突
然收到了学校的一条消息：延
迟开学。这样的结果既在意料
之外，又在预想之中。自从有
了新冠肺炎疫情，我就一直不
敢出家门。

如果不能去学校，该怎么
听老师讲课呢？我的担心是多
余的。“开学”第一天，我们班
新成立了“停课不停学”微信
群，班主任李成琳老师录制并
发布了一段小视频，简单明了
地介绍了新学期的学习目标和
学习方式。原来我们要通过网
络上课呀！

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是语文
课，我认真地观看了“名校同
步课堂”直播的诗词三首赏析
课，并做好了随堂笔记。课
后，郑老师还在微信群里对关
键词语进行了逐一讲解，并留
了家庭作业。

新的问题又来了，以前的
作业都是写在作业本上，交给
老师检查。现在怎样才能把
作业交给老师批改呢？真是
没想到，学校专门推出了一个

“ 每 日 交 作 业 ”的 微 信 小 程
序。我打开小程序，把作业照
片上传，给老师留言，点击“提
交”就发给老师了。随后，郑
老师给我的作业做了批注，并
给我发了个“优秀作业”的小

红花。
这学期的体育课和往常也

大不一样。以前，我和同学们
可以在学校的操场上踢足球、
打篮球，尽情奔跑。现在我只
能在客厅里练习仰卧起坐、俯
卧撑等。

由于客厅非常狭小，我经
常会碰到茶几等家具，妈妈只
好把东西挪来挪去。我真希望
能够早日在大操场上和同学们
一起做广播体操。

学校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
实践课，我学会了如何制作

“土电话”，还画了一幅战胜病
毒的漫画，创意编绘了一套英
语绘本连环画，在家也能学习
知识！

别样的课堂
光明路小学 四（2）班 张博嘉

这个春节很特别，既不能
走亲戚串门，也不能在外面玩，
只能待在家里。

虽然每天都待在家里，但
我过得很充实。每天起得最早
的是妈妈，她不仅每天给我们
准备早饭，还把家里打扫得干
干净净，一尘不染。爸爸只要
不上班，就在家里呼呼大睡，

像懒虫一样，要么看手机，要
么看电脑，也不知道运动运
动。

在新闻里，我不时看到白
衣天使治病救人的事迹，他
们不怕被传染，不怕病魔，勇
敢地战斗在疫情第一线，流
下了一滴又一滴汗水。我真
想跳到他们跟前，拿出手帕为

他们拭去汗水。但我们唯一
能做的就是待在家里，不出
门，勤洗手，多通风，不给国家
添乱。

我希望疫情能早点结束，
奋斗在一线的叔叔阿姨们能早
点回家和家人团聚。武汉加
油！中国加油！

（指导老师：李自玉）

在家抗击疫情
建东小学 四（5）班 王久昌

冬天即将过去，暖春迎面
而来。让我们一起为抗击疫情
做贡献，做好个人防护和家人
的防护。

在电视上，我只要听到、看
到“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这八
个字，就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
的力量和热情，我们多么想打

赢这场战“疫”啊！
看，是谁拿着东西在路上

气喘吁吁走着？听，是谁的脚
步在寂静的大街回荡？啊！
原来是辛苦的志愿者。他们
冒着风雨前行，把食物和信心
带给每家每户。等这场疫情
结束后，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们。
我 们 在 家 ，有 家 人 的 陪

伴。但在一线的白衣天使正冒
着生命危险与病毒“作战”。我
们有白衣天使，有巡逻的警察，
有志愿者，他们全程为我们保
驾护航，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
打赢这场战“疫”吧！

无声的抗疫战
建设街小学 四（4）班 常雅清

这件事，是我永不会淡忘
的记忆。

2020年伊始，人们被新型
冠状病毒所伤害。习爷爷一声
令下，全民行动起来，与病毒展
开了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白衣天使们不顾生命危
险，奔向一线救治病人，他们不
怕苦也不怕累。保安和警察叔
叔日夜坚守在抗击疫情前线，
钟南山爷爷和李兰娟奶奶用自
己博学的知识和智慧与病毒抗
争。百姓们团结一心，听从指
挥，不出门、戴口罩、勤洗手、讲
卫生……

火神山、雷神山两所医院
在短时间内建成完工，收治病
人。武汉方舱医院汇集了顶
级的专家资源，医疗队由来自
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
等多省市的专家组成。全国
各地的志愿者以最快的速度
奔赴武汉，支持武汉。在我们
共同的努力下，疫情终于得到
控制。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
了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希
望这次疫情尽快结束，中国加
油！武汉加油！

（指导老师：刘娜）

没有硝烟的战争
公明路小学 四（1）班 李静怡

敬爱的白衣天使们：
你们好！今天我怀着无比

敬佩的心情向你们道一声：辛
苦了！

救死扶伤是你们的天职，
在病毒肆虐时，你们舍小家为
大家，个个请愿去一线最危险
的地方。

为了抢救更多的病人，你
们不停地工作，累了就躺在地
上歇一会。工作时，你们得穿
上防护服，看着好像一个个宇
航员，但你们不是上天揽月，而
是争分夺秒地去救助患者。你
们每天的工作量很大，为了节
省防护服，你们只好忍着饥渴，
穿上纸尿裤。你们还得戴上护
目镜和口罩，脸上被勒出深深
的印痕，那印痕是世界上最好
看的印记。

为 了 抓 紧 时 间 救 助 病
人，你们不得不跟家人分开。
我看到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
小女孩，她的妈妈在医院不能
回家，奶奶带她到医院大门
前。母女相见却不能亲近，
两人隔空拥抱。这个画面定
格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感动
着我。

敬爱的白衣天使们，这是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你们是
这场战争中最靓丽的风景！

祝：身体健康，胜利归来！

一个时刻关心你们的小女孩
2020年2月10日

白衣天使辛苦了
沁园小学 四（4）班 李睿萱

敬爱的白衣天使：
你们辛苦了！
我是一名来自体育路小学

三年级的学生。首先我想向你
们敬一个少先队队礼，表达我
对你们的尊敬和钦佩。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
一年，新冠肺炎悄然来临，席
卷全国。这是一场突如其来
的灾祸，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危险当前，你们化身最
美“逆行者”，夜以继日抢救患
者、挽救生命，奋战在抗击疫情
第一线。

这段时间，我在电视里看
到你们没日没夜工作，脸上被
口罩和帽子勒出了深深的印
记，甚至是血痕，手被捂得浮肿
发白，真是让人心疼。为了节
约防护服，工作时你们尽量少
吃饭少喝水，穿着尿不湿和时
间赛跑，尽力拯救患者的生
命。你们无惧疾病，不怕困
难，是你们为我们的生命健康
筑起了一道防线。你们一定要
保重身体，平安归来，早日与家
人团聚。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对疫
情无能为力，但我能为你们加
油，为中国加油！我会做到不
出门，讲卫生，勤锻炼，提高身
体抵抗力。我更要努力学习，
长大后像你们一样做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

相信一切都会过去，阳光
总会到来。中国加油！

此致
敬礼！

方柯蕴
2020年2月10日

给白衣天使的
一封信

体育路小学 三（1）班 方柯蕴

最近，电视中的一幕总是
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个9岁
的女孩和她的护士妈妈隔空拥
抱，女孩撕心裂肺地喊着让妈
妈回家，妈妈安慰女儿：“不要
哭，等妈妈把病毒打败了就能
回家。”我也是个9岁的孩子，
能深切体会到女孩离开妈妈怀
抱的痛苦与不舍。我周围也有
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我们居家
隔离时，身为医务工作者的妈
妈奋战在一线，为战胜病毒贡
献力量。

电视上播放了很多医务工
作者主动请战支援武汉。“我
2003年参加过抗击非典，经受
过实战考验，我申请加入。”“我
是男护士，身强力壮，我自愿报
名。”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使
我感受到了他们勇敢、无畏的
精神和必胜的信心。他们不惧
怕被病毒感染，冲锋陷阵，无所
畏惧地奔赴抗疫最前线。他们
会被我们深深铭记。

叔叔阿姨们，在我们惶恐
时，是你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
的防线。你们是最美的，厚厚
的防护服和脸上的印痕，只会
让你们更美。病毒一定会被消
灭，到那时，我们迎接你们平安
归来。

在这里，我给你们捎去最
真挚的祝福，谢谢你们！加油，
可敬可爱的白衣天使！加油，
中国！ （指导老师：王珏）

白衣天使最美
体育路小学 三（1）班 余晟赫

《病毒快走开》 体育路小学四（1）班 景镕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