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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已经启程，回望 2020年，我们有太多难忘

的记忆，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中华儿女共克时艰的精诚
团结，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越是困难
越向前！相信菁菁校园中的你，也有很多想说的话，请
以“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为视角，结
合学习生活和所见所闻，将你的成长收获与生活感悟发
送给我们吧！

征文要求：文字、图画皆可，内容丰富，主题鲜明。
优秀稿件将在《郑州教育》专刊、郑州观察客户端和

郑报悦学会小记者微信公众号刊登。
参与方式：
1.发送至《郑州教育》信箱：zzjyzk2016@163.com，

文字字数在300～600字之间。
2. 作品须注明“姓名+学校+班级”，并请辅导老
师给予点评。

织梦
空间

我的我的20202020

“叮叮叮”，伴随着期末考试
铃的结束声，转眼间这学期结束
了，妈妈告诉我，今年寒假要继续
留在郑州过年，响应国家号召。
因为平安度过这个春节，我们才
能迎来2021最明媚的春天。

回想刚过去的2020，84岁
的钟南山爷爷，把自己的安危
置之度外，毅然搭上了前往武
汉的高铁，还有从四面八方赶
来支援的警察、志愿者和源源
不断的逆行者，他们从祖国的
四面八方，奔赴前线，与病毒
恶魔进行战斗。爸爸告诉我:

“我们要勤洗手、不外出，做好
居家隔离就是对祖国最大的
贡献。”虽然那个寒假特别漫
长，同学们和老师都是第一次
在家上网课，课堂从教室搬到

了钉钉在线学习，但我渴求知
识的上进心没有变，我在家里
努力认真地跟随老师学习知
识，锻炼身体。

有一天，妈妈买菜回来，她
高兴地让我翻看手机里的照片，
原来小区里的花开了，有黄色的
迎春花，白色的玉兰花……啊！
春天就这样悄然到来了。有强
大的祖国和勇敢的叔叔阿姨为
我们保驾护航，让我们可以重返
校园，中华民族打赢了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全世界对我们伟大
祖国刮目相看，中国成了世界的
榜样，我真为了不起的祖国深感
无限荣光。

回首往事，我的身边到处
洋溢着幸福，播撒着温暖，这些
榜样的力量也同样鼓舞着我前

进的脚步。作为一名小学生，
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虽然任重道远，但我会一步一
个脚印，用自己的优异成绩书
写未来，报效祖国。

金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
杨竞歆

辅导老师 芦 艺

点评：2020 年是不平凡的
一年，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奋
斗，作者也被感动着，文章感情
真挚，用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对
祖国的无限深情。

我与祖国共前行
在成千上万人的回家路上，在一波又一波的年末促销中，

我们才得以真实地感受到，2020年结束了。略显漫长，充满着
苦难、混杂着幸福的2020年结束了。

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新冠肺炎肆虐在
中国人最为重视的春节，打破了平常的祥和幸福，每日不断上
涨的确诊人数和新闻报道中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牵动着无数
中国人的心，危急存亡时，中华儿女背负着伤痛，一步一步从疫
情的泥潭中走出，在这其中涌现了无数动人的英雄事迹。八十
多岁仍奋斗在抗疫一线的钟南山爷爷，争分夺秒建造火神山医
院、雷神山医院的工人们，本打算过年停产又复工的口罩厂工
人……涓涓细流，汇成江海，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人，共同守护
着中华民族。这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逆行者”，所
有人都避之不及的病毒，他们却与其正面交手。他们是这个时
代的英雄。

我们是一个14亿人的共同体，应该明白每个个体的付出，
都会成为守护我们民族于危难之中的一砖一瓦。作为一名小
学生，我深刻感受到了个人之于国家是微小但不可或缺的存
在，我一定会努力学习，成长为一个具有社会使命感的人。
2021年的春天马上要来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守得
云开见月明，艰难的时刻终会过去，而我们蓬勃的生命力、强大
的凝聚力，会撑起我们未来的生活，克服一切艰难困苦。

祖国与我，我和祖国，并肩前行，共创未来！

金水区黄河路第三小学 张诗涵

点评：在祖国振兴和前行的大路上，离不开每一个中华儿
女的守护和奋斗。文中作者从去年春节期间的新冠肺炎疫情
入手，真切诠释了个人与祖国、祖国与我的密切关系，树立了正
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我当小小志愿者
2020，谐音爱你爱你。但是，想说爱你不容易。从年初新

冠病毒的肆虐，到宅家做贡献的无奈，再到停课不停学，以至后
来终于重返久违的校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次在老家当
小小志愿者的经历。

2020年春节前夕，妈妈刚病愈出院，我们就回老家过年。
本想让妈妈在老家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可好景不长，新年刚
过，因为疫情的原因，出入村庄的所有路口都拉起了警戒线，还
专门设立了“党员执勤岗”，爸爸妈妈都踊跃报了名。

一天早上，我发现妈妈又去村口执勤了。我央求爸爸：
“我也要去执勤！”爸爸耐心地说：“媛媛，现在咱俩做些好吃
的，中午给你妈送饭时把她替下来，你就可以执勤了。”我欣然
答应。

中午送饭时，我看到寒风中的妈妈，不停地给过路的村民
登记信息，测量体温。我心疼地命令道：“何伟娟同志，你是伤
病员，请立刻交出体温枪，撤离前线阵地！马上到后方休息并
补给营养！”妈妈笑着说：“坚决执行命令！”我们的对话把周围
的人都逗乐了。我拿着体温枪，神气十足地说：“哈哈！我也成
为抗疫志愿者啦！”

这时，一位伯伯骑着车买菜回来，我赶快迎上去，踮起脚尖
把电子体温枪对准伯伯的额头。伯伯笑着说：“这儿还有个小
志愿者呢。”后面紧跟着一位大个子叔叔，他故意昂首挺胸，我
怎么也够不到他的额头。我向旁边的椅子上跳去，他赶忙弯下
腰说：“快量吧，我逗你玩呢！”我赶紧给他测量体温。旁边的村
长夸赞道：“你爸妈是共产党员，你是少先队员，你们一家都是
咱村抗击疫情的先进分子呀！”我听后心里高兴极了。

这次当小小志愿者的经历让我铭记在心，它使我懂得了无
私奉献的含义。

郑州大学附属小学 郭佳媛

点评：小作者回顾不平凡的2020年，对自己做小志愿者的
经历记忆犹新，文中运用大量的对话描写，重现了当时执勤的
情景，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疫情无情人有情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所

有人的正常节奏。这一年，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为了
战胜疫情舍小家顾大家，逆行守护着大家的生命安全。

在这次疫情中，有多少逆行者用背影温暖了千万人的生
命，钟南山爷爷已经 84岁高龄，再次挂帅出征，奋战在抗击疫
情的最前线，他就是最美逆行者。此外，还有无数像钟南山爷
爷一样心怀祖国、心怀人民的大爱之人，他们不畏病毒，走向祖
国最需要他们的“战场”，与病毒进行一场生死之战，他们也有
自己幸福的生活和难以割舍的亲人，他们用救死扶伤的担当诠
释了爱国的时代内涵。

前两天，看到一则新闻：一名五十多岁的社区志愿者在为
别人做核酸检测登记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同学们，
在疫情期间，有无数个很平常的人坚守在抗疫一线，正因为有
他们，我们才被保护得这么好。一名名警察，挨家挨户地排查
到深夜；一名名白衣天使，在手术台前高速运转；一位位社区工
作者，不分昼夜地忙碌着……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所以同学们，我们是新
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疫情防控中，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保
护，每天坚持锻炼，待疫情过去春暖花开之时，好好学习成为祖
国的栋梁！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少年！

郑东新区龙华小学 白一泽

点评：文章内容充实，结合实事，用自己的语言完整、流
畅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受，更发出立志报效祖国的铮铮
誓言。

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
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生
活的平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悄
然来临，也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什么叫“中国速
度”。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疫情
在武汉蔓延时，所有人都急忙撤到
安全线后；而他们逆流而上，舍小家
为大家，永远屹立在抗疫的最前
线。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来形容他们一点儿都不为过。

武汉火神山医院从方案设计到
建成交付，仅用 10 天，建筑总面积
3.39 万平方米，1000 张病床。武汉

雷神山医院短短十多天便迅速崛
起，为战胜疫情再添助力，建筑总面
积为 7.99 万平方米，1600 张病床。
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几日便拔地
而起，这——就是“中国速度”。

疫情中最有勇气的奔跑——不
是朝着家的方向，不是走向安全的
后方，而是去往最危险的战场。他
们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做出了无
怨无悔的选择，用自己的行动书写
着人生最精彩，也是最美丽的韶华
篇章。

管城回族区星火路小学 陈静一
辅导老师 崔红叶

2020，一个特别的年份，一
个美好的数字。可是，新冠肺
炎疫情就像一朵“黑云”笼罩着
中华大地。但是，伟大的中国
拥有着最团结友爱的人民，他
们坚守着“一方有难，万众驰
援”的美德，期盼着“黑云”背后
的太阳。

举国上下，男女老少，不同
行业的人，大家都献出自己的
一份力量，守护着我们共同的
家园。有可爱的白医天使，也
有无私奉献的社区党员，还有
起早贪黑为我们清洁马路的环
卫工人，还有默默付出的志愿
者……他们都拼尽全力用自己
的一份力量温暖着整个社会。

我们应该为生在中国，有这样
坚强的“后盾”而感到骄傲和
自豪！此外，在疫情期间支援
武汉的白衣天使中近三分之一
都为90后的医护人员，这些90
后、00后的年轻医生、护士，用
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责任、担当
和价值，也让全世界看到了我
们的中国力量！还有在家线上
学习的千万学子们，即使在那
么艰苦的学习环境下都保持着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
贤书”的学习态度，使无数人都
感到无比的敬佩与欣慰。

此次疫情，伟大的中国人
齐心聚力，铸就“心”的长城，
表现了我们中国的“舍弃小

我，是为大国安然”的奉献精
神，让所有人明白了：爱远比
疫情传递得更快，而这光辉缔
造者，正是那些平凡的人民英
雄！

郑东新区杨桥中心小学
朱广升

辅导老师 晏小梦

点评：作者开篇直击疫情，
用词有力，更描述了大家如何
共抗疫情，同时，引用数字使得
文章更加具有说服力。表达了
对平凡英雄的赞美之情。

盼春
独坐庐中隔窗望
枯枝寥寥败叶黄
行人欲过被风阻
唯有枯木为其杠

瑟瑟秋叶迎风散
簌簌寒风使人唤
秋过为冬雪漫天
冬去春来万物还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 司想

伟大的祖国

铸就“心”的长城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
有我”，国家就是我们的保护
伞，国家的强大与繁荣是我们
幸福生活的保障。

2020年，面临新冠病毒的
侵袭，我们在伟大祖国的保护和
带领下，紧紧拧成一股绳，众多
医务工作人员奔赴一线抗击疫
情，社区志愿者协助并组织大家
有序地进行防疫工作，居民自觉
在家进行隔离，学生们认真在家
学习等，所有人都在为抗击疫情
做出自己的努力。

经过几个月的奋力战斗，
国内疫情整体得到控制，有效
遏制了病毒的大范围扩散，人

们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
活，学生们也回到了校园。虽
然冬季疫情出现局部反弹，但
都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一旦
出现感染病例，国家各部门迅
速反应，及时行动，寻找源头，
及时排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
并且新冠疫苗也开始投入使
用。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安
全感。同时，这也让我不由自
主地感叹：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国家，我们是多么幸福呀！我
为祖国点赞！

总之，个人的幸福生活离
不开强大的国家，国家的发展
离不开努力奋斗的每一个人。

无论面临什么艰难险阻，我们
的祖国都会护卫我们的周全。
同时，我们自身也需要不断努
力，为祖国的建设发展贡献自
身的一份力量。

二七区艺术小学 卢奕辰
辅导老师 钱荣梅

点评：作者从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写起，突出了全国人民
的万众一心和祖国的强大，联
系实际发出了“没有国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我”的感慨。

祖国，我为你点赞

你好，2021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2020年从

担惊受怕到习以为常就这样结束
了。我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
年，你好，2021！

细细回想 2020年，我们的国家
经历了许多磨难，我也有太多难忘
的记忆。在这一年新冠病毒如一头
可怕的野兽突然冲到了我们面前，
但是我们的国家顶住了困难，举国
之力迅速有效抑制住了病毒的传
播。在这一年，我知道了“武汉”这
个英雄城市，知道了敬业奉献的钟
南山爷爷，知道了“火神山、雷神山”
这两个如此威武的名字，这些地方
有许许多多叔叔阿姨不顾个人安危
努力与病毒抗争。也是在这一年，
我知道了什么叫精诚团结，什么叫
共克时艰。

这一年，我顺利升入了三年级，
疫情期间我们在家上网课学习，复
学后我们每天必须戴着口罩上下

学，平时还要每天消毒、量体温、勤
洗手、注意个人卫生防护。这个时
候我常想：“虽然只是一名三年级的
小学生，但我也是一名抗疫小战士，
口罩就是我的盾牌，消毒液就是我
的护身符，病毒我才不怕你。”

这一年，老师和同学们都给了
我很大的帮助和无私的关怀，这些
点点滴滴都已在我心中烙下深深的
印记，因为它见证了我一步一步的
成长，见证了我们一同走过的抗疫
岁月。

2020年是个不平常的一年，我希
望能够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我们的祖
国，回报爱我们的亲人和老师。不积
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在2021这充满鲜活气的一年，让
我们扬起理想的风帆，勇往直前！

金水区金桥学校 陈飞瑜
辅导老师 朱叶子

回望2020有感
时光流逝，新的一年又悄悄地

到来了，回想起 2020年里太多感动
和难忘的时刻，每一个瞬间都在我
的脑海里清晰、铭记。

新冠病毒在武汉暴发，一时间，
商店关门了，小区封闭了，往日热闹
的大街上也顿时冷清了，年少的我
们，整天呆在家中，就像困在笼子里
的小鸟失去了自由，我有些郁闷有
些烦恼，正当我想着怎样才能出门
的时候，电视中、电台中“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
归”，一声高过一声的喊声传到我的
耳中。刹那间，所有的目光凝望武
汉，无数逆行者日夜奋战，和死神赛
跑，他们就是中国的主心骨，是我们
的定心丸，他们像梅花一样在寒风
刺骨中傲然挺立。英雄们的行动也
感动更多的国人，大家团结一致，支
持抗疫工作，竭尽所能地捐款捐物，

心系武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虽
然病毒无情，但同时也让我们感受
到了团结的伟大。

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传来，每天
的感染人数在减少，治愈人数在增
加，就连国外也赞扬我们的中国力
量、中国速度，并纷纷效仿我们的科
学治疗方法，此刻，作为中国人我倍
感骄傲。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
的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研发新冠病
毒的疫苗，在一次次的实验分析中，
我们的疫苗终于研制成功了。此时
的我感受到了国家的力量，人民的
信仰，民族的希望，更加坚定了我要
努力学习、奋进拼搏的动力，我要在
这份绚烂美好里，做个有担当有责
任的中国人！

高新区实验小学 孙佳萱

致敬逆行者

点评：作者以进取的心态，细腻的笔触记录了疫情期间的生活和学习变
化以及心路历程，把自己也当成社会小公民，防疫小战士，文章详略得当，生
动具体，不失为一篇佳作。

点评：作者在文字中流露出满满的爱国之情和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之感，
艰难困苦打不倒中华民族，只能让中华民族更强大。

点评：作者字里行间真情流露，疫情中感悟“中国速度”“逆行者”的伟大，
知感恩、懂感恩，重塑了心中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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