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重聚的喜悦被打断

当出游的计划被搁浅

当繁华的街道被阻拦

你是否会心有不甘

当举国陷入危难

当生命受到挑战

当死亡降临身边

你是否会心生茫然

当十天建起雷火神山

当天使冲向龙潭

当物资如潮捐献

你是否会心起波澜

临危不乱

是你稳若泰山

闯入黑暗

是你若星辰般璀璨

逆风向前

是你气冲霄汉

视死如还

是你捐躯以赴国难

深渊在侧 你于生死间兜转

离别几次上演

一腔孤勇 你于荆棘中挥剑

换得万家长安

是你

用血用肉

筑起的生命防线

是你

用泪用汗

浇出的河清海晏

英雄啊 你生于平凡

我的英雄啊 你从未平凡

当和煦的春风拂过人间

当绚烂的樱花开遍武汉

当破晓的光芒冲破黑暗

槃华夏九州定能浴火涅

当
□ 文法学院 张溶原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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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之冬，有疫燃于江城西，贩海鱼之地，初未有人意

其弊，致其传播之势不急掩已。庚子逢春，肆于荆楚，不幸

染疫者慌其心、忧其身、怯其伤，自难闻登黄鹤之语，亦少

见羁旅之徒。

此九衢通商之地，密流天下，闲云潭影，物换星移，少

顷间，四海之内，沉疴冗至，荼毒不堪，人心惶矣。

幸有南山院士，受任危难之秋，许国驱驰，临危不惧，

奔赴疫区，悬壶济世之德，百感钦佩。国之高官亦心力憔

悴，罹患百姓，抗于水火，救民危难之心，乃敢假尔。

吾感白衣国士无双，其非圣贤，然则母之子女，儿之父

母，年及二八，或逾古稀，盖未思其困，适逢国难，以逆行之

姿，孤注一掷，虽生于平凡，却甘领殒身之危，勇弃天伦常

喜，千里不畏路艰，遥途哪管马亡，披战袍，持甲械，站如竹，

行如风，眉目之间聚峰峦，赤子之心化金戈，为拯濒危之疾，

夙兴夜寐，殚精竭虑，恐疏至某

亡也，悔之晚矣，吾辈楷模，汗书

丹青。

看今朝，雷神火神，并立出

世，功在社稷，与有荣焉。或有志士，予其衣具、钱财，补缺

伙食，以飨众力，此无酒宴，亦无省亲，蝉翼积山，略有微

成，怆然泪下，千言万语，难以言表。
眀至若春花初绽，绿柳醉眼，万家灯火皆 ，尽绵薄之力，

不与四时同出。安坐于家，亦晓瞬息万变之因果，此战硝烟

暗袭，不似血肉横飞，但恐生命流逝，祸及己身，遂备防疫用

具、吃食于家中，黄发垂髫，焉不知所忧？

长夜有尽，黎明将至，余寄寒星荃，轩辕淬血存，二月

风凛，霁云半昧，生死之前人间何为？答曰：白衣鏖战，誓死

不退！三月阳春，暮霭渐薄，不负披星戴月，同袍同泽，众志

成城，万众一心，佑吾华夏，寿与天齐。

待锦绣如初，山河明媚，寺宇青烟，月圆月半，诛生相

看，皆映眼帘。吾虽渺，亦终日祷祝，病疫早散，患者安康，

前线无恙，海晏河清。

敬卫国者说
□ 文法学院 郑淳元

【抗疫作品】师生书画作品展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

戟。与子偕作！

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在瓷砖上黏上了天

空的影子，迎面清凉舒爽的风带着一丝春天的

甜味扑打在脸上。空中可见三五成群的候鸟飞

还，我知道它们总会回来，一切美好都会如约

而至。待到春暖花开，早莺争树，总有新的感动

让人心安。

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春节，我相信这对于谁

来说都是极其特殊的。它特殊到没有人走亲访

友；特殊在人手一个的口罩上；特殊在日日牵

挂的真心上。我知道现在所有的不见都是对于

爱的成全，我们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今年的

春节来的特别早，给我们足够的春光去融化疫

情的寒冷，我们无畏凛冬的到来，因为它教我

们更加期待珍惜春天和煦的日光。

春天是悄悄来的，从每一个好天气里冲出

来；日子是一天天好的，从每一份好心情中溢

出来。我们用这漫天的花香去守护一株未开的

樱花；我们用这全国的美味去期盼一碗香浓的

热干面；我们用这诚挚的善意去捍卫春暖花开

的盛世。假以时日我们终将扯手站在春日下放

声高歌绽放最美的笑容，我们拥抱感谢，坦诚

热切；我们共克时艰，真诚想念；我们一衣带

水，祈祷明天，举杯向阳。

时光给我们别样的经历，爱给我们同样的

时光。越是巨大的变故越要彼此依赖，携手走

过的路会更加生动圆满。生活中纵有万般无奈

心酸，也总有点点滴滴幸福的所在。万物生长，

生生不息，爱与和平值得被无限播种，循环生

长。

扑面而来的和风中是否有你沓沓的脚步；

变幻莫测的彩云中是否有你起伏的心绪；触手

可及的温暖中是否也有你赤诚的胸怀。大爱面

前，一个人的身躯足以连千万颗心共同跳动，

一座城的路途足以承千万脚步共同奔赴。终有

一天，我们会帮你拂去脸上的疲累和伤痕共将

今日淡然回首。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时代需要英雄，但从来没有被选择的付出，

只有挺身而出的真心。夜以继日的奔波劳碌在

你们的脸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一个民族要有一

群仰望星空的人才会有希望，漫天的星光闪烁

我知道总有几颗承载着你的期冀与美愿，我们

点亮万家不灭的灯火帮你温暖这最孤寂的寒

夜。生而不同，各自有光，高声赞颂每一个有你

的高光瞬间。若胜利暂远，就追逐每天的风与日

光，那风中有祝语，光中有殷切。

昭昭中华，盛世东方，这些让我们难过的事

都是机会证明我们无限可能。我们一起走过，不

卑不亢迎接一路将来的风景。我们手牵手挺起

千万山，这山足矣护所爱平安；我们心连心衔接

千万城，这城足矣保国人幸福；我们肩并肩扛住

千万担，这担足矣举世感动。此生无悔入华夏，

我们许下的誓言终会在岁月的见证下弥足珍

贵。壮士喋血，铮铮华骨雄姿，我们庄重且热烈

的厚爱这个世界。

我相信蓝和白是今年最美的颜色，短发也

会是新的潮流。无论何时爱与和平都是时代的

主旋律，让团结化桥送我们去更远的远方。青山

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我们眼中有星辰

大海，心中有似锦繁花，从此以梦为马不负韶

华。

我们终将打好这场疫情的阻击战，攻坚战。

我们有自信有能力向这个世界输送源源不断的

爱与善意。经过时光沉淀的城会有更加丰富的

韵味。武汉加油，中华必胜。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生而炽

热，爱且无畏。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

与子偕行！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 工商管理学院王晓钰

你是女儿娇，闲弄花红叹寂寥，无论地南和岭北，

娆娆，思恋羞腮怨赤潮；谁料疫喧嚣，肆虐江城逞横娇，

褪去绣罗更铠甲，昭昭，飒爽英姿战魅妖。

新年伊始，本该是祥和安宁之景，却人心惶惶；本

该是万人空巷之景，却寥若星辰；本该是嬉闹繁华之

景，却凄清冷寂。如此景象，究竟为何？

赏浪漫樱花，品楚遗风韵，武汉这座温和而美好的

城市在人门喜迎庚子鼠年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牵动

着全国人民的心，难以想象，一只蝙蝠，竟对我们造成

了如此大的伤害，我们的英雄城市———武汉，首当其

冲，受到了它的侵害。

当我们深入探究就会发现，是病毒，它的突然造

访，令我们惊慌失措，一时间难以有效应对，但是随着

我国医务人员的不懈努力，夜以继日的不断研究，终

于有了很大的突破，同时使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当然，在防控疫情的道路上，各行各业都付出了很大

的努力，他们用自己有限的知识与能力做出了无限的

贡献。

疫情肆虐下，有一群人，逆行而上，无畏出征。

当我看到一份份的请战书，当我看到一个个的红

手印，当我看到医务人员被汗水浸透的后背，当我看到

防护服下一张张满是压痕的年轻的脸，当我看到警务

人员每天依旧负战前线，当我看到快递小哥不畏生死

坚持送货……我从他们的行动中感受到了他们的坚守

与伟大，我感受到了他们心中那份炙热的爱国情，我看

到的不是疫情的恶劣蔓延，而是对岗位的无私坚守。一

个个平凡的人，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他们真正做到了

国难当头，一往无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是党员，让

我来”，年过八旬的黄锡缪博士，郑重请战赴武汉支援

火神山医院设计建设；“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

冲上去谁上去？”，拥有 6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钟南山

告诉公众“尽量不要去武汉”，自己却义无反顾地冲到

了最前端；“把所有人都换下来，共产党员上！”，上海医

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硬

核”发声。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

他们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疫情不止，我们不散”，

一位疫情“红区”90后护士的话让无数人感动泪目，“哪

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都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

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跟死神抢人罢了”。是啊，他

们也有着与我们相似的年纪，他们也有着美好的青春

年华，但他们毅然决然投身战斗，为国捐躯。

现如今，病毒还在肆虐，疫情仍在蔓延，尽管每天

通报的数字还在攀升，但我坚信，这一切总会过去。没

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回首中

华文明的历史，可以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每当遇到大的

劫难，每当遭遇看似不可逾越的困境，总有那么一群心

有大爱的人，他们勇敢、无畏、睿智、果敢，凭着爱的怜

悯，带领着众生趟过沼泽，越过高山，渡过苦难。

疫情的有效防控，不止需要国家的有效举措、医务

人员的积极治疗，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积极配合，只有

这样，才能更好更快的迎来我们的春天。如果说现阶段

就有一种武器能够战胜病毒，那一定是我们心底里对

家庭、对民族、对这个伟大的国家，最深沉的那份爱。

心中有爱，就能无惧风雨；心中有爱，就能战胜一

切。

如果你是普通群众，心中有爱，那就收住脚步，远

离聚会，全力做好个人防护，用细心和等待换取家人的

安康；

如果你是隔离对象，心中有爱，那就收拾心情，静

待时日，默默守望十四个安静的日子，再去迎接明媚的

春天；

如果你是经商人员，心中有爱，那就放下得失，着

眼未来，共同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期盼下一个大展身手

的商机；

如果你是党员干部，心中有爱，那就整理行装，坚

守岗位，用自己的热血与年华，投身这场守护希望的伟

大战役。

忍耐是爱，克制是爱，承受是爱，坚守是爱，请为了

我们挚爱的亲人，为了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请坚信：春暖会花开，否极泰将来。

让我们心相连，情相拥，爱相通，于寒冬深处，守一

轮云开月明，候一片春暖花开，等一场期遇逢春。

抗击疫情，众志成城，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 食品科技学院 尹慧萍

病毒肆虐，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我校师生尽己所能，

发光发热，声援武汉。广大师生以墨

抒怀，拿起画笔共同文化战“疫”。这

是对逆行者无私奉献的美好诠释，是

对英雄们凯旋的至诚期许，更是打赢

这场战“疫”最坚定的信心。

城市建设学院 陈尔辉《庚子初春初十夜》

艺术学院 边中傲《竖起的相信》退休教师李广臣《西江月·曙光词》教育学院房正潇《寒雨》

退休教师马英民《战火》 艺术学院教师 张春秘《工地》

愿历此坎坷，山河可无恙，人间皆可安。

天将明，我们选择希望，逆风而行。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成为新型病毒的“吹哨人”。在工作中不幸被感染后，他积

极配合治疗，希望早日回到岗位上工作。但不幸的是，2月 7日凌晨 2:58，李文亮医生经抢救无

效去世，他的父母也都感染住院，而妻子正身怀六甲。他是为众人抱薪者，用生命来预警疫情。

在被感染后依然不放弃，坚定信念，“我没被吊销执照，身体恢复还上一线。”在此次疫情面前，

我们困难不惧，选择希望，逆风而行，不停抵抗，背后的红色就是我们的力量。

天将明，我们齐心协力，万众一心。

1月 18日傍晚，84岁的钟南山院士再度挂帅，抗击过非典的他在耄耋之年请缨再赴一

线。“把重病患者都送到我这儿来。”武汉本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大家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

关的。”他挺拔的身姿，坚毅的眼神，有力的话语成为最有效的强心剂。在他的带领下，千千万

万的医生投入到了抗“疫”的前线工作中，无数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贡献自己的力量，全力以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此次疫情面前，我们齐心协力同呼吸共命运，携手并肩把爱传递，万众

一心铸成铜墙铁壁。

天将明，我们风雨同舟，绝不退后。

2月 11日上午，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播出的一期节目吸引了我的目光，它讲述了一个

湖北女孩的故事———公安县 96后女医生甘如意用四天三夜的时间骑单车 300公里奔赴武汉

抗击疫情。不要小看这几个简单的数字，它的背后是一个 24岁女孩奔赴战场的全过程。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她要克服路途的艰难和寂寞，也要克服疲劳和恐惧，她想尽办法，用

骑自行车、搭车、步行等方式，历经四天三夜，跋涉 300余公里，只为尽快回到武汉，加入到抗

“疫”一线工作中去。姑娘是年轻的，也是有担当的，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因为“担心同事扛不

住，所以一定要回来换同事休息。”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 90后心中的爱心，她理解爱护

同事，也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与未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昔日祖国的花朵，如今已经成长为国家

的栋梁之才，成为抗击疫情的主力军。看到他们的成长与担当，我们就看到了祖国的未来与希

望。随着文化的涵养、社会的磨砺、阅历的丰富、榜样的引领，90后青年一代逐步成长起来、价

值观逐步形成，接过老一代的接力棒继续奋斗，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更好发展的后备军和

中坚力量。

相信国家，因为我们有一群伟大的共产党员和群众；相信白衣战士，因为他们有着丰厚的

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同时他们敬畏生命，敬畏医学；相信年轻一代，我们不再是温室里的花

朵，也不是佛系少年，而是坚定的优秀中国青年。

天将明，等到天明之日，我们不再说人间不值得，而是脱下防护服和缺氧的口罩说一声：

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真好；而是一句真好，我等来的不仅仅是天亮，还有平平安安的你；而是说

一句：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 2020，希望未来一切都好。

天将明，但愿世上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天将明
□ 物理系 周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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