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 一论

“青年犹
如大地上茁壮成长
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
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升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
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
年身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广大团员青年备受鼓舞。

新时代的共青团员应该怎么做？连云港市城南高中高一
（9）班范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青年身上找到了答案：新中
国成立后，共青团员们组成了许多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
青年扫盲队，他们以建设祖国为己任，哪里最困难，哪里就有
团的旗帜，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团员青年的身影。范瑞表

示：“我们与当年的他们一样，都肩负着建设国家、让祖国更加强
大的历史重任。所以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行动，就是我们新时代青

年最好的榜样！”
运动会赛场上维持秩序、学雷锋活动中捡拾校园垃圾、到乡村研学调查疫情

防控工作……作为校团委副书记、市优秀团员，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高二（11）班谢
冰清时刻牢记自己的团员身份，“这是我们青年团员的使命和职责，就像这次大会上习

爷爷说的‘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谢冰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她的理想
是传播中华文明和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推进交流互鉴。

5月7日上午，在泗阳团县委举行的“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
征程”示范性入团仪式上，如皋泗阳北京路实验学校九（10）班王雅萱与新团

员代表们一起佩戴团徽，在团旗下宣誓。在收看庆祝大会后，
她表达了成为团员的荣耀和自豪，也对人生

有了进一步的规划，“习总书记说，
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

政 治 进 步 的‘ 人 生 三 部
曲’，将来我想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为一
名 光 荣 的 党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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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谆谆话语，如春风、似朝露，滋
润青春的树苗茁壮成长，指引青年一代奋勇前行。全省各地广大团员青年
认真收看直播，聆听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并通过主题活动、入团仪式等多
种形式，从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中汲取奋发进取的力量。

从百年团史中追寻信仰之光

“ 团 的一大就明确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亮出了社会主义的鲜明旗帜，
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心中点亮

理想之灯、发出信念之光，这是共

青团最根本、最持久的凝聚力。”总书记肯定共青团建

团百年的历史作用，让广大团员深感自豪。

总书记对共青团百年历程的回顾，让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高一（16）班于心悦

回想到学校体育节开幕式，她和同学们通过方阵展现百年党史的情景。“百年征程，千磨万

击，无论身处什么时代，始终有青年的奋斗故事和拼搏身影。”于心悦与同学们分享感受时说：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们现阶段的任务是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刻苦学习，在青春的

赛道上展现最美的风采。”前几天，扬州市江都区大桥中学高二（2）班张钰佳上了一堂别样的“青春

党课”，“我们诵读李大钊的《青春》节选，了解陈望道‘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的故事。”在校团委组织下，各团支部学习“五四”运动和党建团

建等知识，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周年。结合“青春党课”所

学，张钰佳在座谈中发言：“我们要努力提升对党对团的认知

和认同，践行入团誓言，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习总书记的殷

殷话语让连云港市赣榆高级中学高一（17班）郑博文联想到

党史学习活动中，了解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杰出青年及他们

的事迹，“觉醒年代的张太雷、战争时代的刘胡兰、建设时期的

王杰……每一代青年人都有着自己的使命，如今青春的接力

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我们要沿着党旗的方向，接续

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这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有的样子

这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有的样子

“只
有当青春同党和人民事业高度契合时，青春的光谱才会更广阔，青春的能量才能充分迸发。青年是

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蕴含着改造

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总书记对青春的解读让

广大团员深受启发。
“加入共青团不仅让我明确了人生的目标，更让我懂得

新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前不久，扬州市江都区大桥中学高二

（12）班王一川和其他数十位团员一起被评为学校“2021 年度先进个

人”。王一川在发言中说：“我们应该在各方面争做先锋，在担当中学习文化，

在磨砺中增长才干，书写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之歌。”

在连云港市和安中学，一支由共青团员组成的“小海燕”志愿者服务队

活跃在校园内外，九年级（6）班张曦予在一次次志愿者活动中锻炼自己，

也对共青团有了更多的认同，“团委组织的这些活动培养了我们的奉

献精神和服务能力，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了我

们的社会责任感。”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共青团工作提出了希望，对此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团委书记任智感觉“生逢其时、重任在

肩”，他表示，“我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到学生中去、和学生

做朋友，团结广大团员青年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任智介

绍，今年校团组织将开展“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主题文

艺汇演、“建团百年”文化小屋展等同学们喜爱的活动。

以青春之力奋斗复兴征程

“同学们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站
……”中午12点半，甜甜的童声回荡在南

京外国语青奥村小学的校园里，这是小主播、
五（5）班的张译心又来给同学们播讲时事新闻了。
张译心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朗诵、主持，练就

了一副好口才。甜美的声音加上落落大方的仪态，让她成
为校园内外各种活动的小主持人。去年为庆祝建党百年，张译

心参加了“读红色经典 做强国少年”朗诵活动，声情并茂地演绎
了经典长诗《我是中国人》，令观众感动；六一节，她参加电视台的

“双语萌娃庆六一”演出，流利的英语台词让人惊叹。
在成为红领巾广播台的小主播后，张译心的声音每天中午都会

和同学们相伴。年初，北京冬奥会成为校园里最热的话题，为了让同
学们更多地了解冬奥知识，张译心课余时间收集了许多资料和信息，
整理成稿件，在红领巾广播台播报给全校同学听。这样的“采、写、编、

播”一条龙“服务”，可把这个义务小主播累得够呛。要给同
学们普及冬奥知识，她自己先得成为“专家”，为此张译心参
加了“冬奥小记者国际营”活动，认真学习北京冬奥知识。
冬奥专题做完，张译心不仅成了冬奥知识小达人，还被评为

“冬奥宣传优秀小主播”。
疫情期间，张译心的爸爸多次参加医疗队，支援各地抗

疫。张译心给爸爸画的一幅画，被当作一份特殊的行李一
直陪伴在爸爸身边。在参加南京市举办的“诵时代楷模，赞
中国精神”老少同台演讲比赛时，张译心将这件事写进了自
己的演讲稿，她的演讲打动了许多人。

张译心说：“爸爸是个勇敢坚强的人，他和许多白衣战
士一起抗击疫情，保护着我们的安全。我为爸爸感到骄傲，
我要用自己的演讲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为抗疫做
出自己的贡献！”

“小主播”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李 彤
通讯员 黄 扬

““青年如初春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朝日，，如百卉之如百卉之
萌动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人生最可宝贵

之时期也之时期也。。””一百年前一百年前，，革命先辈的青春宣革命先辈的青春宣
言感召了无数中华儿女言感召了无数中华儿女。。““在青春的赛道上跑在青春的赛道上跑

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一百年后的今天一百年后的今天，，习习
近平总书记吹响了青年建功新时代的青春号角近平总书记吹响了青年建功新时代的青春号角，，

更加坚定了我省青少年更加坚定了我省青少年““当好预备队当好预备队，，勇当突击队勇当突击队，，
永远跟党走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的信心和决心。。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

久饱经沧桑的古老民族，更是坚信“自古英雄出少年”

“长江后浪推前浪”，始终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的青春民

族。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是突击队，

少先队是预备队”。百年团史，就是一代代青少年与党同心、跟党奋斗的历史，

就是党旗所指即团旗所向、队旗所向的历史。“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

誓言，展现的就是共青团员勇担突击队重任、少先队员锤炼预备队品格

的应有风采。
百年韶华一脉相承，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党和人民期待

我们，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咐我们，要像茁壮成长的小

树，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要如初生朝阳，积累能

量，把光和热洒满大地。这饱含深情、满怀期待的嘱

托，激励我们，塑就坚持党的领导的立身之本，塑就坚

守理想信念的政治之魂，塑就投身民族复兴的奋进之

力，塑就扎根广大青少年的活力之源。跟着党旗走，跟

定领路人，我们就一定能成为无愧于党和国家期待的

奋进突击队和优秀预备队。

周宪华

勇勇当当突突击击队队 锤锤炼炼预预备备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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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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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童年花季雨季

岁月不是偷走母亲青春的“小偷”，我才是。
我从没有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观察过她

的外貌，每日每夜的陪伴已经融入生活的点滴，
甚至让我感觉不到有何特别之处。

每一次打开相机，就是我认真打量她的时
候。母亲的鹅蛋脸几乎是从我记事开始，就一
直刻在了记忆里，但她的五官我却从未仔细瞧
过。此时才发现，母亲的五官匀称，额头光洁，
眼睛很大，皮肤也很健康。下巴生得有些短，耳
朵常常被黑发遮住。可再健康的皮肤也抵挡不
住皱纹的入侵，额头上的皱纹同横斜的树枝一
样，就算母亲的表情总是安静的、淡然的，皱纹
依旧爬在额头上，留下痕迹。我已经记不清母
亲原本的眉毛是怎样的了，她很久之前纹了眉，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母亲的那双眼睛总
是睁得很大，灼灼的目光似要把我的小心思看
穿。但母亲时常是笑着的，每当母亲对我笑起
来时，我也会不自觉地对她笑起来，内心温暖极
了。

幼时，她用一个小小的相机记录了我的大
部分生活。翻看陈旧的照片，总能唤醒我沉睡
已久的记忆。小时候，母亲一有时间就会带我

“走南闯北”，到处旅游。有一次，我们兴高采烈
地外出游玩，但因为车程遥远，一路上我觉得很
枯燥，兴致不高。母亲便在我身边轻声地安
慰。其实，每次做外出旅游的决定时，母亲都会
事先与我商量好。车程中的单调、枯燥，也在与
母亲的“说说笑笑”中一点点消逝。因为母亲，

我在幼时便感受到了“世界真奇妙”，这
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启迪，从此内心展
开了努力寻得一方天地的梦想。感谢母亲
让我拥有了感受世界之美的勇气。

随着时光的推移，母亲年轻时的容颜在我
的脑海中慢慢模糊。正处于青春期的我，也
会与她闹别扭。有时，我们俩就像两只刺
猬，想要彼此取暖，却无可避免地伤害了对
方。她认为孩子就要有孩子的样，我却认
为母亲跟不上时代潮流……但是，我们
也在一遍遍的摸索中，寻找着爱的真
谛。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陪着母
亲“走南闯北”去旅行。相伴一起的珍
贵时光和一次次的旅程，是我、也是母
亲最难忘的回忆吧！

常熟市王庄中学初二（1）班 王鑫月
指导老师 吴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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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五月，感恩母爱。刚刚过

去的母亲节，同学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
对母亲诚挚的感激与浓浓的爱意。读罢同学们的文章，

你会发现：母爱，就藏在细微处。瞧，那只红色保温杯里总
是灌满温水，那是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一辈子爱的‘保温

杯’”。每天上学前的那声“注意安全”，也让孔伟鉴同学的心理
发生着变化，从“厌烦”到“感动”，我们看到了小作者的“成

长”。母爱就藏在时光里，王鑫月同学打开相机，仔细打量着母亲，
而“最大的心愿就是陪着母亲‘走南闯北’去旅行”，多么美好温馨的
画面。徐烨昊同学在妈妈受伤后，安慰、照顾妈妈，还能想出
办法为妈妈解开心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长大了的小男

子汉！端晗羽同学也是妈妈的“小棉袄”，在妈妈需
要时，为妈妈按摩！“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谢谢您，妈妈！小作者们一个个都很懂

事哟，真棒！ ——你的朋友 高 丹

谢谢谢

谢谢谢
您您您，，，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南通高新区小学金种子文学社
六（5）班 李 想
指导老师 葛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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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包一侧的网兜里，有一只红色的保温杯，早
晨装满温水，到放学时水还是温热的，保温效果好得没
话说。

这只保温杯是妈妈特意给我准备的，因为我肠胃
不好，所以让我随身带着，渴了就喝温水。可是，炎热
的夏天里，看到小伙伴们喝着冰水，我却只能喝温水，

就免不了有点埋怨。妈妈告诫我：“喝冰水会肚子疼！”我
怎么会信这骗小孩子的话呢！
这一天，妈妈一如既往地早起烧水，为我做早餐，忙得不可开

交，额头早已渗出细密的汗珠。我也快速收拾好自己，来到餐桌前。看
见妈妈正往保温杯中灌冒着热气的温水，我顿时烦躁起来，一边上前阻
止，一边大声喊道：“这么个大热天，你还要我喝温水，我怎么受得了？我
以后不带保温杯了！”说完，我抓起书包，摔门而出，只留下妈妈发愣的
身影和那只还在她手中握着的保温杯……

妈妈追上来送我，可上学路上，我和她都默不作声。进校时，我
都没和妈妈说再见，便一头冲进校门。一整天，我口干舌燥，只好忍
着。

放学一到家，我大步来到冰箱前，拿出冰镇矿泉水，只三两口，一瓶
矿泉水就进了我的肚子。“啊，太爽了！”冰凉的感觉传遍全身。

吃晚饭时，我的肚子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犹如尖刺在搅动。在爸
爸的追问下，我不得不说出实情。妈妈连忙用温暖的手轻轻地揉着我

的肚子，一双关切的眼睛一直看着我，眼神中充满担忧……
我不禁愧疚起来：妈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每天起早贪黑为我

洗衣做饭，处处为我着想，没有一丝怨言，可我还和她顶嘴，真不
应该啊！想着想着，我的泪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妈妈见我哭
了，立马紧张起来：“怎么了？肚子是不是又疼起来了？”我摇
了摇头，扑进妈妈的怀里，哽咽着：“妈妈，对不起！以后上学
我一定带保温杯！”

从此，这只红色的保温杯灌满温水，我一直带着。而
妈妈总是默默地给我关爱与温暖，她就是我一辈子爱的

“保温杯”。

“注意安全！”从上小学起，每天早上跨出家门，妈妈熟悉的声音
总会传入耳中。

每天上学前，妈妈总会这样叮嘱我。随着光阴流逝，这句“注意安
全”渐渐地刮成了“耳边风”，甚至成了让我生厌的絮叨。

终于，我向妈妈郑重“宣告”：“我已经长大了，能照顾好自己的安
全，不用每天都唠叨‘注意安全’了。更何况，现在陪我一起上学的同学
都偷偷笑我‘长不大’……”

妈妈一愣，那一刹那的眼神中带着不解，但很快就掩饰过去了。“行
吧！”妈妈强笑着，还是答应了。从此，上学的日子里，当我跨出家门时，妈
妈总挥着手，那几个字好像就在她嘴边，却被生生吞了回去。

一开始，我感到有“骨气”了，仿佛在同学面前，头都能抬高一点。然而
渐渐地，我开始怀念起那声久违的叮咛，总觉得上学路上缺了点什么。

光阴荏苒，我踏入中学的校门。新学期第一天，我背着书包，怀着兴奋与
对未知的紧张，走出了家门。

“儿子，路上注意安全！！！”
又是这熟悉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一如甘甜的蜂蜜，流入我的内心。
我飞快地奔向学校，然而心里却难以平静。有一种甜，叫做亲人的关怀。

如同暖阳，融化了不解与厌烦的坚冰；又如春雨，滋润、触动着我的内心。在这一
种甜的激发下，我的心中萌生出一个愿望，一个美好的愿望。

清晨，雾很大，能见度也就3米左右。早饭后，妈妈坚持要送我上学。她紧紧
抓着我的手，小心地躲避过往的车辆。到了马路对面的站牌时，我让妈妈留步。妈
妈向我挥了挥手，在妈妈转身离开的那一刻，我看着她的背影，说出了长久以来如鲠
在喉的一句话：“妈妈，路上注意安全！”妈妈惊讶地转过身来，眼睛里闪动着，我分明
看到那是泪花。

那一刻，我的心在颤动。妈妈的叮咛曾让我厌烦，可现在又让我感动，让我幸
福。我体会到，有一种甜，叫做亲人的关爱。

江苏省天一中学少二（3）班 孔伟鉴
指导老师 黄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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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今天，妈妈的头疼又
发作了。要命的是，她这头疼一

发作就得接近一个星期才能消退。
听医生说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妈妈躺

在床上，上半身靠着床，后脑勺那儿垫了
一个热水袋，用来缓解疼痛。

看到妈妈这样，我心中五味杂陈，主动
提出给她按摩。妈妈笑了笑，一只手扶着床
头柜，慢慢地坐了起来，虚弱地说：“来吧，
要是觉得累就别勉强。”我半跪在床上，
两只手轻柔地捏住妈妈后脑勺和脖子

交接的地方。
妈妈微微扬起嘴角，一脸满意并享受的样

子。我看着妈妈，心里也美美的。突然，妈妈鬓
角的几根白发闯入我的眼帘，轻轻拨开鬓角，里面
的白发更多。我的心不知为何揪起来了，心疼地

揉捏着妈妈的头，手有些微微颤抖，眼泪不争气
地流了下来，滑过的地方

痒痒的，双眼也模糊了。
妈妈好像感觉到了我的异样，转过头，强忍

着头痛问我：“怎么啦？是不是累了，好啦好啦，
不用捏了，快去看书吧！”我回想着记忆中的妈
妈，有时严厉，有时温柔；我从不曾是她的骄傲，
她却一直待我如宝。为了我的学习与
生活，她操碎了心，可有时，我还不
理解她的良苦用心，时常惹她生气……

我强忍住泪水，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
抱。妈妈也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她显得有
点激动：“我家闺女是我的‘温馨小棉
袄’！”“妈妈，我不累，让我再为您
按摩一会吧……”

按摩按摩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六（3）班 端晗羽
指导老师 张淑君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虽然在爸妈眼里，我还是个“小屁孩”，
但是我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你可别不
信，那次妈妈不小心摔了，我细心地照料过
她，妈妈感动得直呼：“呀，真想不到，我家
烨昊长大了，是懂事的小伙子了！”

上个星期天，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
妈妈骑电瓶车去看望外公。由于雨天路
滑，妈妈在道路转弯处一个急刹车，一不小
心摔倒在地上。

回家后，妈妈就一直呆呆地看着镜子
里的自己，查看脸上摔破的地方。爱美的
妈妈哭丧着脸，难受地说：“我要毁容了！
我要毁容了！这让我怎么出去见人呀？”

见妈妈如此伤心，我急忙上前安慰：
“不要紧，不要紧，只是擦破了点皮，过几天
就会恢复的。”我把妈妈扶到沙发，让她仰
面坐好，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酒精和棉签。

“妈妈，我拿酒精给您消毒，会很疼，您

忍着点啊！”我捏着棉签
棒在瓶里蘸了点酒精，在
妈妈的脸上轻轻地涂了涂。

“啊！好疼！”妈妈突然尖叫起
来。被她这一叫，我捏着棉签的手
也吓得一抖。

“妈妈是最坚强的，一会就不疼了
啊！”我赶紧劝慰妈妈。终于，妈妈脸上露
出了笑容，柔声对我说：“谢谢啊，妈妈觉得
好多了，不痛了。”突然，我灵机一动，“妈
妈，出门时您戴上帽子和口罩，这样人家
就不会看见脸上破的地方了。”妈妈扑闪
着美丽的大眼睛，连连点头，“对对对，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呀！”

妈妈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摸了
摸我的头说：“儿子，你真的长大了，
懂事了，会照顾人了。妈妈真是太幸
福啦！”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
丹阳市实验小学
六（7）班 徐烨昊
指导老师 吴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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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我和鸟儿
有个约会

江阴市北漍中心小学
四（7）班 冷姿瑶
指导老师 刘 杰

迎着田野里的风，我们来
到了校外教育实践基地——藕
塘湿地。哇！湿地里的鸟类真
多呀。

水草丛中隐藏着的白鹭，
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水面；芦
苇丛中的棕头鸦雀吱吱喳喳、
跳来跳去，分外可爱；珠颈斑鸠
不时伸展着头颈，秀一秀自己
格外显眼的脖子……突然，一
大群黑白相间的鸟儿飞入我们
的视野。定睛观察，我发现这
些水鸟两翼墨黑，修长的红腿
特别惹眼。它们一边在水里觅
食，一边警惕地望着四周，一遇
到惊扰就鸣叫着飞起来，盘旋
几圈后，又到安全处轻盈地落
下来觅食。“这是黑翅长脚鹬，
有‘水鸟超模’的美誉，这里的
水域为迁徙的长脚鹬提供了良
好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了候鸟
们的驿站。”辅导员老师介绍
说。

半天一晃而过，湿地的道
路上留下了我们探索的脚印，
笔记本上记载着我们满满的收
获。我的心里自豪又快乐。

勇 敢
常熟市实验小学
一（9）班 江沐阳
指导老师 查 莉

我很怕做核酸检测，
天一亮就闷闷不乐，
妈妈放着勇敢的歌，
可我还是变了脸色。
已经到了队伍前列，
面前就是“大白”哥哥，
心中默念“我要配合”，
身体还是往后缩着。
哥哥招手“弟弟来这”，
抬头张口几秒即可。
看着哥哥那么温和，
我鼓起勇气不害怕了。
完成检测天气正热，
哥哥忙着没有喝水。
面对病毒毫不惧色，
危难时刻挺身在前。
我要学习“大白”哥哥，
战疫前线尽显青春本色。
我们一起众志成城，
战疫胜利后拥抱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