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新春佳节，万家团圆

之际，却因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显得

格外的壮烈。武汉封城，医护人员

请战出征，全民戒备……一枝一叶总

关情，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全力出

征，成为了这次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主

力军。在长白山教科局和池北区森

林消防一大队、二大队的联合组织

下，我校非常荣幸参加了本次参观

“战疫英雄林”活动。

这是一片属于战“疫”英雄的

树林，是他们赋予了每一棵树木新

的生命，每棵树木冠以战“疫”英雄

之名，以战“疫”英雄为骄傲。活动

中，全体师生用毛巾为战“疫”英雄

们擦拭名牌。抚摸着这些名牌，大

家心中不免感触到，这些战“疫”

英雄他们也是父亲、母亲、丈夫、

妻子、儿子、女儿，更是一个个病

毒足以侵袭的血肉之躯，面对形

势严峻的疫情，他们也害怕，也担

忧，但回荡在耳畔的铮铮入党誓词

让他们义无反顾，律动在心房的拳

拳之心，让他们冲锋在前，筑起一

道道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为

英雄树浇水又仿佛是与战“疫”英

雄在对话，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好像战“疫”英雄在告诉学生们，你

们要努力学习，积累知识，掌握本

领，锻炼能力，争做合格的共产主

义接班人。随后，师生共同听英雄

喻同阳分享抗疫故事，本可以选择

在家休假的他，在国家有困难需要

他的时候，毫不犹豫冲到抗疫一

线，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他

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义无反

顾，什么叫舍己为人。现代中学

生身上正缺少这种舍己为人的精

神，相信他们从身边的抗疫英雄

喻同阳身上能够切切实实学习到

这一点。在接下来的重温入团誓

词活动中，共青团员们的声音比

入团仪式上更加洪亮，眼神更加

坚毅，能感受到这次活动使他们更

加坚定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信

念，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力量。整

个活动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的歌声中结束，但全体师生一

心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永驻

心间。

为战“疫”英雄擦拭名牌、浇

树、修护英雄林还有听战“疫”英雄

讲故事让全体师生深刻感受到

迎 难 而 上 ，万 众 一 心 、众 志 成

城 ，义无反顾、舍己为人 ，顽强

拼搏、勇于奉献 ，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伟大战“疫”精神。在

病毒面前是他们向着最危险的

地方逆行而上 ，把一个个患者

在生死线上拯救过来。哪有什

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这些平凡

人勇敢冲在前，为我们遮风挡雨

罢了。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

神则不强。作为学生，应该弘扬

战“疫”英雄精神，勤奋学习，用

知识武装自己，作为共产主义接

班人时刻准备着。作为教师，应

该用手中的笔墨唤醒自知，用勤

勉的阅读去强大自我，用精彩的

课堂去丰富学生，做有温度、有

智慧的教师。我们能做的并不

多，但这一点、一滴、一枝、一叶

就是我们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

产党的真实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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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末，原本是人们满怀期待，憧憬美

好新年的时候，但这一切的和谐都被不期而至

的疫情打破了。它让武汉人戴上口罩，它让全

国的人担忧。我从来没有想过灾难会离自己

那 么 近 。 对 不 幸 被 感 染 的 人 而 言 ，人 生 与

美好的生活可能会戛然而止。就在这紧要

关头 ，有一群人默默站了出来 ，他们就是伟

大的白衣天使。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了疫

情肆虐的武汉 ，他们比谁都清楚 ，只要踏上

那 片 土 地 就 有 可 能 面 临 危 险 ，所 以 我 最 佩

服的就是这群可爱的天使。

时间一晃，疫情已经过去一年了，但那些

悲壮逆行的身影,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长白山教科局与池北区森林消防一大

队、二大队，开展“学习百年党史，弘扬抗疫精

神”，参观“长白山·战疫英雄林”主题实践活

动。

2021 年 4 月 11 日 8 时 30 分，我们的队伍在

森林消防指战员的掌声中踏着整齐的步伐进

入了英雄林，整个氛围立即庄严肃穆起来。我

们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变得严肃起来。在教

科局局长王常光宣布活动正式开始后，森林消

防指战员、教育局的领导和我们按照各自分

工，走进英雄林擦拭英雄牌，为英雄树浇水，

修剪枝叶，清洗英雄纪念牌。我和王嘉琪擦拭

的小树上的牌子写着周万鹏的名字,我拿出事

先准备好的毛巾和湿巾把牌子擦得一尘不

染。放眼望去,这一片英雄林里的每棵树，都

象征一位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每一棵树上

都挂着一个小牌，上面写着一位支援湖北白衣

天使的名字。此时，我在心里默默的期盼着象

征着英雄精神的小树可以快快长大，让我们不

要忘记这段历史。

接着，消防指战员叔叔在台上讲述他在抗

疫中的英雄事迹 ，让我们深受感动 ，感慨万

千。讲话后，师生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一面面党旗、团旗、队旗随风飘扬。

这次活动使我受益匪浅，病毒无情，但人

间有爱。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打响之时，我

们看到了太多的勇士,舍小家为国家,义无反

顾地披甲上阵。我从现在起一定好好学习，长

大也成为能对这个社会作贡献的人。

2021 年 4月 11日，全区 500名师生在长白

山教科局和池北区森林消防一大队、二大队的

精心组织下，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学习

百年党史，弘扬抗疫精神”主题实践活动，参观

了“长白山·战疫英雄林”。

清晨，我和同学们由带队教师组织列队，一

路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走进“战疫英

雄林”。与此同时，森林消防指战员在英雄林路

边，列队欢迎师生队伍进场。“长白山·战疫英雄

林”是去年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的1222名最美

逆行者来到长白山休整，为了把战“疫”英雄危

难之际挺身而出与死神博弈的精神留在长白

山，2020年 4月 22日，最后一批支援湖北返吉

医疗队与长白山人民共同栽下了 1222棵象征

着我省白衣天使无私奉献精神的“长白山·战疫

英雄林”。

随着长白山教科局局长宣布活动开始，大

家纷纷按照各自的分工，走进英雄林擦拭英雄

牌，为英雄树浇水、修剪树枝，清洗英雄纪念

碑。擦拭完英雄牌后，我们又重新回到纪念碑

前，聆听全国抗疫英雄喻同阳讲述他在武汉前

线抗疫时的感人事迹：“去年除夕刚过，在得知

森林消防局关于滞留武汉人员参加武汉抗疫

的号召后，我第一时间报名加入，不仅扛起身

为消防员的责任，更发挥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

用……”

听了喻叔叔的故事，我像穿越时空一样来

到了那个冬天，疫情在武汉的空气中、人群中传

播，这是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关于生死的

战争。全国各地的白衣天使都来支援武汉，为

了不再让更多人感染这种病毒，许多警察来维

持秩序。所有像喻叔叔一样的抗疫人都放弃与

家人团聚，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白衣天

使为了节省防护服，他们都很少上厕所。警察

叔叔每日每夜守在各个卡口，社区工作人员不

分白天黑夜地排查，还有志愿者为各小区登记

测温……

最后，我们少先队员重温了入队誓词，合唱

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通过参加这次实践活动，使我真正体会到了

战“疫”精神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深刻含义。

一个人只有建立正确的信念和理想，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过去有

革命烈士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又有疫情

中的最美逆行者，为守护我们的家园，一路披荆

斩棘、无所畏惧。而我们要像革命先烈还有抗疫

英雄那样，努力学习、锲而不舍。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走向成功，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

人。

我 坚 信 自 己 一 定 会 成 为 一 名 阳 光 少

年！

春风轻抚着少先队员的心事，

小鸟静听感恩的声音，四月的天空

渲染了抗疫英雄的故事。早春四

月，乍暖还寒，在“长白山·战疫英

雄林”植下一周年之即，长白山池

北区第一小学校的 100 名少先队员

和带队教师整装向“战疫英雄林”

进发，与阳光相伴，和抗疫英雄相

约。

少先队员们穿着干净整洁的校

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唱着响亮的

队歌，这响亮的歌声萦绕在英雄林

的上空，此时，人们的心情有些许复

杂、兴奋、感激、感伤。英雄林郁郁

葱葱，孩子们有的打水，有的拿出毛

巾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英雄牌，有序

地投入到劳动中。带队教师一边用

心擦拭英雄牌，一边和孩子们分享

抗疫英雄的故事，孩子们认真听着，

眉宇之间流露出感恩之情。有的孩

子回忆起去年这个时候在家上网课

的情景，不禁由衷地感激抗疫英雄

们的辛苦付出。少先队员们认认真

真地把手中的“抗疫英雄林”的碑子

擦拭得一尘不染，因为孩子们知道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碑子，碑子上凝

聚着忘我工作，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伟大抗疫精神，这是 1222 名抗疫

英雄用自己的汗水、泪水以及全国

成千上万个抗疫英雄们，用自己的

心血铸成的中国精神的丰碑。我们

坚信，在池北一小所有少先队员的

精心呵护下，英雄林一定会茁壮成

长。在池北一小所有少先队员的用

心灌溉之下，英雄林一定会愈加葱

郁、愈加精神。

全体师生认真聆听抗疫英雄喻

同阳讲述自己的抗疫故事，让所有

人深深震撼。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

神换来了我们今天平安的生活，是

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换来了今天宁

静的生活，更是这种至高无上的中

国精神才让世界一次又一次的对中

国刮目相看。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听

着，用心感受着，有的甚至泪水浸湿

了眼眶。我们仿佛看到了伟大抗疫

精神的传承。

当我们一起喊出“党史教育践

初心，战疫英雄悟精神”口号的时

候，抗疫英雄精神又一次在我们的

内心升华，今后我们也要开展：讲

抗疫英雄的故事，抗疫精神抄报、

向抗疫英雄学习队会等活动，把德

育课堂搬进“战疫英雄林”，让池北

一小的师生们永远铭记英雄，永远

传承英雄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来临之

际，我们池北一小的少先队员和教

师代表在“战疫英雄林”唱响“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

时，这是对战“疫”精神的最好的学

习。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前

辈的光荣传统……”4月11日，伴随着嘹亮

的歌声，同学们昂首挺胸，排着整齐的队伍，

向“长白山·战疫英雄林”进发。

全副武装的森林消防指战员庄严整齐

地站立在两侧，中间一块硕大的石碑映入我

的眼帘，上面刻着“长白山·战疫英雄林”几

个红色大字。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的小松

树傲然挺立在这片土地上，犹如顽强屹立在

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

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拿起水桶，水

盆给英雄树浇水。我也拿出湿巾，擦拭着挂

在树上的英雄牌。几名男同学和森林消防

指战员气喘吁吁地拎着一桶桶水，分别为每

棵英雄树浇水，还有的叔叔拿着铁锹，给树

除草。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树木是来长白山

休整的支援湖北医疗队员们亲手栽下的。

这些英雄树，就象征着白衣战士无私奉献的

精神，他们留下了不畏困难，不惧牺牲，勇往

直前的品质，更留下了树树壮士名，叶叶长

白情的风骨。我轻轻托起英雄牌，拿着湿巾

仔细擦拭着，仿佛英雄们此刻就在我的身

边，我要让抗疫英雄的精神永远留在长白

山，留在我们的身边，留在我的心田……

随后，全体师生和森林消防指战员重新

在纪念碑前集结，聆听抗疫英雄喻同阳叔叔

分享抗疫故事。去年除夕，本应是合家团

圆的幸福时光，喻叔叔却毅然决然地选择

奔赴武汉，肩负一名森林消防指战员的责

任，成为我们的楷模。听了喻叔叔的故事，

我不禁热泪盈眶。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

一名森林消防指战员身上勇往直前的精

神。疫情中，他离开家人赶赴一线，同新冠

疫情决战，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镌刻

在我的心中。

作为新一代青少年，祖国未来的接班

人，如果想像抗疫英雄一样为祖国作贡献，

就必须努力学习，打好基础。抗疫英雄的宝

贵精神将化为前进的动力，时刻鞭策我们，

鼓励我们走得更高更远！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嘹

亮的歌声中，我们告别了“战疫英雄林”，但

英雄们无私奉献，不畏困难，勇于牺牲的精

神，却永驻我的心间！

2021 年 4月 11日，在建党 100周年来临之

际，池北三小组织师生100余人参加长白山教科

局与池北区森林消防指战员共同开展的“学习百

年党史，弘扬抗疫精神”参观“战疫英雄林”主题实

践活动。

来到这片“战疫英雄林”，让人不禁想起不

平凡的 2020 年，这一年，全国上下众志成城、

万众一心抗击疫情；不禁想起无数奋战在一线

的抗疫英雄；想起了支援湖北医疗队来长白山

休整，长白山池北三小少先队员们曾为支援湖

北医疗队献画179幅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以此

表达满满的敬意。

参观“战疫英雄林”时，长白山教科局局长

王常光号召全体少先队员学习支援湖北医护

人员冲锋在前，不怕牺牲的精神。随后，少先队

员们用自己的小手轻轻擦拭英雄牌，小心浇灌英

雄林，仔细清捡林内垃圾，认真聆听全国抗疫英雄

喻同阳的感人事迹。观英雄林，听英雄事，为英雄

献花，队员们用这些方式诠释敬意，向英雄致敬。

活动中，少先队员们高举鲜红的旗帜，党

旗、团旗、队旗迎风飘扬,映红了一张张可爱的

脸。我们听到少先队员们高声唱起《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声音响彻整片英雄林。少先队员们在实践活

动中接受教育，进行了一次不折不扣的红色精

神洗礼。少先队员们感受颇深，纷纷表示要用

做好小事的方式向英雄学习，从唱好一支红色

歌曲做起，从认真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活动做起，

从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做起，从热爱劳动、锻

炼身体、强健体魄做起。

这次参观活动意义非凡，让少先队员们

深刻明白要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传承

红色基因 ，弘扬抗疫精神。相信我们的红

领巾会沿着这些抗疫 英雄 的足 迹继 续向

前，努力做一个能够肩负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这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

而出的凡人。

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每

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只要在党和人们需要的

那一刻能挺身而出,就是英雄。

在建党100周年来临之际,4月11日，我

们跟随老师的步伐来到了“长白山·战疫英

雄林”。随着春天的来临,“战疫英雄林”中

的树木已经发芽,它伴随着柔和的春风悄无

声息,绿满枝头,仿佛预示着新的春季即将

到来,新的梦想与新的生命在向我们招手。

英雄树上,挂着一个个牌子,上面镌刻

着我省抗疫英雄的名字,他们是白医战士，

是在国家危难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的人,

走在英雄树旁,就好像来到了他们身边。仔

细地擦拭着牌子,让他们的名字在英雄林中

熠熠生辉。我们为英雄林浇水、铲草，劳动

中我们任汗水湿了衣襟,任烈日灼在脸上,

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在做一件光荣的事情。

当将每一颗树都浇水后,我回头望着英雄

林,成片的树木在阳光下生机盎然,刻有名

字的名牌,正闪着光,眼前的一切让我感受

到了新的希望。

特别是喻同阳叔叔作为全国抗疫英雄

代表，为我们讲述他在武汉抗疫的故事,我

听了他的讲述,眼前似乎浮现出当时为了治

病救人与死神赛跑的情景,不禁又对眼前的

英雄林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最后，大家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这首歌,伴着歌声,我想到抗

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胜利，

是共产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形成了抗击

新冠疫情的精神,他们的名字值得我们铭

记。

通过此活动,我深刻地反思自己,作为

新时代建设的接班人,我要以抗疫英雄为榜

样努力学习,以抗疫精神为动力坚定理想信

仰，沿着英雄的足迹前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

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

胸……”由长白山教育科技局党员、团员、少先队

员组成的 500名师生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高举着党旗、团旗、少先队旗浩浩荡荡走向

“长白山·战疫英雄林”，池北区森林消防一大队、

二大队200名指战员在道路两侧整齐列队，敬礼、

鼓掌迎接……这是2021年 4月 11日上午，在1222

棵“战疫英雄林”前的一幕。

“‘学习百年党史、弘扬战疫精神、汲取智慧力

量、喜迎建党百年’主题实践活动现在开始！”长白

山教育科技局局长王常光铿锵有力的声音在空中

回荡。这是在距离“长白山·战疫英雄林”一周年纪

念日还有11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长白山教育科技

局与池北区森林消防一、二大队组成的队伍，利用

休息时间来到这里参加了这场有意义的活动。

在“战疫英雄林”里指战员们有的拿着锹，有

的拽着防火水带，开始给英雄树除草等劳动；师生

们手拿湿巾纸、水桶、水盆，忙碌着给英雄树浇水

和擦拭英雄牌。他们各司其责，两三个人合作打

理完一棵树，再奔向下一棵树，忙得不亦乐乎……

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左手轻轻托住英雄

牌，右手握着湿纸巾仔细地擦拭着，她认真的样子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你能和我说一下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吗？”

“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李贺楠。”

“你知道李贺楠是干什么的吗？”

“是去年我们迎接他来长白山休整的抗疫英

雄。”

“那你为什么擦这个牌子呢？”

“我要把英雄牌擦的特别干净，让他们的精神

永远留在我们长白山，向他们学习舍小家为大家

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是来自池北区第二小学五年

一班，刘美汐同学与记者的对话。

正在与同学除草的池北区森防一大队指战员

刘飞飞激动地说：“在‘战疫英雄林’，感知到白衣勇

士们在国家危难时刻第一时间冲上前线，为国家作

贡献的精神。作为森防指战员，我会在今后的工作

中发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守卫好国家森林安全。”

说起这片英雄林人们不会忘记，当去年武汉

战“疫”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胜利后，

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的1222名最美逆行者来到长

白山休整。为了把战“疫”英雄们危难之际挺身而

出与死神博弈的精神留在长白山，2020年 4月 22

日，最后一批支援湖北返吉医疗队与长白山人民

共同栽下了1222棵象征着我省支援湖北白衣天使

无私奉献精神的“长白山·战疫英雄林”。留下了

树树壮士名，叶叶长白情的风骨。

同样引起记者注意的还有一位身着黑色西

服，胸戴党徽的女教师正在给英雄树浇水，她是池

北区第二小学大队辅导员孙萌，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今天来到‘战疫英雄林’，给我最大的印象

是非常壮观，直击人心，让我想起了曾经在新闻上

面看到的一张张布满泪痕的脸，去年疫情期间的

景象又在脑海中浮现，非常触动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举国上下众志成城。身为党员的我

会在今后的工作当中，继续发挥光和热，把这种信

念和精神传递给学生们。”

盛世更思英雄，铭记亦为前行。随后，全体师

生和森防指战员重新集结在纪念碑前，共同聆听全

国抗疫英雄喻同阳分享他身为共产党员在武汉前

线抗疫时的感人事迹：“去年除夕刚过，在得知森林

消防局关于滞留武汉人员参加武汉抗疫的号召后，

我第一时间报名加入，不仅扛起身为消防员的责

任，更发挥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听了喻叔叔的故事，我深受感动，从党员的身

上学到了奋进的力量和无我的精神。去年的疫情

中，他离开家人，赶赴一线，这种无私的精神，换来

我们平安的生活，值得我去学习。”在听完喻同阳

的战“疫”故事后，池北一中学生李思伯眼眶湿润

地说。

长白山教育科技局局长王常光感触颇深地

说：“我们举办此次活动主要是把党史学习教育融

入到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尤其这次我们跟森林消

防大队共同把党史学习教育的课堂搬到了‘战疫

英雄林’，目的就是让师生们真正感受到我们党的

初心使命，同时也把德育教育落到实处，让广大师

生重温吉林省 1222 名支援湖北医疗工作者的战

“疫”精神，起到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教育作用。

下一步我们教育系统将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的要求，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教育的中心

工作深度融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振兴吉林

和长白山的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最后，长白山教育科技局向森林消防单位颁

发了“学习百年党史校外辅导员证书”。在党旗、

团旗、少先队旗下，全体少先队员、团员、党员分别

重温入队、入团、入党誓词，并在《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的歌声中结束……

2021年 4月 11日，我们池北三小

的师生们参加了长白山教科局与池北

区森林消防一大队、二大队开展的“学

习百年党史，弘扬抗疫精神”参观“战

疫英雄林”主题实践活动。

8时30分，同学们高唱《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走进令我们吉林人民骄

傲的“战疫英雄林”，我看到1222棵小

美人松傲然挺立，每棵树上都挂着抗

疫英雄的名牌。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武汉告急。吉林省1222名优秀医疗人

员分批千里驰援，逆行湖北。时值阳

春，山河无恙，吉林省1222名壮士分批

平安归来。在长白山休养调整后，与长

白山人民一起植下1222棵美人松，故

称“长白山·战疫英雄林”。

现场，同学们用长白山天池水浇灌

这片英雄的树林，并为挂在树上的英雄

的名牌擦拭灰尘。当听到全国抗疫英

雄喻同阳讲述他的英雄事迹时，我觉得

自己有了强大的责任感。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有着数

不胜数的军人、医生，为了同一个目标

齐聚武汉。他们为了抗击新冠疫情,而

在武汉奋战加油!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

自己的处境，但是他们选择了“不退”。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无畏逆行？因

为，有一种力量，叫爱；有一种温暖，叫

希望。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不抛弃不放

弃。抗疫英雄们的事迹，让我懂得——

只有好好学习，努力掌握本领，才能做

一个像抗疫英雄那样有信仰、有担当、

有知识的人。当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也

能站出来为祖国作贡献！

英勇的事迹，来自于可歌可泣的

战“疫”英雄；赞美的声音，送给冲锋

在前线最美的逆行者。他们就是我

心目中的抗疫英雄，让我们，向英雄

致敬！

一枝一叶总关情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初级中学校

病 毒 无 情 人 间 有 爱
池北一小六年二班 闵芃菲

英 雄 树 下 致 敬 最 美 逆 行 者
池北二小五年一班 单依一

英雄树下话英雄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校

让抗疫精神留在长白山
池北一中七年三班 王美婷

爱 的 力 量
池北三小五年四班 张旭

沿着英雄的足迹前行
池北一中七年七班 段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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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长白山·战疫英雄林”现场的报道

本报记者 韩金祥 实习生 曲茂莉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抗疫精神
池北三小 逄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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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22日是个长白山人民值得纪念

的日子。这一天，在长白山休整后准备返回工作

岗位的白衣战士，与长白山人民一起植下了象征

着我省1222名驰援武汉白衣战士舍生忘死无私

奉献精神的英雄树，故称“长白山·战疫英雄林”。

一年来，长白山党工委按照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果敢

决策、担当作为、共克时艰，从“斩断传染源、

堵住输入口”入手，采取第一时间关闭景区、

设置卡点、设置集中隔离点等“六个第一时

间”，实施“四级书记”抓防控，提出一盘棋、

一条龙、一张网、一根筋的“四个一”防控思

路，紧盯“四个区”，管好“四个口”，最早最快

抽调 600 余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全脱产”下

沉社区、村防控一线参与排查管控，构建“四

级精准防控体系”，至今仍然保持着“零输

入”“零感染”“零确诊”的战绩。在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后，他们以最高规格、最佳环境、最

优服务，圆满完成 7 批次 1222 名支援湖北返

吉医疗队员的集中休整任务，栽下了“长白

山·战疫英雄林”，铭记优秀吉林儿女的舍生

忘死、逆行而上的英雄主义精神。举办了“致

敬最美逆行者—牵手长白山·浪漫天地间”大

型集体婚礼，为全国 50 对因抗击疫情延误婚

期的医务人员、新闻工作者、人民警察、社区

工作者举办集体婚礼。为通化市 700 多名留

观者提供周到热情的服务……

“长白山·战疫英雄林”这八个字已深深

地植入到长白山人民的心田。这期间 ，医

务工作者来了 、师生们来了 、人民警察来

了、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纷至沓来

汲取力量。

师生们和森林消防指战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 共青团员们在团旗下宣誓。

全国抗疫

英 雄 讲 述 抗

疫故事。

学生们正在接水准备为英雄树浇水学生们正在接水准备为英雄树浇水。。

↑森林消防

指战员和教科局

领导共同为英雄

树浇水、松土。

↑森林消防

指战员和学生共

同为英雄树松土、

擦拭英雄牌。

长白山教育科技局向森林消防单位颁发了“学习百年党史校外

辅导员证书”。

少先队员与抗疫英雄合影。

少先队员们在队旗下宣誓。

少先队员向全国抗疫英雄献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