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7

20222022年年22月月2828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2年2月28日（星期一）

2022年2月28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羅悅軒 ◆版面設計：日 明

前線的醫護人員、紀律部隊、義工等前線抗疫
工作者：

感謝你們無私的付出，感謝你們不惜冒着生命危險為我
們、為香港、為國家作出貢獻。你們在本應跟家人團圓的日
子裏卻戴上了口罩，穿上了防護服，冒着隨時都有可能犧牲
的危險，站到了前線。
起初我看着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一點一點地上升，很是

恐懼和無助，光是看這些數據都這樣了，更何況你們看着一
個個病人受病毒折磨，人手卻又嚴重不足，感覺一定很難受
吧，你們也會擔心自己染疫吧，但你們卻沒有退縮。
如果沒有你們，情況會不堪設想。你們雖然不是

電影裏擁有超能力的英雄，卻比電影裏的
英雄還要勇敢和偉大。你們就
是我們的英雄，香港的英
雄，國家的英雄！

「我們也許年紀尚小，我們也許沒有專業知識，但在抗疫路上

卻不會缺席。」

香港疫情持續嚴峻，全港學校會提前放暑假讓社會集中精力應對當前

挑戰。年幼學生雖然未能走上抗疫前線，亦未必適合參與義務工作，惟抗疫

之心同樣堅定。現時醫護人員、紀律部隊、義工、內地支援人員等前線抗疫工作者

傾盡全力抗擊疫情，同學們亦希望向疫情一線的英雄們送上真摯祝福及敬意，並為香港

抗疫加油打氣。

香港文匯報日前組織來自多所中小學及幼稚園的學

生，以鼓勵信、畫作或短片等方式分享抗疫心聲並陸續

刊登，向醫護、清潔工、的士司機、義工等現正處身抗疫前

線的工作者，以及其他市民大眾送上慰問和祝福。疫境前行，

沿途有您，也有下一代於背後的默默支持。

◆香港文匯報教育組（wwp.sch@gmail.com）

無懼染疫風險 英雄勇敢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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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童心心同同行行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陳鈺瀅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3D劉子源

謝謝醫護人員的付出，
加油呀！病菌一定會被消
滅的！

隨着疫情越發嚴重，我也開始關注疫情的新
聞。這才知道，原來努力抗疫的不只有身在前
線救死扶傷的醫生和護士，還有幫助我們做核
酸測試的檢測員、主動接載陽性患者出行的司機、
每天為巿民運載新鮮蔬菜的跨境司機。您們的付出
我們都銘記在心。我想對您們誠摯地說聲：「您們辛
苦了！感謝您們的辛勞付出！」
除了您們的付出，控制疫情的關鍵人物還包括我
們。如果我們冷靜應對疫情，堅守在家，減少外出，
也能減輕您們的負擔。
希望我們能一起努力，一起渡過這
洶湧而來的疫情，到達勝利的彼
岸，迎接勝利的曙光。希望我們
能一起打敗疫情，早日摘下口
罩，讓我們以最真誠的笑容去
迎接明天，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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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now in the fifth
wave of the epidemic
which is raging in Hong
Kong. Because of this, medical
and nursing staff, cleaners, taxi
drivers, volunteers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and I
am here to cheer you on.
Medical and nursing staff, I hope you

for the best. The virus has infected a lot
of people. I know you are trying your best
to try to cure these people from the virus,
especially when it's urgent and you have
to be fast to try to save the infected.
Cleaners,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

are doing for Hong Kong people. Recent-
ly, more household rubbish is produced
since most people are working from home.
Without your efforts to make the environ-

ment clean, people will have
more chances being infected.
Dear taxi drivers, you drive in-

fected people to hospitals or clinics
urgently and are always so diligent.
Without your hard work, many more

people will be at risk if they happen to be
on the same bus or MTR with the infect-
ed who are going to hospital. I hope you
for the best.
Dear volunteers, you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upporting Hong Kong and saving mil-
lions of lives and I hope you stay strong
and healthy.
I hope everyone in Hong Kong can

work together to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and finally eliminate it, so that
our life can go back to normal
soon.

將軍澳香島中學
1D蘇穎強

培僑中學
趙鵬

致各位盡忠職守的前線人員：

你們辛苦了！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每天都有很多人確診，亦有人因此
而死亡，真令人傷心。在那麼嚴峻的情況下，你們還堅守
崗位，默默地為我們付出，有些甚至因為工作而無法
回家，你們無私的奉獻，我衷心感謝你們。
作為香港的一分子，我要為抗疫作出努力。會

勤洗手，保持個人衞生。外出時，我會先戴好口
罩，與其他人保持適當的距離，不去人多的地
方，也不參加聚會。祝你們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個人小事做起
勤洗手不聚會

慈航學校鄭夢涵

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而來，本來熱鬧的春節被冰封了，大家都
閉關鎖門，戴上了口罩。好不容易等到疫情平穩下來，誰知1月份
的新冠變種病毒再一次令香港陷入「疫境」。
這次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打得人們措手不及，但你們一班抗疫

英雄不顧生命危險，傾盡全力地在前線衝鋒，用最堅實
可靠的肩膀為我們擋住了「敵人」的進攻。在這個
世界上，沒有從天而降的神仙，只有挺身而出的你
們。感謝你們，奮鬥在一線的「逆行者」！感謝
你們的堅守，感恩你們的奉獻。我們會與你們相
互配合，讓我們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戰勝疫
情！

疫情來勢洶洶 英雄挺身而出

創知中學中四仁班嚴心愉

鴨脷洲街坊學校徐瑩瑩

◆ 醫護、紀律部隊、義工等前線人員不辭
勞苦，傾力抗疫。圖為油麻地檢測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