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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习向你们致敬

有一束光终将结束黑暗 ——题记

初三 3 班 杜嘉悦

2020 年疫情突然来临，彷佛将我们与中考的桥梁截断了，我们不知

所措，是你们---老师用勤劳的双手，热爱学生的心又为我们搭起了独

木桥。老师，谢谢你们，我们会用努力学习向你们致敬。

疫情的消息传来，在为国家和人民担忧的情况下，所有的毕业考生，

也不禁为即将面临的中考而担心，但是，学校很快开启了线上教学模

式，听课不停学，让我们稍稍安下心来，早上，我们每天准时起床，

在家进行室内体育锻炼，然后坐在书桌前认真听老师们讲课，课中老

师声情并茂，无一遗漏的向我们传授知识，为我们复习功课，还有相

应的课堂小测，来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程度。晚上，还有为我们设置

的答疑时间，负责解答同学们的疑难问题。老师耐心的讲解同学们提

出的每一道问题。疫情挡不住我们对知识的渴求，屏幕也限制不了老

师对学生的关爱。似乎更加拉近了师生的距离。每当我有一些懈怠的

时候，想想老师也在辛苦的为我们备课，便也没有理由放弃了。每当

看到老师对提交作业的点评，好像是对我们努力学习的鼓励，让我们

继续拼搏下去。密密麻麻的红蓝笔记是我们对老师的报答，挑灯苦读，



披星戴月是我们对老师的尊重和感激，刻苦认真，自律优秀是对老师

最崇高的敬意，我们从不退缩，因为背后是你们—我敬爱的老师。

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舍小家保大家的医生，军人，志愿者，，，

他们的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举动令我们敬佩感激，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虽然现在我们不能去做什么，但

是，努力学习，配合学校和老师，也是回报社会和国家。成为国家未

来有实力的担当者，像钟南山，李兰娟，，，今日之他们，明日之我

们。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相信很快我们

就会战胜疫情，山河无恙，春暖花开。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

初三 3 班 牛煜嘉

那天是个晴天，刚刚体育锻炼完的我满头大汗上了楼，准备放松

一下，正要播放音乐，一条消息弹了出来——武汉肺炎感染确诊 200

人左右，广东疑似也有感染。

我一惊，点开看了眼，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河北的情况日益严重，看着不断增加的感染人数、疑似病例、确

诊人数以及触目惊心的死亡人数，我的心提的老高，每日兢兢战战不

敢出门，哪怕是必要的出行也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但是看着石家庄市



的各个医院的发热诊室，我才想起来，我其实就处于危险之中啊。哪

怕出去取快递、买菜、去超市也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感染。于是，我

决定除非必须，绝不出门，出门必戴口罩。

现在的特殊情况，或许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家里认真学

习。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利用这次无法出门的时间来复习以前的

知识。

转眼时间到了本该开学的日子，但是疫情还没有好，于是我们在

家里上网课。

网上的课对学生来说并不算善良，对老师就更不友好了，老师们

要录播，要直播，还要通过钉钉来检查我们的作业，不可谓不辛苦，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难道不应该用更努力的学习和更端正的学习态

度来报答我们的老师吗？

我记得有位政治老师，即使感冒没好，还有点咳嗽，也在坚持讲

好一套套卷子，努力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做好每一件事；再想想那些

医生专家们，即使日日夜夜不眠不休也在救助每一位病患，去研究怎

样制造出特效药；钟南山老先生，即使已经年过古稀，也在武汉研制

着怎样去终结这场“战争”。

在这样的环境里，周围有那么多为了我们生活没日没夜兢兢业业

工作着的人，我们又有什么权利、什么理由不努力呢？我们既然没办

法赚钱捐款，没办法成为一线人员救死扶伤，那我们就用我们仅有的，

可以运用的去做，那怕只是利用这期间多做几套卷子，出门戴口罩，

回家勤洗手，有疑似被传染的迹象就赶紧去医院检查治疗……这些是



我们可以做到的。

所以，在困难面前没有旁观者，我们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共创

人类美好的未来。

疫情面前 没有旁观者

初三 3 班 康雅琳

990 公里，这是武汉到石家庄距离，给人一种很遥远的感觉。可正

当人们毫无防备准备过阖家团圆的春节时，疫情如猛虎一般，短时间

内迅速席卷全中国和世界多个国家！疫情的到来使往日温馨，火红的

春节变得冰冷，灰暗。甚至连“中国红”都隐退在幕后。

因为疫情传播之迅速，所以每个人应该窝在家中，减少自己被感染

的可能。因为在疫情面前，任何人都不是旁观者！正因为大多数人不

愿做旁观者，所以一份份医护人员的“请愿书”上交，一车车的新鲜

果蔬运往武汉，一条条鼓励武汉的留言。这些给武汉带来了希望与力

量！但仍有一些人特立独行——经常外出，出门不戴口罩，制造恐慌，

哄抬物价等。

前几天，我出门买东西，路过一个小区门口，听到很大的吵闹声。

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妈在与小区管理人员“诉苦”起初她还带着口罩，

随着双方愈加激烈的争吵，大妈一把扯下口罩，插着兜，瞪着眼，开

始谩骂着政府出台的决定“什么疫情啊，就不让我出门了！我就是没

有出入证，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别，你们也不用给我发证，我出去

溜达，害你们！报警就报警，看把你们本事的！”大妈的话愈加难听，

最终警察将她带走。这样的事件居家的几天经常有，但当自己真正见



识过，才知道什么叫胡搅蛮缠和泼妇。

疫情不是长刀大炮，刀光剑影的，“战疫”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

如果疫情是“食物链”暂居顶端的动物，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链上最

重要的一环！

学生，也许在“食物链”中是最弱小的一环。因为疫情的出现，

石家庄大多数学校都延迟开学，于是开始了网上授课，这无疑是给了

学生希望，例如我。自己是初三的学生，不能治病救人，不能种大批

量菜去支援武汉，所以只能祝福武汉，同时也减少外出。在上网课期

间，感受到老师们的辛苦付出，虽然是复习以往的旧知识，但依旧认

真听课查漏补缺。近几日的网课，使自己状态回到在校模式，自己一

切的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着。

疫情面前，没有观众，每个人都扮演重要角色！并非可有可无，

没错“地球没你依旧转”但我们都在舞台上，我们就要全力配合——

该戴口罩就戴口罩，该接受检查就接受检查，该消毒就消毒！“战疫”

没有旁观者！只要是我们众志成城，攻克时难，齐心协力，我相信就

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共同抗疫 为爱读写

初三 3 班 张牧源

2019年 12 月 31 日，我本在和同学跨年，一起欢呼着祝福 2020 年

更加顺利，好运连连。可谁知，上帝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一

场看不到硝烟的战争拉开序幕。

1 月 24 号，我正在物理课外班补习。课间，同学赶紧给我发来消



息说：“你下课以后赶紧去买口罩，n95，听到没！”我便一脸疑惑的

回了句为什么。她回到：“新型冠状病毒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反

正记得买口罩！”后来听其他同学提起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是类似

2003 年非典型性肺炎的肺病，通过空气传染。了解过后，突然间就

心生恐惧，赶紧跑到药店买口罩。

消息公开后，我问父亲，当年非典是怎么过的他不慌不忙的说：“勤

洗手，少出门，戴口罩，常通风。这些做到了，，病毒自然不会找上

门来，别怕。”听完经历过的人说出的“诀窍”，心里的惊涛骇浪就被

插上了一根定海神针，平静多了。

过年期间，我给姥姥姥爷灌输了大量的注意事项，在家憋着过完了

春节。因为这次疫情，我也第一次体验了未来学生上学的方式。“网

课”。比平常更方便的课堂，更加细致的课程，更加人性化的时间和

老师兢兢业业的细心教导，我并没有为抗疫而延迟开学而感到苦恼，

而是认真的享受了这特殊的学习方式。

云课堂上的老师，用熟悉的声音，讲出最细致的知识点。如果有疑

问，也不用担心因为学校人多而被忽视，每晚八点开始的老师在线答

疑可以解决所有疑问。课下的作业，老师都会一一讲解和检查。

我们今年将面临第一次人生的十字路口，也深刻认识到了卫生的重

要性。我相信，只要努力不懈，疫情一定会结束，中考一定会成功。

等到疫情结束，金榜题名时，一起去武汉看樱花可好？



疫情不能阻止我们学习的脚步

初三 4 班 高婷婷

曾几何时，我们还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朗读优美的诗词;曾

几何时，我们还仔细听着老师的讲解，与老师面对面交流互动……这

一切却被突发的疫情打破了，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来阻断疫情向校园

蔓延。虽然疫情阻挡了我归校的步伐，但是疫情不能阻止我们学习的

脚步！

这次可怕的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急性感染性肺炎，

是 2019 年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

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勤洗手，少出门，出

门要戴口罩。

我觉得在家中学习有优点也有不足。

在家里听网课有许多便利。之前我在学校上课时总会有因记笔记

或走神没听见老师强调的重点，但我上网课后可以让老师讲的内容再

播放一遍，从而查漏补缺。在家里学习还可以节省我上学放学时走路

的时间，让学习生活更高效。虽然不在学校，但通过网络我仍能向老

师提出问题，老师也会及时作出回答，学生与老师间互动性不减反增。

而且老师在讲课过程中不会受到班级上少数同学开小差的影响，更加

专心于讲课。

但在家中上课也有缺点。因为是在家中，所以没有在学校学习时

那么清静与专注，我的思绪有时会被家人的谈笑与问候所打断，不能

真正地融入到学习中去。长时间地看电子产品也会使眼睛酸涩，视力



下降，所以我尽可能得在空余时间休息，缓解疲劳。

身为一个即将面临中考的初三生，我在疫情中深感压力，因为疫

情阻挡了我们归校的脚步，这对即将面临中考的我们很不利，但我们

仍需努力学习和及时巩固知识。因为我们在家里学的越多，才能更好

地完成作业，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学习上的损失越小，不会让学过的知

识荒废，不会落后太多。

虽然有疫情，虽然有困难，但疫情不能阻止我们学习的脚步，我

们要在困难中砥砺前行，用坚定的意志和丰富的学识，赢得中考的好

成绩！同时我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我们可以早日回到学校中去。

疫情不能阻止我们学习的脚步

初三 4 班 李忆寒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更打乱了我们原本

的开学计划，在这场疫情中，我们不是可以安心闷在家的老年人，也

不是比平常轻松的初一初二学生，我们是即将毕业，要面对中考的初

三生，疫情虽使我们不能在学校有效率的学习，但也不能阻止我们在

家学习的脚步。

在家中学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说因为不上学，就

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玩，我们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处境，距离中考只剩

下 126 天，除去节假日仅剩 88 天，加上疫情的阻挠，时间可以说是

所剩无几，我们需要思考，自己能否在家中靠自己的自制力，去完成



学校的第一阶段复习。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高中，但理想是不会

轻易实现的，如果你在这中考备战的关键时刻，还在做着与学习无关

的事，那你也只能是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请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将学习放在第一位。

在家中学习，其次是要遵从学校的安排，老师们在这抗疫的艰难时

刻，还在不辞辛苦的给我们录课，我们要珍惜老师的劳动果实，上课

的时候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总会遇到这样

那样的难题，老师为我们解决难题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要有攻坚

克难的精神，自己解决难题，如果实在不懂，问问同学，或者查看解

析也是不错的方法。现在不同于在学校上课，老师在学校通过看作业

可以找出我们遗漏的知识点，但在家，我们只能自己找出知识漏洞来

弥补不足，这就需要自己的努力了。

在家中学习的我们，不只是为自己学习，也为国家和社会出了一份

力。疫情面前，让我们携起手来，众志成城，共同渡过这艰难时刻！

在战疫中学习

初三 4 班 李锦泽

这个春节，不但城市的街上都是冷悄悄的，年味较浓厚的农村里

也没有了络绎不绝的走亲戚的人群，也没有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这

只是因为一场来得突然的疫情，同时它不但使整个春节索然无味，而

且打乱了整个学校的复习计划。学校也开始了空中课堂的学习方式。

因此我如今的学习桌上最抢眼的不是一沓沓中考复习卷，不是一



本本复习资料书，而是一台上网课的电脑。通过它我每天上网课。

刚开始的几天我还有所兴奋，只因为这新奇的学习方式，可几天

下来，时间终于磨平了这兴奋心情，只剩下眼前的平淡和眼疼。

如今的我才一点点明白，休假过度不是好事，休假只是润滑油，

只有涂好了润滑油上紧了弦机器才能更好的工作，人也正是这样啊！

尽管疫情肆虐，我们也不能虚度光阴，努力上好每一节网课，正是老

师和家长所期望的，也是我们如今所能做好的一切。

其实，刚开始的我还有些不太在意，每天听个大概，写作业不对

答案马马虎虎的就叫上作业了。晚上的答疑时间也不问老师问题，也

不参与。可我是怎么改变过来的呢？

若要追根溯源，大概是因为一个直播吧。那是雷神山医院的建设

直播，每一天它都会有一定的变化，第六日它便初见雏形，这件事就

告诉了我：人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力量可改天换日。那时我就在想：

离中考不过百天我为何不能放手一搏？做到青春无悔？那一刻我改

变了。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真正开始努力了。无论单看着一个屏幕多么

枯燥，无论作业多么繁杂。我知道只有在此时坚持初心，砥砺前行我

才可能圆梦，才能无悔。

在战疫中学习，打赢我的这场战役！



疫情面前 没有旁观者

初三 4 班 刘思琦

都说 2020 年没有带给我们想来的好运。美国流感，带去了上千

人的生命；非洲蝗灾，使得本就不发达的它更加贫穷；科比的逝世，

让一代球迷的追星梦就此陨落......我们的祖国，也难逃其中，面临

新的危机——新型冠状病毒。

许多医生也自告奋勇，前往疫情一线。我的姑姑也是一位医生，

她所在的医院就要调往精英去武汉支援，然而。这可能是一条有去无

返的不归路。我问她：“姑，你会报名吗？”她点点头，又摇摇头。

这是何意？我有些发蒙。只听她缓缓开口：“我会去，因为我是医生，

医者仁心，救助病人是我的职责，只要祖国需要我，我就会奋不顾身

的前去帮助。但我不会报名，我不忍心看着那些患者痛苦的呻吟而只

能无能为力的安抚着他们。”她说不下去了，闭了眼，脑海里好像出

现了那些人痛苦的咳嗽声，哭求着自己想要活下去的愿望，不禁有些

痛苦。我们不希望是那样的结果，却又对现在这种结局无可奈何。我

也不再打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

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博士，我只是普通的学生。学生在这场疫

情中，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知道，我是这里的一份子，在这场

疫情面前，没有人可以是旁观者。既然我们做不了大事，那就干小事。

我在我们的防盗门口，贴上一个“出门口罩，勤洗手，少出门”希望

大家看到可以对这件事重视起来，而且人们也知道了病毒的可怕性，

对口罩像是珍宝一般，发了疯的往家里囤。我们家也不例外，我们虽



不能做出什么大贡献，但也绝对不可以拖后腿。人们也不会无缘无故

往外跑，都是在家做着自己的事。我们一家子，每人在疫情中都捐了

些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们对奋战在病毒中的人们的支持，我想

对他们说，人民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我相信，只要大家团结，共同迎难而上，

冠状病毒终有一天能够土崩瓦解，我们的 2020 年，也会苦尽甘来，

鼠兆丰年！

用学习向你们致敬

初三 4 班 张哲心

截止今天中午 12 点整，全国新型冠状肺炎确诊 56868 人，治

愈 8184 人，死亡 1524 人。从网上的信息我了解到全国的重灾区在武

汉，那些在家闷着的人如此形容：就像鸡笼中的鸡，你不知道下一个

宰杀的是不是你。到了医院，还没挂到号你可能就突发撒手人间。挂

到了号，进了重症监护室你就无法想象的到什么时候能够出来。一位

经历过汶川大地震和非典的医生说，这次疫情，真的很难。

现在我和全国的学生们都一样“停课不停学”的在家中学习。

从来没有经历过网课的我感到很兴奋。第一天上课时，我在课桌上动

动这，瞅瞅那，很新奇，总是静不下心来，心中窃喜感谢这次疫情。

爸爸好像发现了我的小心思，晚上把我叫去看关于疫情的视频。里面，

屏幕都隔不住那些患者的绝望，医生眼神中的坚定，工人赶做口罩的

辛苦和那些在家中认真学习的人们不屈服的背影。



那一晚失眠夜，我想了很多。恨不得骂曾经有那种歪心思的自己

一顿。为了让重症患者有良好的就医环境，工人们不辞辛苦让火神山

医院在 10天时间里连根崛起；为了让患者尽快接受治疗，医生护士

放弃假期赶往医院解救病人；为了能有充足的医疗物资，一些企业无

偿捐献；为了能找到更优的特效药，科学家们加班加点进行研究；为

了让交通、公共场所不乱套，警察环卫工人居委会人员不惧风雨维持

好秩序。还有那些海外华人，买了机票把医疗物资运送到中国。他们

的坚韧、无私，无不激励着我爬起来。

学着他们的顽强，学着他们的执着，学着他们的不屈服，学着他

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笔一划的记笔记，一字一句的读重点，一节一

节的看视频。网课其实很好，有不懂得随时听、问，视频也可看回放。

有时觉得太累，也要咬牙坚持。

我不会辜负他们创造给我的优越条件，我会继承发扬他们的优秀

品质。就算在家很闷，想想那些武汉人民，我忍了。望望窗外，就过

去了。学习辛苦，那些在战场上的人更辛苦。为了大家，为了自己努

力前进。

辛苦你们了，接下来，我以学习向你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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