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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 城建学院

张海鹏

随着工厂逐渐复工、 武汉解除

封城、 高三复课， 我国的疫情已经

得到了很大的控制， 但形势依旧严

峻， 除高三外的其他同学仍需闭关

在家， 等待开学的通知。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网

课也是这样， 不同的看法下， 网课

在人们的心中也有不同的形象， 有

的人认为在家上课不必像在学校时

一样跟着老师的节奏走， 可以按照

自己学习的节奏自行学习， 提高学

习效率； 也有的同学认为网课学习

会严重影响学习效率， 由于网课学

习无法像在学校一样在教室和同学

一起和老师面对面学习新的知识，

老师就无法像平时学习一样“无时

无刻” 地监督你学习， 再加上自己

自律性又差， 上课签到后继续睡

觉， 最终学到的知识微乎其微。

造成以上差距的最大原因是学

生的“自律” 能力， 自律的同学在

这段时间里， 按照自己的学习方式

及进度， 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 从

而使自己的学习效率飞速提升， 学

习成绩也就一飞冲天， 不自律的同

学则在这段时间浑浑噩噩， 偷懒耍

滑， 学习成绩也就一落千丈。

学习不像买东西， 你可以花钱

让别人替你买东西， 却不能花钱让

别人替你学习， 你只能依靠自己，

所以， 学习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

事。 在家上网课维持高效学习效率

的方法就是拥有强大的自律意识，

城建学院一学习委员表示， 自己自

从在家上网课就学习感觉学习轻松

多了， 在学习中， 如果碰到自己会

的、 好理解的地方就一跳而过， 不

会的、 难理解的地方自己反复观

看， 而在学校很多时候会感觉老师

讲的太慢而感觉无聊， 又有的时候

会感觉太难、 老师讲的又太快而没

有跟上。 现在他的学习进度已经远

远地超过了学校规定的进度。

越是这种没有约束的时候更要

严于律己， 自从上了大学， 别人催

促学习的声音越来越少， 再也不可

能出现老师追在你屁股后面讲题的

状况， 在大学， 学习更多的是靠自

己， 只有严格地要求自己并锻炼超

强的自律意识， 才能在学习上游刃

有余。

疫情终将熄灭， 越到最后越不

能松懈， 应该保持高度的自律， 俗

话说“行百里者半九百”， 我们万

不可有丝毫的麻痹之心。 应更加严

格地要求自己， 争取在开学后的考

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在“约束”中 奔跑

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王占江

因为一场疫情各大高校都进行

了网上教学， 于是各位老师被迫化

身成为“小主播”，为了让同学上课

认真听讲使出了“十八般武艺”。

许多老师在网上透露出网上教

学的艰辛， 想尽办法将课上的有趣

可依旧有很多学生不听讲， 这也暴

露出同学们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差。

采访过身边的一些同学后发现

大家在家的状态基本都还处于假期

的状态中， 网课仅仅只是签到打卡

而已， 可仔细询问后同学们都表示

在家并不是不想学习， 是真的没有

学习的动力，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来自食药学院的张龙芳对于线

上教学的看法是： 网课就是完全依

赖自我的管理能力。她谈道：刚开始

线上教学的时候还是和寒假的时候

一样每天签到打卡再把老师布置的

作业都是敷衍一下就交上去， 现在

是进度太落后了， 好几科科目的网

课堆在一起量实在是太大了，如今，

只好每天强迫自己坐在桌子前一节

一节的补之前的网课。 自己也清楚

的知道看过的网课并没有学会只是

在眼前过了一遍， 但这总比完全不

学习好。

在家里手机、电视、电脑等等每

一个都会分散对学习的注意力，面

对这些诱惑姜川同学的解决方法

是：先强迫自己不去玩手机，这其实

还比较容易做到， 难的是怎么让自

己把注意力全部投入到学习当中

去。 我认为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

学习的环境， 在自己的房间里关上

门杜绝外界一切影响自己的声音，

给自己定好学习和休息的时间，因

为当学习的时间很长之后一旦休息

你就很难再进入学习的状态了，其

次就是认真做笔记强迫让自己注意

力集中。

现在学习的知识都是很专业的

知识，认真学习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做好自我管理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

来了。

即使是被驯服的骏马， 在没有

人的约束后也会掉入深谷， 若能学

会在一定的约束中自由的奔跑，那

么对于自身来说一定有所提升，学

习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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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危

机迟迟没有解

除， 开学时间一

拖再拖， 我校自

原定开学之日起

依据知识要求组

织同学进行网课

学习， 网课的形

式多种多样：QQ

直播、 中国大学

慕课、腾讯会议、

录制视频等，上

网课的日子中他

律与自律成为莫

虚度时光的两个

重要因素。

他律诚可贵

他律是自律

的起点和基础，

是提升自我的一

种途径。 无法做

到自律、自制力较差，这种情况则

需利用他律来辅助自律。 我校学

子单雪同学在家中上网课寻求了

父母的帮助， 她将自己的课表发

给了父母，拜托父母监督她上课，

在不上课并且不需要手机时父母

会将她的手机收走，静下心预习、

复习或者是看一些课外书， 她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自制力

比较差， 为了防止我自己沉迷于

游戏以及电视剧耽误学习， 于是

寻求了父母的帮助， 其实上网课

的这段时间， 在父母的督促下我

的学习从来没有落下过， 闲暇之

余还可以看看课外书， 从而增长

见识，自我感觉充实并快乐着。”

自律不可抛

凡成功者无不懂得自律，在

上网课的日子里自律尤为重要。

我校学子宋梦远自上网课开始就

做好了计划表，和在学校时一样，

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6点半则开

始为通过英语四级考试背诵四级

词汇，按时上课，在没课的时候她

也静静地在自己的房间里待着上

自习，几乎是废寝忘食，周末时依

旧如此。由此可见，宋梦远同学在

上学期成绩排名班级第一的原因

则与自律这一因素息息相关。宋

梦远同学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

自律这一词， 她说：“我想我们所

遇到的每一个佼佼者身上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自律，自律

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是最重要

的， 自律就是要不断要求和管理

自己，要不断自警和自省自身，特

别是我们现在上网课， 少了很多

约束， 自律更是对学习发挥着重

要作用， 我们千万不能纵容自己

去沉迷享乐， 其实对自己严格一

点，时间长了，自律便会成为一种

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花好盛开，就该尽先摘，甚莫

待。 如今延迟的开学时光正是花

好盛开时， 时光匆匆， 我们也要

匆匆， 踩上时间的节奏， 在上网

课的日子中不懈怠， 朝着目标而

努力。 自律与他律不是一蹴而就

的， 是切切实实把它们当成一种

习惯而形成的生活方式， 愿每个

枣庄学院学子都能抓住这花好盛

开时， 把握自律与他律， 莫虚

度， 空悔过。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履 体育学院舞蹈表演

张欣茹

2020年是新的开始， 在举国欢

庆的时刻，却因为受疫情影响，无法

出门。而学生们也由于疫情的影响，

不能返校。针对此种状况，网络授课

“停课不停学” 这种新型模式展开，

手机上也来了几位“新朋友”。

网课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

学生们只需要一部手机或一台电脑

即可线上学习和打卡。 可是打开朋

友圈， 我看到的是同学们游戏的分

享、抖音视频的拍摄、外出的打闹，

完全把网课学习抛之脑后。 对于部

分大学生而言， 网课更是睡懒觉的

掩饰， 在钉钉群上签到或是打开直

播便可继续睡觉， 这也成了网课唯

一的快乐源泉。 枣院体育学院一学

子谈到对网课的看法： 网上授课是

学习的新模式， 平时在课堂上跟不

上的内容可以在看回放， 课程内容

反复听， 根据课件内容有充足的时

间可以整理出笔记，巩固知识点，提

高了学习的自觉性， 但有的时候也

会感觉到枯燥乏味。

在这特殊时期， 网课有没有成

为大家的得力助手呢？ 一位高三的

同学，他分享到；网课为我们解了燃

眉之急，搭建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

桥梁。 这场没有硝烟的日子， 更应

该充分利用网课， 背水一战考上理

想的大学。 邻居家的小孩是个初中

生， 谈到网课时， 他说道， 起初网

课对于他来说充满了新鲜感， 每节

课都会聚精会神， 生怕漏掉老师说

的任何一个字， 但时间久了， 好奇

心渐渐退去， 留下疲乏与困倦， 上

网课也会有些力不从心。 家中的

“小神兽” 的网课学习， 更给家长

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家长反应到小

学生的自制力很差， 学习不过一会

儿便开小差。

网课是新一轮的战争， 拼的就

是自控力。开学之后，可能你的成绩

会上升，那是努力自律的回报。也可

能会下降，那是你贪玩的下场，网课

和疫情都不会背这个锅， 老师们还

在为网上授课精心准备， 我们怎能

敢懈怠？虽然网课还有很多不足，作

为当代大学生，更应该对自己负责，

合理分配时间。成功没有捷径，但有

一条必达之路叫做自律。

燃若夏花，长盛且华，没有自律

和自觉，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和自在。

作为枣院学子， 在没有开学的这段

日子，更应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以今日之我，逐明日之阳。

网课背后的支撑

履 汉语言文学

阚元彤

2020年春，新冠疫情的突发引来

人们的恐慌，教育部经研究决定今年

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直到现在，全国只

有极少数地区确定了中学毕业班的

开学时间。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

网课几乎成为了时下最为普遍的学

习方式。此时正值疫情期间，网课学习

是必然的。面对全国中小学及大学生

一同上网课，“网课”如何确保正常进

行、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至关重要。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线上教

育逐渐成为众多人的学习方式，网易

云课堂、掌门教育等应运而出，同时

也涌现出诸如钉钉此类的线上办公

及教学的工具平台。与此同时“钉钉

崩了”、“网课卡顿” 等字眼频繁上热

搜，这背后反映的是网络及软件自身

的问题。众多学生在同一时间共用一

软件，毫无疑问，会出现网络拥堵的

情况，因此网课背后强大的支撑之一

便是网络。我校一些学生表示，“家里

的网络时好时坏，极大影响了老师的

直播课。原本一个小时的课程上成了

一个半小时”。如若网络不顺畅，即使

老师讲得再栩栩如生，呈现出来的也

非常卡顿。前段时间，湖北一女孩因

家里无信号， 在山坡雪中上网课，引

起网友的思考。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

学生来说，网课对他们的学习更是雪

上加霜。只有保持网络的顺畅，才可

能保证网课的顺利进行。

抛开网络等客观因素来谈网课，

“自律”应是网课背后最强大的支撑。

“在家里上网课时， 总是会忍不住打

开其它软件。自律性不高，我只好求

助于父母，让他们来监督我。”我校一

位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首先，于

家这个环境而言，它并没有学习的氛

围。在学校里，老师的督促，比学帮超

的学习氛围，能够帮助你抵制诱惑专

心学习。而在家，能帮助你的只有自

律。另外，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娱乐

的功能尤为发达。要保证在上网课时

不分神， 时刻关注老师分享的屏幕，

不打开分屏功能，这对一个人的自律

是极大的考验。

“我认为网课的学习方式能够极

大促进我的进步，我可以使用回放功

能对掌握不好的知识进行巩固”，一

位对网课持积极态度的学生说道。虽

然网课这一新教学模式缺少别人监

督，但是这样更有利于同学们自己合

理利用时间。这对自律的人来说会尽

全力利用其价值。到学期末时，那些

自律的人将会因网课获益匪浅，弯道

超车成为班级的佼佼者，而自律性差

的只能在某个角落里后悔莫及。

网课对于疫情期间的学习非常

重要， 我们每个人都应珍惜这个机

会， 经住这次考验。 我们无法改变

客观原因， 就要要紧紧抓住主观原

因， 学会自律， 不做“后悔者”， 争

做“超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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