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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祺在病痛中跑赢时间
本报记者 蔡文玲

相信自己
北京建筑大学学生 张 萌

身患罕见的克罗恩病袁 高一
高二一半时间在医院度过袁 这样
的学生还能考入心仪的大学就读
吗钥毕业于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李
嘉祺就是这样一名学生遥虽然他身
患疾病袁但在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
赛中获得一等奖袁在决赛中获得银
牌袁靠坚持和毅力获得了多所大学
的自主招生资格袁 最终以 604 分
的高考成绩进入浙江大学遥

又是一年岁末时袁考生步
入高三已近一个学期了袁是否
感到了高三的魅力呢钥 我作为
过来人想提供一些建议袁希望
对你们有一些帮助遥

高一住院输液成为常态
很多人的高中生活青
春飞扬袁与学习为伴遥 但对
于李嘉祺来说袁 高中三年
却是与病痛为伴袁 与焦灼
为伴遥 高强度的复习压力
和时刻担心病情复发的心
理压力袁让他不堪重负遥 但
他都咬牙挺过来了袁 一次
又一次地向老师和同学证
明院野我可以遥 冶
高一第一学期即将结
束时袁 同学都盼望着期末
考试后旅游度假遥 突发而
至的疾病却让李嘉祺陷入
莫名的恐慌中遥

那是 2015 年 1 月 4 日
晚上袁 李嘉祺突然肚子疼
得睡不着觉遥 他连夜被父
母送去医院袁 直接被要求
住院输液遥 在医院住了 5
天袁空腹抽血尧腹痛让他什
么都干不了袁 更别说专心
看书学习了遥 第 5 天时袁各
种指标终于降 下来 了 袁他
才出院遥 因为查不出肚子
疼的原因袁 家人以为只是
普通的肚子痛袁 也就没有
重视遥 李嘉祺缺了一周课
回到学校后袁 开始自学补
课袁 因为担心跟不上新课

的进度袁 就专门挑卷子上
老师指出的易错题来做遥
但没过多久袁 李嘉祺
又开始肚子疼袁 而且一次
比一次严重遥 不过袁他每次
住院四五天袁 输完液就能
稳定一段时间遥 这种情形
延续了一年袁 无论是学习
还是化学竞赛的准备工作
都被耽误了很多遥 李嘉祺
一度陷入绝望袁 但要做自
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才有意
义的信念支撑着他遥 只要
身体稍有好转袁 他就继续
看化学竞赛的内容遥

高二确诊为克罗恩病
从高一下学期到高二
寒假的一年里袁 李嘉祺有
一半时间是在医院度过
的袁病情时好时坏遥 他只能
在身体稍微好转时看书学
习袁 并把厚厚的试卷带到
医院做遥
高二下学期袁 李嘉祺
的病情突然加重袁 持续发
烧一周袁连续住院一个月袁
最后被确诊为克 罗 恩病 袁
病发在结肠遥 做过几次胃
肠镜后袁 李嘉祺连把书举
起来的力气都没 有 了袁 体
重减轻了 20 斤遥

野克罗恩病是一种原
因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疾病袁
反复发作袁且没有根治的方
法遥 许多病人出现并发症袁
即使手术治疗后复发率仍
然很高遥 复发率与病变范
围尧病症侵袭的强弱尧病程
的延长尧年龄的增长等因素
有关袁 死亡率也随之增高遥
有的人一病就是 10 多年遥冶
医生这样告知李嘉祺病情遥
听到这些袁李嘉祺反倒坦然
了遥 躺在病床上时袁他就开
始想竞赛的题从哪儿入手尧
怎么做遥 也正是在这段时

间袁他对化学竞赛的兴趣越
来越浓袁开始思考自己想追
求什么袁通过竞赛想获得什
么袁对以后的学习也不太迷
茫了遥
出院之后的李嘉祺需
要长期吃药以调节肠道免
疫力遥 病情稳定后袁他回到
学校开始疯狂学习遥 落下
的课程虽然很多袁 但也成
了他最大的动力遥 他每天
晚上 11 点睡觉袁早上 6 点
起 床袁 教 室 里 午 睡 10 分
钟袁吃饭半小时袁其他时间
都用来学习遥

高三竞赛获得银牌
因为住院袁 李嘉祺的
竞赛水平和同学相比落下
很多袁 想赶上他们就要付
出更多的努力遥 他详细制
订了学习计划袁 把每天都
安排得满满当当的遥 他总
是在学校就把作业和试卷
做完袁 回家只学习竞赛的
内容袁 而且总是比别人多
学一小时遥 那段时间袁用李
嘉祺的话说就是已经到了
狂热的状态遥 他把参加竞
赛当成解脱病痛的另一副
灵药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遥 在
2017 年 8 月底中国化学奥
林匹克竞赛初赛中袁 李嘉

祺获得一等奖袁 进入北京
市前六名袁 并入选北京市
代表队参加决赛遥 但短时
期内的紧张追赶导致他的
基础并不扎实袁 加上长期
劳累袁身体没有完全康复袁
决赛之前感冒使疾病再次
复发袁 他在实验和理论上
也到了瓶颈期遥 最终他获
得奥林匹克化学竞赛全国
决赛银牌遥
李嘉祺说袁 高三是自
己过得最充实尧 最有成就
感的一年遥 他每天学习尧做
题袁找老师补课袁全身心投
入竞赛和高考的准备工作
中袁每项学习任务都高效完

成遥 除了过年的几天袁他在
寒假也到学校学习遥几次模
拟考试中袁他的理综成绩从
250 分提高到 280 分袁英语
从 110 分提高到近 130 分袁
语文从 100 分 提 高到 110
分遥 因为化学竞赛袁李嘉祺
还获得了浙江大学尧上海交
通大学尧南开大学等高校的
自主招生资格遥
李嘉祺说院野对我来
说袁学习时间非常紧张袁加
上生病袁 竞赛前总感觉自
己还有好多书没看尧 好多
题没做遥 我的高中一直在
和时间赛跑袁 但我跑赢
了遥 冶

让复习事半功倍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
的学习方法遥 适合自己
的方法会使复习事半功
倍遥 没有找到的也不必
着急袁 可以借鉴他人的
方法遥 下面是我的一些
建议遥
明确自己的优劣
势袁制定学习目标遥 考生
要先明白自己的优势与
劣势袁 继续发展自己的
优势袁 稳住劣势学科不
拖后腿袁 然后根据自己
的优势和劣势制定各科
的目标成绩遥
学习的努力程度要
和效率相匹配遥 我始终

不认同袁 三更眠五更
起袁牺 牲必 要 的休 息 和
娱乐时间是高三的正
常状态遥 努力是必须
的袁 但 要 注重 效 率袁 而
不是一味地延长学习
时间遥 白岩松说自己考
大学时 袁把 需 要背 的 书
钉成厚 厚 的一 摞 袁根 据
时间确定每天需要背
多少页 袁 背完 就 去玩 遥
这就是一个重视效率
的方法遥 不少高三生在
白天忍 着 困倦 学 习袁 到
晚上熬 夜 袁认 为自 己 很
努力遥 但考生感动于自
己努力 的 同时 袁往 往 会

忽视学习效率低的现
实遥 我在高三时经常熬
夜袁尽 管 第二 天 早上 喝
了很多 咖 啡袁 但 还是 会
忍不住 犯 困袁 脑 子也 不
太清醒 袁学 习 效 率就 很
低袁而 且 注意 力 不能 高
度集中遥 但是当时的我
就是喜欢熬夜袁 而且觉
得自己很努力袁 现在回
想起来 觉 得自 己 很傻 遥
其实袁 考生每天劳逸结
合袁张弛有度袁课间出去
走走袁 和同学聊几句放
松心情袁 然后精力充沛
地投入 学 习中 袁 才会 有
更高的效率遥

各科学习方法自己摸索
各科的学习方法要
以自己摸索为主袁 借鉴
为辅遥 对我而言袁语文中
的论述类文本阅读是个
难点遥 我就先通读一遍
划分出层次袁 然后逐字
逐句对应选项认真细致
地分析遥 对文学类文本
阅读袁 我在做题时会把
自己的情感带入文章
中袁 通过想作者所想达
到透彻理解遥 基础题的
知识点要靠 平 时积 累 遥
考生可把平时练习题中
遇到的成语尧 病句等进
行归纳收集袁 并经常翻
阅背诵遥
数学的复习有章法

可循遥 如果考生的数学
成绩特别差袁 就要先从
课本开始学遥 因为课本
基本概括了高考的题
型袁 而且其中的例题都
具有典型性遥 考生把课
本过一遍之后袁 可以按
题型做题遥 解答大题时
要注意步骤袁 因为评卷
是按步骤给分遥 对不会
做的题目袁 考生要向老
师请教遥 老师不仅会讲
解这道题袁 还会延伸一
些其他内容遥
对英语袁 考生要重
视单词遥 如果把英语比
作一栋楼袁 那么单词就
是一块块砖袁 语法就是

设计图纸遥 没有砖袁如何
依照图纸盖一座漂亮的
大楼呢钥 对英语作文袁考
生可提 前 背一 些 句型 袁
在写作 文 时穿 插 使用 袁
这样会显得作文高级而
且自然遥 考生还要注意
书写袁 尽量做到字迹工
整卷面整洁遥
对文科综合袁 考生
要注意根据书中内容列
出知识 框 架进 行 理解 袁
然后总结关键词袁 答题
时使用自己的话阐述并
穿插使用关键词遥 记忆
力一般而理解能力比较
强的考生可以试试这个
方法遥

多种方法调整情绪
常规的情绪调整方
法有运动尧写日记尧向老
师或家长倾诉等遥
当然袁 考生有适当
的压力是好事袁 可以激
励自己前进遥 但如果压
力过重袁就会出现问题遥
如 果 考生 的 压力 太 大 袁
可以思考一下院 是谁给
了你压力钥 如果是父母
老师袁 可与他们进行交
流袁 坦承压力已对你产
生不利影响袁 希望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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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加压曰 如果压力
来源于自己袁 就适当降
低对自己的期望袁 或者
相信自己能行遥 这些方
法说起来容易袁 但真正
做起来很难遥 如果考生
过不了心里的坎袁 还可
以 试 着写 出 学习 计 划 袁
把自己在未来三个月甚
至高考前的学习进程都
规划出来袁 细细划分至
每个星期每一天袁 让自
己忙碌起来袁 不去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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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何袁 只按照自己的
计划做好该做的事遥 当
考生把梦想化为触手可
及的 现 实时 就 会发 现 袁
心中的象牙塔就在眼
前遥
此刻袁 我坐在学校
图书馆的窗前袁 看明湖
波光粼粼袁 无比感谢高
三努力的自己遥 我希望袁
明年高三生可以走进心
仪的大学袁 微笑着回首
高三袁无怨无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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