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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古城扬州的黄哲轩在金秋九月走进了淮阴师范学院，成为文学院的一名新生，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
成了班级里的宝贝，“独苗”男生需要“单挑”38名女生。事实上，这样的事儿在师范类院校十分常见。师范类院校本
就是“阴盛阳衰”之地，女生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在学前教育、音乐教育等专业，“公主班”屡见不鲜，女生们占据了
—
师范院校的“大幅江山”。 青春校园，爱情无疑是随处可闻的话题——

校园锐视

师范院校女生的爱情何处安放

■通讯员

王新鑫

张昕芸

高洁

笔者在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女
生中做了一个小型问卷调查， 被调查
的260名女生中， 正在校园热恋中的
占 26.7% ， 曾 经 恋 爱 过 的 占 44.2% ，
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占29.1%， 接受
调查的对象涵盖了4个年级6个班。
她们渴望爱情的滋润， 但显然爱情来
得并不容易。

占领稀缺资源
把握主动权
青春岁月， 女生充满了对异性的
期待， 对爱情的向往， 大学给了女生
释放的空间。 可是， 师范院校“僧多
粥少” 怎么办？ 好在现在的女生相当
给力， 她们勇于打主动仗！
丽娃河畔， 华东师范大学的“师
苑贤亭” 论坛上有个很火的“爱在华
师” 版块， 他们把自我推荐的帖子称
为“挂牌”， 打破传统的女孩子竟然
有不少呢， 那些睿智的语言让人惊
叹。 一个网名叫“温暖如斯” 的女生
发帖说： “有款女孩若此， 寻找那款
如彼的你”， 自我介绍是： “知识分
子家庭， 小城市， 准小康， 家教良
好。 读大学前， 受儒家思想影响较
大； 到南方后， 又受到些许南方理性
文化的浸染。” 这样的女生， 有自己
明确的追求， 倒追也追得漂亮！
俗话说， “男追女， 隔座山， 女
追男， 隔层纱”。 小萍的男朋友就是
这样追到手的。 进了师范班， 蓦然发
现自己的班上只有一个男生， 关键是
这“班草” 还长得阳光帅气， 女生都
怦然心动， “班草” 一时间成为卧谈
会的“主角”。 还在军训期间， 小萍
就勇敢地表白了， 用她的话来说， 大
家都虎视眈眈呢， 不早下手怎么行。
既要主动追求， 又要不露声色。 天
啊， 这难度和考研属于同一级别的
吧？ 最终， 小萍和男友一起努力， 都
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外国
语学院的学生制作了微电影 《你是我
的唯一》，再现了一个叫孟月迪的小师
妹追求心仪男生的全过程， 一瓶矿泉
水、 一架纸飞机、 一本写满心事的日
记， 终于迎来一次和男生看演出的机
会。师范院校的男生属稀缺资源，如果
恰是优质稀缺资源，女生倒追又何妨？
校长有话： 师范院校的女孩越来

越勇于彰显自己的个性， 这种彰显和
社会需要的契合度越来越高， 只要加
以引导， 就会给她们的生活和学习注
入不竭的动力。

开通“呼叫转移”
拓 出 新 战 场
4年转瞬即逝， 身边依旧单着的
男生不多， 校园“剩女” 们有点不淡
定， 于是乎， 异地恋、 网恋、 隔壁工
科学校的帅哥都成了师范院校女生捕
捉的对象。 甚至， 还有不少人走上
《非诚勿扰》 等相亲节目的舞台。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专业学生小进
住在仙林大学城9号楼， 她的男朋友
在三小时车程外的淮安。 几乎每个
月， 他们都要互相造访一下， 更不用
说每天的“电话粥” 了。 宿舍里4个
女孩3个在恋爱， 其中就有两个异地
恋，她们都认为距离不是问题，有男朋
友总好过孤独和寂寞。而且，异地恋的
好处是不会太腻烦， 还有机会组织同
伴一起出游。只不过，这异地恋的成本
还是有点高， 懂事的他们不想花父母
的钱， 小进的男朋友席开平课外打了
几份“零工”，只为见伊人一面。
一座城市若有一所师范院校， 就
必有一所工科院校， 这就仿佛是麦当
劳和肯德基的关系一样。 所以， 师范
院校的女生和工科院校的男生相恋，
是长久以来的佳话。 上海交通大学和
华东师范大学的新校区只隔着一条马
路， 他们的渊源可谓长久。 在“人人
小站” 上， 去年光棍节前夕， 华师大
社工专业学生组织了“恋爱社会工作
之小组活动”， 华师大、 交大、 同济
等学校的学生参加了联谊活动， 这样
的联谊成就了很多师范女生的梦。
也有女生是 不 折 不 扣 的 功 利 性
“大叔控”。 受一些社会观点的影响，
她们觉得周围的都是毛头小伙子， 这
些“愣头青” 跟“高富帅” 一点也沾
不上边， 她们想明确地以结婚为目的
谈恋爱， “四有 （有房子、 车子、 票
子、 面子） 新人” 才是她们的归宿所
在， 要趁青春年华赶快搞定“优质
男”。 思思是寝室里最美的女生， 在校
园里被男生追捧， 可是她不为所动，
一毕业， 就进入了毕婚模式， 跟着成
功的男士， 远嫁美国。
校长有话： 面对复杂的时代， 育

人者必须帮助师范院校的女生学会判
断和选择， 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择偶
观， 学校要善于向社会、 家庭借力，
构建一个健康的情感教育环境。

爱情不在“服务区”
享受自己的美好时代
还有那么一群人， 她们的爱情模
式是“柏拉图” 式， 尽情享用自在和
快乐。
王静是淮阴师院政管学院的大二
女生， 她有一个咖啡色的小本子， 浪
漫的调调让人以为这是一本爱情笔
记。 可是， 这却是一本她记录宿舍
“四人帮” 趣事的“史志”。 宿舍里4
个成员自诩为“二货”、 “吃货”， 用
自己的方式抱团取暖， 共同在最好的
光阴中成长。 她们说， 以后再也找不
到靠谱的闺蜜了。
王茜是个很有古典气质的女孩，
男生喜欢这样的类型， 但是温柔的她
却是淮阴师院采菊诗社的社长， 是个
强劲的“社会活动霸”。 她把自己的
精力全部投入对古诗词的爱好上， 多
次参加两岸诗词吟诵活动， 赴台湾演
出， 大大小小的事儿一个人搞定。 她
还是不折不扣的“学霸”， 一等奖学
金总是属于她， 把精力放在学习和活
动上， 把爱化作长长短短的吟诵， 她
觉得非常充实。
还有一些女孩， 她们把爱放在心
底， 因为她们爱上的是她们的老师。
风度翩翩、 激情四射， 师范院校的男
老师们在女孩子心底始终是有一席之
地的。 她们喜欢 《男人四十》 里的张
学友， 悄悄地把自己当成清纯的林嘉
欣， 这样的女孩真的不在少数。 她们
喜欢那些许广平嫁给鲁迅、 张兆和嫁
给沈从文的典故， 但是她们默默地把
对老师的暗恋找了一个叫做“欣赏”
的出口， 暗暗关注。
校长有话： 爱情不是大学生生活
的全部，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 优秀
的学业和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更为重
要。 学生们应该学会大爱， 而不拘泥
于“小情”。

争做“最好的女子”
让 爱 闻 香 而 来
日前， 淮阴师院“女大学生形象设
计” 课堂上， 戈丽芳老师几分钟就替一
个女生修完了眉形， “小伙伴们都惊呆
了”， 大家都争着让老师给自己“设计
设计”。 这是该校长期开设的公选课，
有很多女生凌晨频点鼠标只为抢到这节
热门课， 戈老师还公布QQ号， 让大家
随时和她交流爱美话题。
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相继
在新浪微博上开了“随手拍照（拍拍）解
救交大（华师）单身”的账号，吸引了许多
校内及校友粉丝的关注。 江西师范大学
邀请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的嘉宾、江苏
省委党校黄菡教授给女生们开讲座。 北
京师范大学“京师心晴网”专门开通“女
人心理事”栏目，教女大学生如何培养自
己健康的心理素质。 今年3月，武汉汉口
学院还尝试推行“恋爱实名登记制”，要
求恋爱中的学生登记备案， 由专职的辅
导员担当“爱情顾问”，经过一周时间统
计调查，该学院共整理出一份1300余人
的登记表，其中有493人是自愿登记。 虽
然，很多学生认为恋爱是自己的私事儿，
但是学校的真正用意是给恋爱中的学子
一个思想和行动上的引导， 这不失为一
种颇具善意的交流方式。
李开复曾经对女孩说， “必须找到
除了爱情之外， 能够使你用一双脚坚强
地站在大地上的东西。” 敏感、 细心的
师范院校女生， 更需要一个正确的爱情
导师， 而这个责任理应落在高校管理者
肩上， 他们有责任培养“最好的女子”，
让她们散发芳香。
校长有话： 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培
养， 需要注重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应该
为她们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让女生们外
在修炼气质形象， 内在拓展心灵丰富自
我， 从而拥有骄傲的爱情资本。
（校长系江苏淮阴师范学院校长胡
相峰）

画说校园

社团招新推出“梦想车票”
日前， 武汉纺织大学各大学生社团
开始正式招新， 该校社团联合会为招新
推出限量900张的梦想车票。 这张印有
始发站“满怀梦想的你”、 终点站“成
就梦想的社联” 的车票， 车次为
“K1314” ， “责 任 、 激 情 、 奋 斗 、 坚
持” 为车票价格， 车票背面的旅客须知
还配有社团联合会各部门及职能等详细
介绍， 吸引了大批新生关注。
费丹丹 幸小慧 摄

青春酷评

开学季的“堵”堵住了啥
■涂耀威
开学季， 交通“堵” 之抱怨充斥
耳际。 据媒体报道， 9月7日当天， 武
汉有14所高校开学， 有近6万名新生
入学报到， 成为“最堵日”。 思“堵”
之源， 似又不仅仅只是个交通问题。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曾说过， 将
来的人， 由现在的教育来决定， 教育
的品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气
质。
为社会培养健全人格、 独立精神
的人， 是教育最本质的目的。 大学是
社会之“灯塔”， 作为最高层次的教
育， 培养什么样的人， 引领着社会风
气所在。
开学季， 对即将进入大学深造的
青年学子来说， “大学的第一课” 实
际上在自己离家到大学独立报到这一
过程中已经开始。
笔者认为， “大学的第一课” 的
教育关乎社会“将来的人” 的独立精
神和公共意识的培养。
“中国式父母” 是世上最操心的
父母， 为子女呕心沥血， 愿意付出难
以数计的辛劳。 在送孩子入学等细枝
末节上， 依然操心， 并一定要子女听
从安排， 却也让孩子失去了培养“独
立精神” 的最好时机。
“中国式父母” 在 不 同 的 城市 ，
同一日、 同一时间段送孩子上学， 开
学季亦成“堵季”， 为社会所诟病。

新生与校长的下午茶
■通讯员

秦明

喝着红茶， 吃着水果， 日前， 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34名新生， 围坐在
学校读书沙龙活动室一张张圆桌旁，
与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晓静姐” 的中
国科学院院士、 校长郑晓静一起， 畅
谈关于大学的憧憬和梦想。
“您如何看待优势专业和弱势专
业之间的差异？
“我学的这个专业， 学长说一定
要考研， 但也有人建议我， 与其多学
3年知识， 不如增加3年工作经验。 如
何选择？”
确切地说， 这场座谈会更像是一
场“记者招待会”。 学校发展、 学科
建设、 专业方向、 考研就业， 以及大
学生活中衣食住行的诸多细节， 新生
代表向校长发出了连珠炮似的问题。
郑晓静回答问题时， 时而是一位
语重心长的师长， 时而又是一个可以
促膝而谈的朋友。
“老师和学长可以帮助你做人生
规划， 但是最后计划的制定， 你一定
要有自己的选择。”
优势专业、 弱势专业， 对本科生
“
来讲影响不大。 什么弱、 什么强都是
相比较而言的。 把该学的知识学好，
有本事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盲从， 别人的经验、 体会
只能是借鉴、 参考， 一定要学会独立
思考， 做好自己的选择。”
座谈会上， 郑晓静从学会学习、
学会坚守、 学会生活和学会负责任四
个方面， 勉励新生要刻苦学习， 认真
对待大学生活。

杨玉凤

文星月

对于灾区小孩子来说， 心目中的
图书室是什么样子的？ “有一排长长
的图书架， 里面有好多好多分类整齐
的书， 想看什么书了， 到图书架上随
手就能找到。” 雅安市宝兴县陇东镇
中心小学五年级的陈佳佳想象着。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这一切竟然
在新学期的第一天实现了。
原来， 这间修葺一新的图书室是
一份特殊的开学礼物。 是由西南石油
大学校报记者团携手北京宜信公司宜
信志愿者协会， 共同为陇东镇中心小
学带去的。
“今年暑假， 我们前往雅安支教，
了解到陇东镇中心小学的图书室， 没
有桌椅， 缺少书本， 孩子们常常捧着
泛黄的书籍坐在地上阅读。” 校报记

者团成员石亮说， 当时队员就私下商
议， 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 让这里的
孩子有好书读。 于是， 紧张忙碌的募
集工作开始了。
在近两个月时间里， 大家顶着酷
暑， 放弃了大部分休息时间， 全身心
投入到募捐工作中。 最终， 西南石油
大学校报记者团的队员们凭借此前丰
富的公益经历， 以及完善的捐赠方
案， 获得了宜信志愿者协会的回应。
他们表示愿意筹集4万元爱心基金，
由校报记者团的队员们代为执行， 共
同为灾区捐赠一个爱心图书室。
这个消息让校报记者团的队员们
兴奋不已。 他们第一时间与陇东镇中
心小学取得联系， 经过反复商议， 大
家最终敲定了“爱心清单”， 于是便
紧锣密鼓地开始“货比三家”。
定制书架15米， 选购书桌12个、

椅子36张， 挑选书籍上千本……看
着这些烦琐的采购工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 队员们虽觉得辛苦， 心里却感
到由衷高兴。
终于， 一批批的物资陆续驶向陇
东镇中心小学。 搬运、 测量、 固定、
安装、 分类， 经过队员与工人们的共
同努力， 一间漂亮整洁的图书室不负
众望地建成了！
简单庄重的揭牌仪式后， 陇东镇
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涌向图
书室， 准备先睹为快。 “哇， 这里有
太多书了”、 “这本书好看， 我喜欢”
……孩子们一边参观着图书室， 一边
发出惊叹。 在崭新的书架前面， 一个
个小小的身躯， 一张张开心的笑脸，
尽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一瞬间， 屋子里全是翻书的声
音， 他们忘记了身边的一切， 一头扎

进书海中……
看到孩子们如此欢欣雀跃， 陇东镇
中心小学校长舒开伟的眼眶有些湿润，
“感谢这么多关注灾区的爱心人士， 带
来这些雪中送炭的礼物。” 舒开伟说，
“相信孩子们伴着书香成长， 一定会更
有勇气， 更有信心， 更坚强。”
“希望地震带来的伤害早日淡出灾
区小朋友的生活， 希望他们养成爱看
书、 爱学习的好习惯， 希望他们健康、
快乐地长大。” 宜信志愿者协会陈文森
感慨道。
“能够真正地帮助到孩子们，我们就
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西南石油
大学校报记者团成员文星月说， 我们团
队坚持做公益，已经四五年了，从贫困山
区到地震灾区，都有我们的身影。尽管这
条路不好走，但我们还是会继续走下去，
尽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

首先要学会学习。 “大学第一要务
是学习， 这里的学习包括多方面， 最重
要的是要学会学习。” 郑晓静语重心长
地说， “不要埋怨， 唯一能做的是学会
学习。 要通过自学能力的提升， 更全
面、 更深入地汲取知识。”
其次要学会坚守。 “饭菜不可口、
宿舍没空调、 洗澡没热水……不要因为
小事情就把目标忘了， 把理想丢到一
边。” 郑晓静说， 困难也好、 不如意也
好， 都是暂时的， 要学会坚守住自己的
梦想。
再其次要学会生活。 郑晓静说，
“该学会自己拿主意了。 别像橡皮泥一
样， 任人捏来捏去。 要多去体验， 犯点
小错误别太纠结， 摔跟头并不要紧， 因
为摔下去爬起来的过程中， 你会获得很
多。”
最后要学会负责任。 “大学生将来
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所
以要会负责任， 敢负责任， 负好责任。”
郑晓静说。
“以前总觉得校长是大人物， 真没
想她却面对面为我解答问题。” 先进材
料与纳米科技学院的李茜是一名云南姑
娘， 她激动地说， “真心希望将来学校
能有更多的机会， 让学生与学校的领导
面对面交流。”
“相约校长的活动目的是促进学生
和学校间的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 提高
广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让学生积极参
与到校园发展建设中来。” 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校团委书记朱文凯介绍， “这个
活动已经举办了两次。 不过这次我们改
变了形式， 把活动场地从标准会议室改
到读书沙龙活动室， 大家面对面交谈。”

是学长也是“导师”
■通讯员

给灾区孩子的开学礼物

令人费解的是一方面家长抱怨开
学季交通拥堵， 另一方面家长又包办
开学之事、 全家出动、 争相开车送孩
子上学， 使得交通更加拥堵。
美国学者库柏谈到“公共意识”
时说， 并非期望个体必须变得无私并
在行为上完全利他， 但它确实意味
着， 个体有责任既要发现他们自己的
个人利益也要发现社群的利益， 而对
这一社群利益， 他们负有契约性的自
制责任。
可以说， 交通拥堵是城市现代化
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之痛。 在公共交
通和城市设施比较优化的情况下， 多
一点“公共意识”， 努力使用公共交
通， 让孩子独立入学， 似是解决开学
季“堵” 之根本。
不过， 上不上这“大学第一课”，
怎样上这“大学第一课”， 如何上好
这“大学第一课”， 还需要青年学子、
家长、 大学和政府各方面多一点尊
重。
青年 学 子 要 尊 重 自 己 ， 勇 敢 自
信， 相信自己能独立完成报到而不让
家长陪同开学； 家长要尊重孩子， 在
送不送孩子上学方面， 尊重孩子的想
法； 大学要尊重学生， 推进全方位的
网上报到和全面服务， 让迎新不再拥
挤； 政府要尊重教育， 有诚意地推进
政府与学校双方的合作， 主动在开学
季解决拥堵问题上有更多作为， 而不
是由学校自己解决。

学业观察

狄奥

走向社会

■通讯员

星期一

近日每 天 早 上 7： 00、 中 午 11：
00、 下午2： 30， 在武汉长江工商学
院的体育场上， 该校学生会主席、
2011级法学专业学生丁晓轩都会和
法 学 专 业 2013 级 1 班 的 38 名 新 生 见
面， 了解他们的军训情况。 晚上， 他
还会到新生寝室一一查寝， 帮助新生
解决生活和学习上遇到的问题。
“以前， 学长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现在， 我也要这样帮助新学弟、 学妹
了。 ”丁晓轩笑着说道。 他还带领新生
参观校园、 举行军训小联欢、 开班会
等，与新生进行零距离接触，帮助新生
尽快熟悉环境、结识新同学，为即将开
始的学习生活做好铺垫。
每年新生入学前， 该校各学院选
拔一批校学生会、 院学生会、 社团联
合会成员和学生党员， 深入新生的军
训、 学习、 生活中， 并利用QQ群、
微博等新媒体， 帮助新生尽快适应新
环境， 实现角色转变， 明确未来方
向。
新生入学后， 该校各学院选拔一
批优秀学生， 包括各类奖学金获得
者、 学科竞赛获奖者、 优秀学生干

部、 优秀学生党员等， 分专题召开新老
生交流会、 经验分享会、 座谈会等， 让
优秀的高年级学生从不同侧面对新生
进行学习、 生活等方面的指导和经验交
流， 为新生适应大学生活指路导航。
“作为‘过来人’ 的学长， 与新生
有着相似的价值观、 共同的话题和类似
的生活经验， 具有年龄相仿或关注问题
相同等特点， 能够有针对性地引导新生
调整心态， 适应大学的生活环境， 效果
往往好于整体规模化教育。” 该校校长
张金隆说道。
邀请杰出校友回校与新生交流， 对
新生进行榜样引导， 这是该校朋辈辅导
的又一举措。 去年教师节之夜， 该校杰
出校友、 被评为“全国最美乡村教师”
的邓丽， 回到母校为400名新生代表上
了开学第一课，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点
燃了新生树雄心、 立大志和爱校荣校的
激情。
该校党委书记陈伟认为， 同龄人教
育的效果不亚于师长教育， 更能触及学
生内心的实际问题， 新生和老生都会得
到不同程度的成长， 实现新生与老生的
共同进步。 而杰出校友的榜样力量， 对
在校学生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 会激励
在校学生更好地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