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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红满台阶绿满枝。正逢国际劳动妇女节，我们把目光投向校园中颇为特殊的群体：女教师创
客。她们，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学校，传道授业，在商海，巾帼不让须眉。在“双创”的时代背景下，越
来越多的女性正走上以往由男性主导的创业舞台。创业圈的“她时代”迎面走来。

假期过后，新学期来临了。
开学第一课，学校教室里坐得满
满的，大部分的学生都在认真听
课。但是也有少部分学生表示，
返校后因不适应学校按部就班的
学习和生活，出现了厌学、上课
犯困走神，情绪低落、焦虑、不
稳定，头晕、提不起劲等现象，
患上了“开学综合征”。对于如
何远离“开学综合征”，长沙理
工大学师生们各有妙招。

“开学综合征”的成因

假期里，没了老师语重心长
的教导，也没了大量的即时作
业，部分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积
极性，以“假期还很长，晚点再
学”为借口，流连在游戏、小说
中，在学校养成的学习习惯被破
坏，即使开学了也恢复不过来。

“在家时比较自在，即使明
知自己成绩不好，但是主观上仍
然逃避学习不愿主动看书。每天
睡到自然醒，聚会、逛街、看电
视⋯⋯假期一天天过去，开学后
才发现已经很难投入到学习之
中。”该校计通学院学生李博直
言不讳地说。

该校水利学院学生肖雨嫣认
为，“厌学症”的产生还有更深
层次的原因。经历了从小学到高
中十几年的学习，同学们极易产
生心里疲倦，进入大学之后面对
不同的学习模式，容易迷茫进而
产生懒惰、厌学等情绪。有的同
学学习目的不明确也是厌学的原
因之一。“开学综合征”的产生
不仅有假期的原因，也是同学们
在过去长期的学习生活中积累的
负面因素的集中表现。

该校土建学院学生蒋林认为
社会环境也是造成“开学综合
征”的重要原因，在商品经济大
潮冲击下，社会大环境对学生产
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有的
同学在假期热衷于兼职或创业而
忽视了学习。

学生：应对各有妙招

调查中发现，有“开学综合
征”的学生还是少数，大部分学
生还是能很快地投入新的学习生
活中去。

该校文法学院学生吴旺在放
假之前就已经做好完成 8 篇文
章、看完 9 本书的假期计划。假
期里，她根据自己的计划，有时
去图书馆看书写文章，有时在家
中完成学习。“在图书馆的人还
是很多，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
少。”虽然计划只完成了一半，
却让她成功远离了“开学综合
征”。

已经大四的交通学院学生李
柱表示自己在每年的假期里都收
获很多，根本不会有“开学综合

征”的困扰。大一的假期他去做
销售，去了省内多个高校，学习
到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经验；大二
时他到了山中一座古寺生活了一
段时间，感觉那也是一种人生经
历；大三时他报了考研补习班，
最后成功通过研究生考试。今年
的 寒 假 他 选 择 了 留 校 ， 他 说 ：

“学校里的学习氛围要好一些。
留校的同学相互激励，自然也就
不会厌学了，反而会更有动力。”

其他学校学生对于远离“开
学综合征”也有妙招。湖南师范
大学 14 级编辑专业学生单均昊
也有自己的办法———找自己喜
欢的事做，然后养成习惯。“我
之所以在假期仍然坚持背单词，
是因为我已经坚持了 272 天，养
成 了 习 惯 。” 她 喜 欢 上 午 背 单
词，不断加强的记忆让她成就感
倍增。在空洞的假期找自己感兴
趣的事做，养成习惯，避免假期
成为学习的空洞期，“开学综合
征”自然就离得远远的。

老师：对“征”下药

适度的休息是必要的，如何
在身体放松的同时保持学习的

“ 不 停 产 ”， 远 离 “ 开 学 综 合
征”，学校的老师也提出了诸多
建设性意见。

“其实，有的同学在假期放
纵自己是因为对自己的人生没有
目标和方向，抱着得过且过的心
态去面对学习。”该校土建学院
14级辅导员李娟谈及了一些规避

“厌学症”的方法。“首先，我们
要对自己及所学专业充满信心，
从心理层面接受自己的学生身份
和学习能力。然后，多进行心理
暗示，告诉自己，‘我很喜欢学
习！’最后，想象自己学习成功
后的情景，这样有利于激发学习
兴趣。”

对于怎样让“开学综合征”
远离我们，该校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教师郑纯建议：“开学之
初，可适当参加一些学校的活
动，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适当
放慢学习进度并降低学习强度；
开学一周内，应确立本学期的新
目标，目标要切实可行，以期对
自己起到激励的作用，才能以精
神饱满的状态迈进新学期；根据
课表，制定一份科学合理的学习
计划和作息时间表，帮助调整心
态；多和其他同学交流学校里的
趣事，无论从行动上还是心理上
都应尽快地融入到校园生活中
来。”

如何走出“开学综合征”？
通讯员 娄新月

校园观察

特别报道

大学女教师开启创客“她时代”
通讯员 丁姗 赵宝巾 周维维

在三尺讲台上，她是谈笑风生、
循循善诱的大学教授；而在纳米技术
高科技公司，她又是沉稳干练、运筹
帷幄的企业家。

在苏州大学科技园的江苏纳盾科
技有限公司，我们见到了公司董事
长、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教
授郑敏。一头干练的中短发，身着一
袭修身长裙，很难想象这个衣着时
尚、妆容精致的女企业家，竟是一位
有着数十项发明专利的科研教授。

谈到自己的创业故事，郑敏说，
一切源于她 2009 年带领学生参加第
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
当时，一心从事科研的她将目标瞄准
了纳米染整技术，她带领学生科研团

队发现，采用纳米染整技术处理的丝
巾意外治愈了一名女学生脖子上的红
肿，而经过处理的袜子则有着抗脚气
的惊人效果。凭借“丝织物原位纳米
生态染色及功能整理”项目，郑敏指
导的学生团队在“挑战杯”中顺利夺
得特等奖。

郑敏说，“挑战杯”奖项给她带
来的不仅仅是荣誉，更多的是社会责
任。让她下定决心创业的是一件小
事。那是她为敬老院老人捐赠纳米止
痒内衣后不久，一对 70 多岁的老夫
妇气喘吁吁地找到实验室，询问哪儿
有止痒内衣卖。“看到老人们迫切的
眼神，我感到单纯靠捐赠根本无法满
足大众需求，干脆开个公司吧！”

从高校教师到女企业家，在郑敏
看来，教书、科研、做企业三者是一
种完美融合。“选择、坚持、机会”
是郑敏的创业心得。她坦言，像大多
数科技创业者一样，在创业最初也面
临着除了技术缺一切的窘况，但自己
更愿意以乐观的心态笑对创业路。

如今，郑敏创办的纳盾公司一步
步克服了资金、人才等问题。除了
提供技术对接服务外，还开设了微信
体验店并完全由学生自主经营，让学
生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让学生尊重科学才有可能
喜欢这个领域；还要有务实的态度，
少点急躁，才能沉下心来做事。”郑
敏说。

选择创业就是选择压力

巫江是西北师大商学院的创业导
师，在课堂上，她是一名尽职尽责的
副教授；在公司里，她是一位实实在
在的好老板。

10年来，她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
网络创业。这个创业梦，源于一次下
乡调研时的“心痛”：“有一年秋天，
我在甘肃秦安调研时，恰逢连日大
雨。抹着眼泪的桃农，坐在漫山遍野
的蜜桃林里，眼睁睁看着熟透的桃子
慢慢腐烂。”

“ 桃 农 太 苦 了 ， 一 定 要 帮 帮 他
们。”回兰州后，巫江就着手筹划了
秦安蜜桃网。“这个网络平台既能让
农民受益，也是创业的好方向。”

2007 年，巫江组建了工作室，
开始带领学生创业。“那个时候，农

村电商还没有被当地认可和看好。在
校期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毕
业后都选择了离开。”

但是，这并没有让她放弃创业梦
想。巫江把创业和教学结合起来，她
要自己培养创业团队——社会招聘虽
然很便捷，但学生更需要创业平台。

她大胆进行了教学创新，在主讲
的 《电子商务与网络创业》 课程中，
积极引导学生开设网店，学习电子商
务技能。同时，担任学校创业导师，
通过举办“农村大学生创业就业训练
营”，引导学生利用假期开展面向农
村的互联网应用普及培训。

今天，她的学生有些成为了企业
的技术和营销骨干，更多的人通过电
商自主创业。巫江多年的坚持，得到

了农民们的认可。她也被聘为甘肃省
首批“双创”导师，承担起了电子商
务培训和相关咨询任务。

2014 年，巫江决定自主投资创
业，带领学生创办了甘肃新航程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首个区
域站群式农业电子商务平台，他们
精心打造了包括“甘肃林果网”等
四个全新网站的甘肃特色农业电子
商务平台。

“公司就是我的延伸课堂。选择
了创业，就必须全力以赴。” 10 年
不“断网”，巫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
自己的能力：“我们企业的员工，全
部是我的毕业生。我希望自己的创业
能变成一种责任，为西部打开农村电
商的那扇门。”

打开农村电商那扇门

从一位“粉 （笔） 末”登场的大
学老师到今天折腾能“造”的“青岛
十佳创客明星”，这样的变身，笑起
来还有点羞涩的她之前从没想过，但
回忆起来也绝非偶然。

2008 年，作为青岛农业大学的
一名园林规划设计教师，李彦华敏感
地意识到了自己专业独特的“市场需
求”。当时，各类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红红火火地
建设起来，与这种热闹相伴随的是投
资者对园区科学规划的“摸不着头
脑”。

“现代农业生态园，绝不是简单
建好园子往里种植就行了，而是必须
在园区建设之初就进行科学合理的规
划设计。”瞄准市场需求后，李彦华

和其他老师一起创建了“青岛天绘农
大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利用
业余时间从事农业园区的规划设计。

设计农业园区，接触最多的就是
生态农业这些产业领域热得烫手的新
词汇。时间长了，这些概念就在李彦
华的大脑里生了根。“我没事就想怎
么把都市型现代农业技术和我的景观
设计联系起来，把园区搬到家里，营
建集观赏、采摘、食用等功能于一体
的景观智能型阳台园艺模式。”

作为观赏园艺专业的博士，李彦
华知道，园艺的概念远不仅限于观
赏。“我期待的阳台，不仅是一个观
赏的花园，而是‘田园’。”

阳台田园？对！李彦华的二次创
业像“二踢脚”一样，在原有基础上

再次炸开了花。
创新不止于此，李彦华还有更大

胆的想法。阳台可以垂直栽植，但毕
竟空间较小，那为什么客厅、餐厅不
可以呢？从墙上摘下香菜，清洗一下
就可以变成美味。从墙上剪下韭菜，
就能做出新鲜的饺子！

作为一位成功实现两次创业的大
学女教师，李彦华觉得，高校科研人
员创业最难的就是敢于摒弃教师的思
维桎梏，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设计出
新型商业模式，将研究成果和设想推
向社会，从而打开市场大门。“谁不
想把自己论文上的东西变成看得见、
摸得着的现实呢？这个美好的夙愿，
正是这个‘万众创新’的时代，提供
了最好的土壤。”

编织都市人的“田园美梦”

3月7日是被众多大学生称为“女生
节”的日子，这一中国原创节日颇受大学
生亲睐并广泛活跃在高校中。许多高校
或组织借助女生节之际创新校园文化建
设，纷纷推陈出新，比创意、拼心意，力求
让女生度过有意义的一天。

送福袋 集五福

春晚“集五福，抢红包”活动余温未
退，江西理工大学“三七”女生节又将

“福”卡玩出新高度，推出女生节福卡，女
王福、公主福、学霸福、吃货福、美人福，
集齐“五福”便可召唤男神，实现女生节
愿望。

当天，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
发起了“女生节”送福袋活动，并举办了

“女生安全知识竞赛”“女生生理健康讲
座”，竞赛中得分 90 以上的女生均有一
次“抽福袋”机会。福袋中随机装有“女
王福”“公主福”“学霸福”等福卡，以及红
包、兑换券等，每张福卡都有对应的福
利。参与者可自愿交换或组合福卡，在规
定的时间内集齐五福者，可选择心中“男
神”，实现自己女生节心愿。各种福袋的
出现，只为博女生一笑，可谓是费尽心思。

“女生节”不只一天

不同于其他校园活动，南京师范大
学金陵女子学院的“女生节”可谓“旷日

持久”，今年的“女生节”一直从 3
月 7 日持续至 6 月 15 日。由健

美大赛、百科知识竞赛、生活
技能大赛等活动组成。金陵

女子学院团委副书记冯宁说：“决赛有多
种形式，往年的水果拼盘、变废为宝等，
主要是锻炼动手能力，现在还会增加烘
焙、插花、DIY 服饰等新鲜元素，吸引更
多人。”

“女生节”举办的种种活动并非心血
来潮，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冯宁介绍：

“有些活动我们年前就开始想了。我们
期望女大学生既有科学精神又有生活情
趣，所有活动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闺
蜜默契大考验”“丝袜花制作”还有预热
版“知识竞答”，学生们甚至还引入了《奔
跑吧，兄弟》中让人闻之变色的“小竹笋”
指压板！学校于今年起还将为在“女生
节”等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女大学生颁发

“女大学生素质证书”。

寻找最美笑脸

“笑容是最美的风景，为迎接女生
节，传递幸福，传递温暖，传递正能量，学
校特此展开了一次‘寻找女生最美笑脸’
活动。”武昌理工学院活动负责人彭希祥
介绍说，希望这个活动能为女生节增添
一些更美的记忆，让整个校园充满温馨
和幸福。活动主办方将选择部分优秀照
片公示在校园网站或者在官方微博和官
方微信平台上发布，最终将投票产生该
校 “十大女生最美笑脸”。

“健康人生，用心把握”，在女生节来
临之际，该校学生会女生部策划开展了
女生心理及心理健康为主题的讲座。活
动邀请心理健康专业教师为女生们讲解
女生生理变化、健康常识、如何预防疾

病、自身防范等身体健康知识以及女生
心理健康等知识。该校学生会女生部部
长邹佳谕介绍说：“活动主要为进一步增
强女生自我保健意识，培养良好的心理
素质，使学校女生更能认识自我，关爱自
我。”

心愿墙展诚意

“北区月老红绳牵线，南区满墙梅花
绽现”。说的正是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南
北区经过精心装饰之后的心愿墙。早在
二月底，嘉园里的心愿墙就已经布置完
毕，墙边放着供女生许愿的便利贴。心
愿墙上贴满了女生的愿望：“想要零食大
礼 包 ”“ 帮 我 拿 快 递 ”“ 求 学 霸 教 高
数”⋯⋯今年除了实体心愿墙，贴心的学
生会还准备了电子版的心愿墙，女生们
用手机就可以许愿，并且能够实时看到
愿望的动态。男生们则可以通过“摘下
心愿”来获取女生的联系方式，实现女生
的愿望。与此同时，电子版心愿墙还设
置了聊天室，供学生互相聊天以及认识
新朋友。

学校每年最受瞩目的女生节活动非
凌云楼亮灯莫属。在女生节这天，住在
凌云园区的“嘉人”们会根据提前拿到的

“亮灯指示条”上的时间进行开关灯，用
灯光拼出各种不同的图样，制造一年一
次的灯光盛景。

遇见更好的自己

“防身术、美妆、刺绣、插花⋯..”为活
跃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广大女生更多地

关注自身的道德素养、文化内涵、心理健
康、独立意识等综合素质的提升。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开展名为“遇
见更好的自己”的主题活动。针对正值青
春年华的女大学生对美的追求渴望强烈，
但对追求美的方式不是了解，甚至盲目追
求，特别是大一大二的新生。学院特意邀
请专业的化妆师给女生们教授化妆技巧
和护理知识。并为参与活动的女生们挑
选事先准备好的旗袍，用最合适的妆容和
服饰展现出每位女生独特的魅力。

女神修炼手册

“文史淑女才情高，理工学霸更女
神”。提到理工科女生，你是否还停留在
黑眼镜框、白大褂、砖头著作、试管瓶的
画面中。沈阳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
学霸女神说：“我们不是这样的！”脱下白
大褂，理科学霸一样裙裾摇曳，长发飘
飘，少一丝脂粉气，多一分质朴心。穿上
白大褂，女学霸们依旧是科学的使者，居
里夫人的继承者。贴出成绩单，国家奖
学金的烫金证书与学霸女生当真是“人
面桃花相映红”。“学霸真女神”的活动以
榜样的力量宣扬了“以学为本，全面发
展”的新时代校园女生价值观。

该校生命科学学院书记于世明表
示：“在娱乐至上的今天，过度包装不仅
妖魔化了‘女神’本来的含义，更是扭曲
了‘女神’作为女性榜样传递正能量的积
极作用。成为女神，是鼓励我们的校园
女生在‘修炼’的过程中，健全心智，增长
才干，自立自强，收获幸福。”

女生节，遇见最好的自己
通讯员 华瑜 夏博书 赵文轩

3 月 7 日，江西理工大学推出女生节福卡，女王福、公主福、
学霸福、吃货福、美人福，集齐“五福”后便可召唤男神，实现女
生节愿望。 朱美金 供图

郑敏在实验室

巫江在农村调研

李彦华在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