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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期待恋爱 “良药”

段鑫星介绍 ， 最初为学生开设
《恋爱心理学》 课程基于两个原因。 一
方面是了解到多起与恋爱出现问题导
致的极端恶性事件， 另一方面， 段鑫
星曾在全国数百所高校开展大学生心
理健康讲座及调查， 发现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情感关系。

李梓超和女朋友恋爱两年多， 两
人是福建一所高校的同班同学。 刚在
一起两个多月时， 他们一起选修了恋
爱心理课。 刚谈恋爱时， 李梓超常常
因为感到被 “冷落” 而难过。 热恋期
里， 他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和女友在一
起， 但女朋友在学生社团工作， 有时
会和共事的朋友聚餐。 “我那时候占
有欲特别强， 远远看着她和别人一起
玩儿得那么高兴， 就觉得难受， 总希
望她能把更多时间留给我。” 两人有时
候会因此冷战、 吵架。 选择恋爱心理
课， 和他很想学习怎样维护好两个人
的感情有很大关系。

两年前， 就读于天津大学的龙雨
涵告别了一段异地恋。 高考结束后两
人走到了一起 ， 大学里却成了异地 。
在学校里， 看着别的情侣手拉手、 一
起吃饭， 龙雨涵也想男朋友陪在自己
身边。 “心里难受的时候就容易吵架，
而且也不想主动表露是为什么。”

空间的阻隔让原本清晰的问题云
山雾罩。 一个假期前夕，男朋友到龙雨
涵附近的城市参加活动，本想顺路一起
回家，但他又临时有了别的安排。 在要
不要去临时安排的活动上，两人产生了
分歧，“后来我就不想跟他说这件事，拒
绝沟通，最后因此分手了。 ”

上学期， 她选了学校的恋爱课，一
门课上下来，龙雨涵总结，解决情侣间
的问题，大部分围绕着“沟通”两个字。
听到老师的分析， 仔细回想了那段感
情，她“现在觉得当时如果为对方多考
虑一些，结局可能会更好”。

恋爱课应该怎样开

恋爱课的课程内容和龙雨涵想象

中不太一样。 她本以为老师会讲追求
和恋爱的技巧， 但事实上， 这门课主
要教大家怎样和对方相处、 怎样调节
心态。 “不同的相处方式讲得很全面，
异地恋、 姐弟恋、 年纪跨度很大的恋
爱， 老师都会讲到。”

李梓超则觉得， 他的烦恼在恋爱
课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答。 老师在
课上提到， 感觉自己被对方冷落是人
之常情， 不用因此感到难为情， 正视
自己心态的同时 ， 和对方好好沟通 ，
也学会给对方空间。 这样的心理引导，
让李梓超觉得很受用。

段鑫星用 “百货药店” 形容学生
对 《恋爱心理学》 课程的印象， “每
个进入课程的学生都像前来抓药的病
人。 有的人需要失恋疗伤药方， 有的
人需要表白药方， 有的人需要恋爱启
蒙药方， 又或者有人抱着好奇心走进
来看看 。 每个人走进这家百货店时 ，
都抱有不同的目的， 但最终他们都在
这堂课上找到了自己想要的 ‘商品’”。

林远的爱情没能撑到疫情结束 。
半年的时间里， 他和女朋友无法回到
学校所在的天津， 没有见过一面， 今
年6月， 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从两个人
突然变成一个人， 林远觉得生活缺了
一块。 分手前的一个学期， 林远刚上
过学校的恋爱心理课， 课上专门有一
个章节， 教学生怎样走出失恋的阴影。

林远觉得这段学习是有必要的 。
难过的时候， 他会自己告诉自己， 恋
爱也好， 失恋也好， 都是人生中宝贵
的成长经历， 经历得越多， 心智就越
成熟。

段鑫星认为， 恋爱相关课程应该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认识两
性差异， 同时了解恋爱的本质。 “恋
爱的本质即亲密关系， 属于社会关系
的范畴， 但并不局限于两个人的关系。
情感的触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渗
透着我们的价值观、 背景、 当前状态
等多方面因素。”

大学生向往 “志同道合” 的爱情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 在参与调查

的大学生中， 有55.54%认为帮助青年
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是恋爱课最重要的
意义。 其次是帮助青年解决恋爱中的
实际问题 （24.90%）、 帮青年提升沟通
力 （8.37% ） 、 帮助青年人找到爱情
（4.47%）。

李梓超眼中理想的爱情， 是两个
人兴趣相投、 一起努力奋斗的。 在和
女朋友的相处中， 李梓超能看到两个
人美好的未来。 他们开始为共同的未
来作规划， “想一起考研， 我俩经常
一起去图书馆， 虽然考上同一个学校
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希望能一起朝着
更好的方向努力。”

“如果一段爱情， 让你变得自我
怀疑、 犹豫不决， 负性情绪多于正性
情绪的时候， 你需要理性思考爱情的
去向。 好的爱情一定会让彼此变得更
好 ， 它会让胆怯的人变得自信阳光 ，
它会让你感到舒适、 放松、 自由。” 段
鑫星说。

在 “家国同心， 贡享美好” 寻找
青年眼中的爱情系列活动寻找到的爱
情故事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才权， 在疫情最严
峻的时候被国家紧急救援队征召， 驰
援武汉方舱医院， 并且创新性地使用
YY语音直播， 给方舱医院和全网的患
者、 观众解答各种问题。 远在辽宁沈
阳的妻子季海音也是一名医生， 两人
大学本科就在一起 ， 研究生毕业后 ，
江苏人才权为了家在本地的季海音留
在沈阳。

疫情期间， 才权支援武汉， 季海
音在沈阳工作、 照顾两个孩子。 尽管
相隔千里， 但在才权直播间， 她是每
天 “蹲守” 丈夫直播的忠实粉丝， 还
经常帮着丈夫解答患者的问题。 在他
们眼里， 国家平安， 小家才能幸福。

在段鑫星看来， “情投意合， 志
同道合” 是美好爱情的模样。 她建议
大学生在恋爱中多一些理性， 学会在
人群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根据受访者要求， 文中被采访
学生均为化名）

摘自 《中国青年报》

近近九九成成大大学学生生
支支持持学学校校开开设设恋恋爱爱课课

“4.8分，满分5分。 ”说起大一选修的网课《恋爱心理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大三学生吕男男给
出了高分。 目前正处于恋爱状态的她笑称，最初选课的时候还是单身状态，抱着“通过学习，找到
爱情”的心态选择了这门课。 在课程中，她了解两性差异，了解恋人应当如何相处，“最重要的是
学习这门课后，更好地树立了恋爱信心”。

据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恋爱心理学》课程主讲人段鑫星介绍，全
国多所高校已开设“恋爱心理”相关课程。 “课程名字可能有所不同，比如《恋爱心理学》《人生幸
福课》等。 ”

近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1028名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88.23%的大学生支
持大学开设恋爱课。

江西赣州：
“扶贫车间”助脱贫

近年来， 江西省赣州市因地制宜、
因村施策，通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创办
扶贫车间，鼓励服装纺织、家具制造等
劳动密集型企业创办扶贫车间，帮助有
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但家有老人和小
孩无法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实现家门口
就业。截至今年8月，全市共有扶贫车间
1100余家，吸纳贫困人口务工数超一万
余人。

■看天下

湖北武汉：
歌剧《天使日记》首演

近日，大型民族歌剧《天使日记》在
武汉琴台大剧院首演。该剧通过讲述白
衣天使的战“疫”故事，弘扬“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
共”的抗疫精神。 歌剧《天使日记》聚焦
抗疫最前线的普通护士、医生和他们的
亲人，塑造了以“兰之念”“方医生”“黄
鹤”等为代表的曾为湖北抗疫拼搏奉献
的医护人员形象， 讴歌了堪当重任的
“90后”“00后”医护群体，展示白衣天使
向死而生、逆行出征的感人事迹。

贵州丹寨：
“非遗周”上秀非遗

近日，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丹寨县万达小镇举行的中国丹
寨非遗周上， 来自贵州省内众多非遗
传承人集中展示非遗技艺和展品。 图
为非遗传承人在展示布依族服饰的制
作过程。

宁夏农垦：
供港蔬菜迎丰收

近日， 宁夏农垦连湖农场供港蔬
菜基地数千亩供港蔬菜迎来秋季丰收，
来自云南、 贵州等地的采摘工忙碌在
田间地头， 采摘蔬菜。 宁夏农垦连湖
农场大力发展供港蔬菜生产基地建设，
目前供港蔬菜种植面积5600亩， 年产
各类蔬菜3万多吨。

学学怎怎样样追追寻寻爱爱情情，，也也要要学学怎怎么么经经营营爱爱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