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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过情人节

[爱情高消费]]为为浪浪漫漫，，

提早返校陪恋人

很多外地学生已纷纷提
前返校，风尘仆仆地赶来学校
与恋人一起过情人节。一位来
自广西的学生表示，他为了履
行与女朋友的约定——— —— 一
起过情人节，提前返校。“我们
下午就会到市区内互相挑选
礼物，再大吃一顿。”他笑了笑
说。

一所大学的门卫也描述，
前昨两天返校的学生突然猛
增，门口多了很多大学生情侣
进进出出，而昨天校外的送花
使者更是络绎不绝。

据了解，不少情侣缩短寒
假，早早赶回学校过情人节。
大三学生小许坦言，为了过情
人节，还没过完大年初七就回
校，几乎和父母翻了脸。

像小许那样的学生并不
在少数，他们既想在情人节当
天与恋人一起共度甜蜜时光，
也想多陪家人，最后在“两难”
中因不想被嘲笑“老土”而放

弃后者。

[金钱高消费]怕寒酸，

节衣缩食买高价玫瑰

一家花店里，各种各样的
玫瑰、百合、郁金香、天堂鸟
摆满了店内店外。打听了一
下才知道：平日 1元 1支的普
通红玫瑰要价 1 0元，而在情
人节最受欢迎的天堂鸟、蓝
色妖姬则要价每支 8 0 - 1 5 0

元。“生意一向都很好，而且
光顾的大买家往往是一些在
校大学生，他们出手都相当
阔绰，几乎毫不犹豫地指定
要这个、加那个。”店主说，

“像这个由 1 9朵香槟玫瑰组
成 的‘ 情 真 意 切 花 团 ’标 着
2 3 8元，但却很受学生欢迎，
卖得最火爆。”

据悉，不少学生情侣是
“打肿脸蛋充胖子”，怕出手
太轻被别人看不起，宁愿节
前打工、节后吃方便面，也要
过一把情人节的瘾。有的学
生甚至把父母给的买教学参
考书、学习资料的钱挪用到

买“玫瑰花”上，博取“浪漫”
一刻。

[精力高消费]怕“大路

货”，开夜车赶织示爱围巾

尽管平时在女大学生中
难觅传统中国“女红”的踪影，
但一到情人节，为了避免自己
的礼物过于“大路货”，不少女
大学生立即变得心灵手巧，
针、线、画、笔纷纷用上，不惜
熬红双眼，也要为恋人做上一
份原创的、独一无二的礼物。

据悉，很多女学生十分在
意情人节礼物的“含金量”，总
是花尽心思、精力，亲手赶制
一份“特浓装”礼物，如围巾、
毛衣、画件、小家饰、毛娃娃
等。她们往往把这份小礼物看
做“第一要事”，健康、家务、走
亲戚、作业都可暂时放在一
边。由于精力透支，有的女学
生回到学校就大病一场。

[专家提醒 ]超高消费应引

起重视

青少年研究方面的有关

专家认为，多数大学生热衷过
情人节无非想在平淡的生活
多一点乐趣，或借机向自己
爱慕的人表达一点心意。大
学生情人节消费在这个层面
上并无厚非。

“但出现‘不陪亲人陪恋
人、不买教参买玫瑰、不做论
文做礼物’的超高消费现象，
则应引起重视。”这位专家指
出，大部分大学生经济并不
能独立，但他们在爱情上的
投资却与他们的实际可消费
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无
论是金钱、精力和亲情的消
耗上都大大超过了他们所能
承担的负重，直接影响他们
正 常 的 学 习 生 活 和 情 感 生
活。

“因此，社会、学校不是
一味禁止或鼓吹，而是有责
任对年轻人，特别是在校学
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在各方
面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让他
们进行理性消费，度过真正
美好、和谐的一天。”这位专
家建议。

情人节前学生钻典当行

新电脑当来女友钻石项链
据媒体报道，马上情人节

即将到来，很多大学生为了
博女朋友一笑，想尽办法要
给女朋友买个心仪的礼物，
但是哪来这么多钱呢？青岛
有 男 生 拿 着 笔 记 本 电 脑 等
产品来到典当行换取现金，
更有甚者，一名学生拿着 4 0

多克的金项链典当了 1万余
元现金，准备在情人节当天
使用。

“刚刚就走了一个大学
生，当了一个40多克的项链，
要 给 他 女 朋 友 买 情 人 节 礼
物。”青岛市公利典当行的负
责人杜鹃告诉记者，很多人

为 了 给 女 朋 友 买 情 人 节 礼
物，恨不得是什么都拿来典
当。有典当手机的，项链的，
电脑的，照相机摄像机都有。

杜鹃说，前几天因为过
年放假一直没有开门，开门
的当天就一个小伙子拿着一
台笔记本来了。这个小伙子
在青岛中山路某商场，看到
一个打折的18K钻石项链，他
手头没现金，但是半年前买
了台电脑，他就拿它电脑来
典现了 2 5 0 0块钱。当时他非
常高兴，他又买了礼物，又可
以请他女朋友吃饭。

离情人节还有几天时，

还不是高峰期，到离情人节
还有一两天的时候人会特别
多。有时候，还会遇到临时抱
佛脚的。“因为每年都会遇
上，比如说情人节的时候已
经把东西买好了，但是当天
要吃饭啊什么觉得不够了，
也有当天的时候过来抵押借
点钱。”

那大学生是怎么看待这
个问题的呢？

一名男学生表示自己并
不支持典当东西给女友买礼
物这样的做法，他说：“女方
应该体谅一下男方吧，如果
买 个 礼 物 把 很 多 东 西 典 当

了，不值当的，我觉得应该量
力而行吧。”

另外一名女大学生和这
名男同学持相同意见，她认为
这种做法不能理解也不能支
持，有很多礼物是可以不用钱
买的。

其实感情并不是用金钱换
来的，如果能用金钱换来的那
不算感情，大学生如果真想给
自己的女朋友买点东西作为纪
念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可以打
工赚个外快，还可以带着女朋
友到海边散散步，其实更浪漫。

浪漫的“情人节”又一次来

临，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温馨的

气息。双双对对中，大学生的身

影占了不小比例。然而为了营造

甜美的一刻，大学生们往往不惜

超高消费。专家提醒，大学生不

要盲目崇拜洋节，“购买”浪漫也

要理性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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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校开学时间

校园快讯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3月1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月13日
青岛大学 3月2日
青岛科技大学 2月20日
青岛农业大学 2月27日
山东科技大学 2月20日
青岛理工大学 2月27日

北京
北京大学 2月13日
清华大学 2月20日
北京理工大学 2月25日
中央财经大学 2月20日
北京邮电大学 2月12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月20日
北京工业大学 2月20日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2月13日
复旦大学 2月27日
同济大学 2月20日
华东师范大学 2月13日

天津
天津大学 2月25日
南开大学 2月20日

重庆
重庆大学 2月20日
西南大学 2月20日

安徽
安徽大学 2月9日
安徽理工大学 2月13日

福建
厦门大学 2月13日
华侨大学 2月13日

甘肃
兰州大学 2月20日
广东

中山大学 2月20日
华南理工大学 2月20日

贵州
贵州大学 2月27日

海南
海南大学 2月20日

河南
河南理工大学 2月20日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2月21日
湖北

武汉大学 2月13日
华中科技大学 2月12日

湖南
中南大学 2月20日
湘潭大学 2月20日

吉林
东北电力大学 2月27日

江苏
南京大学 2月13日
东南大学 2月20日
南京师范大学 2月10日
南京林业大学 2月13日
南京工程学院 3月15日

江西
南昌大学 2月13日

辽宁
东北大学 2月27日
大连理工大学 2月13日
辽宁大学 2月27日
沈阳工业大学 2月27日
辽宁中医药大学 2月27日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2月20日

山东
山东大学 2月13日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2月20日

四川
四川大学 2月13日

云南
云南大学 2月22日

浙江
浙江大学 2月13日

备注：
信息来源：各高校校历，咨询在校同学

2012年春节后，中小学已陆续开学，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全国部分大学的开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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