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D

A C

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徐雪亮 / 美编 张江 / 校对 黄文波 A3焦点

课程的火爆体现出大学
生 们 对 婚 恋 教 育 的 需 求 。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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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如何解决恋爱中
的矛盾和分歧、如何面对感情
的结束是大学生最希望在恋
爱课上学习的内容。

“我支持在大学开设恋爱
课，这样就可以学到有关恋爱
方面的知识，比如心理学、人
际交往技巧等。”正在恋爱中
的广州某高校余星同学说，

“‘甜甜的恋爱’往往伴随着
‘淡淡的忧伤’，交往中难免会
遇到矛盾摩擦，如果两个人都
任由情绪发展，而又不知道如
何正确处理的话，会导致双方
在恋爱关系中受到伤害，最终
走向分手。恋爱课或许能教

会我们如何正确处理情绪问
题。”

“我觉得应该开恋爱课，
现在不少年轻人既不知道什
么是爱情，也不懂得如何表达
爱。”目前正在上大一的广州
某高校林烨同学说，而且部分
人因为被各种自媒体营销号

“洗脑”，对恋爱对象的追求标
准和期望值过高，相关课程可
以给予青年学生正确的婚恋
引导。

但也有一些同学认为，当
恋爱变成一门“课程”后，恋爱
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

目前就读于广州某高校
的张琦虽然很希望谈恋爱，但
现阶段还是更希望专注于学
业。他说：“大学课程任务本
来就不轻松，再多加一门课
程，课业压力就更重了，万一
拿不到好成绩还会影响绩点，

所以我不支持。”
而目前还不想谈恋爱的

小来同学认为：“我觉得没必
要通过课程改变大家的恋爱
观。爱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很主观的，不能通过所谓客观
的知识输送给大家。”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同
学认为，开设恋爱课本身是
好事，但并不是所有老师都
适合开课，不合适的授课恐
怕会“帮倒忙”。“我觉得如
何确定教师资质、教学目的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他
学科的老师可能在做相关
领域的研究，而恋爱课的老
师能怎么做研究呢？如何
知道授课老师是否适合开
这门课呢？并且我感觉在
恋爱关系中没有绝对的对
错，很难讲清楚。”另一名张
同学这样说。

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
价格月度报告显示，2022年 4
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下降城市个数
增加，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呈降势、同
比继续走低。就环比变化来
看，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略涨，二三线城市环比
下降。其中，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城市分别有47个和 50个，比
上月分别增加9个和5个。

“当下 70 个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扩
大，显示出开发商继续打折促
销，也显示出目前居民购房意
愿较低。”李宇嘉说。

那么，多地出台与生育挂
钩的楼市新政能否增强居民
的购房意愿？多位受访专家

表示，该新政能满足部分家庭
因人口增长而产生的改善型
住房需求，但改善型住房产品
意味着总价相对较高，而有能
力购买的多孩家庭占少数。

肖文晓表示，与生育挂
钩的购房政策仅是此轮楼市
调控“组合拳”中的重要一
环，还有更多的如优化人才
购房、房贷利率调整、首套房
资格认定、增值税征免年限
调整等政策，这些新政叠加
起来才能真正调动居民买房
需求，达到暖市效果。预计
暖市政策的集中出台将对 5
月下半月及 6 月份的市场复
苏带来帮助。

黄韬表示：“近期市场成
交已有稳定的迹象，在持续宽
松的政策气氛下，购房者关注
度也有所上升，预计下半年成
交量会比较理想。”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炜伦

全国近20个城市出台与
生育挂钩的楼市政策，专家认
为，政策能满足部分多孩家庭
改善型住房需求

近期，全国各地推出楼市松绑政
策，从政策层面展现出“稳楼市”的定
力与决心。此轮楼市调控中，多项
“因城施策”新政与生育挂钩，“多生

孩子可多买房”成为大众热议话题。
据羊城晚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4月下旬

至5月17日，浙江杭州、广东东莞、江苏南京、湖
南衡阳、四川自贡、江西上饶等近20个城市出台
了与生育政策相关的楼市新政，内容涉及购房补
贴、优化限购政策、调整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等。
业内专家认为，住房政策与生育挂钩能满足部分
家庭因人口增长而产生的改善型住房需求。

婚恋困惑导致
初婚年龄推迟

高校婚恋教育课能帮
年轻人群“更懂爱”吗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陈亮 实习生 卢超情

日前，全国多地
民 政 部 门 公 布 了
2021 年婚姻登记数
据。数据显示，初婚

平均年龄普遍推迟。有专家表
示，年轻人群对婚恋的困惑是导
致初婚平均年龄推迟的重要原因
之一，年轻人的婚恋困惑已经成
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青年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晓冰认
为，可以将婚恋教育纳入中高等
院校教育体系，降低年轻人对婚
姻的困惑甚至恐惧，引导年轻人
树立健康婚恋观。全国政协委
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广州
市委会主委于欣伟也认为，良好
的婚恋教育课程对于改善当前结
婚率逐年下降等社会问题，能起
到积极的正面教育作用。

目前已有部分高校开设了婚
恋教育课。这些婚恋教育课能否
帮助学生们“更懂爱”？学生们对
婚恋教育课的态度如何？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和师生。

“当前，我国大学生的婚
恋情感教育缺失，对感情和性
的认识还停留在生理卫生知
识层面，在面对感情和恋爱挫
折时，容易偏激失控甚至做出
极端行为。”于欣伟长期以来
一直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她呼吁，应当构建和完善高校
婚恋价值体系，将婚恋教育设
为高校学生必修课。

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开设
了婚恋教育课，课程多以专题
讲座或者选修形式出现。早
在 2013 年，华东师范大学就
开设了一门名为《婚姻与爱
情》的选修课，课程设定84人
上课，实际报名接近 500 人；
2015 年，郑州师范学院开设
了一门“爱情心理学”的选修
课，开课即被报满；2016 年，

天津大学名为“恋爱学理论与
实践”的恋爱课程正式开讲，
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武汉
大学自 2012 年开设的一门

“恋爱必修课”，至今仍是学校
的“爆款”选修课……

在广东，也有一些高校开
设了恋爱课程。例如，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开设了《爱情心理
学》课。岭南师范学院在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中开设婚
恋专题讲座和婚恋选修课，该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还
通过公众号推送婚恋教育方
面的文章，为学生的恋爱困扰
提供咨询服务。

恋爱网课的关注度也颇
高。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开设的“恋爱心理学”选
修课在慕课平台上点击量超

百万次；武汉理工大学老师
张晓文将她的“爱情心理学”
课程放到慕课平台后，选课
人 数 接 近 两 万 人 次 ；2018
年-2020 年，华南师范大学
副教授陈启山主讲的《爱情
心理学》不定期上线网络平
台，课程广受好评。

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沈奕斐副教授也曾
开过一个讲座，题为《为什么
脱单这么难—社会学视角下
的热恋与冷婚》。这个不到
100 分钟的讲座被制作成视
频上传到网上后，收获上百
万的点击量。有网友评论

“讲得太好了”“我就是为了
来听知识的，脱不脱单不重
要”“要是早点看到这个视频
就好了”等。

“婚恋观的形成是一个系
统工程，是多方面互动形成
的。”暨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中心主任张将星表示，用教育
学的观点来看，影响个体婚恋
观的形成有三大因素：生理因
素、环境因素和个体主观能动
性。如果想要培养学生正确
的恋爱观，多系统共建的教育
体系是必需的。

“目前大学生基本没有接
受系统、全面的婚恋教育。一
些大学生受到情感问题的困
扰，产生的后果也较严重，轻则

荒废学业和前途，重则可能违
法犯罪。”于欣伟表示，希望高
校开设婚恋课传授给大学生选
择对象、夫妻相处、生儿育女等
系统的婚恋知识，培育他们正
确的爱情婚姻观，促进他们将
来婚恋美满、人生幸福。

“我认为婚恋教育课程
在提升大学生识别爱、表达
爱、维护爱，以及应对失恋的
能力是有帮助的。但关于恋
爱中具体的问题，单纯的理
论课可能效果甚微。”岭南师
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主任卢伊颖表示，婚恋
课程可以设置体验性或实践
性的课程来帮助大学生感受
爱、实践爱，促使他们形成正
确的恋爱观。

张将星还提到，学校开设
了恋爱必修课，但家庭教育和
社会影响不到位，仍然很难达
到美好的设想。“我认为这个工
作需要所有老师参与进来，有
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心理反思能
力、提高他们的心智化水平，从
而有助于他们在婚恋选择中做
出选择并保护自己。”

“多生孩子可多买房”
成楼市新政关键词

从各地出台与生育相关的
楼市新政来看，优化限购政策是
其中的重要举措。据羊城晚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江苏无锡、辽
宁沈阳、江苏南京、广东东莞、浙
江杭州等 5 个城市明确多孩家
庭可新增购买1套商品住宅。

例如，5 月 17 日，杭州市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
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通知》，明确更好地满
足三孩家庭购房需求。一是
符合条件的三孩家庭，在杭州
限购范围内限购的住房套数

增加 1 套；二是符合条件的三
孩家庭在报名参加新建商品
住 房 公 开 摇 号 销 售 时 ，参 照

“无房家庭”优先摇号。
也有城市明确，符合相关

要求的家庭可不限购。如江苏
扬州的政策提到，大专及以上
人才和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在
市区购房的，可不适用现行限
购政策。

广东省房协专家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委员赵卓文表示，购房
指标与二孩、三孩生育挂钩，是
楼市调控的新思维，是各地对限
购的突破口。

各地也在贷款力度上予以
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购房支
持。例如，四川达州在新政中提
及，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生育二孩
或三孩家庭购买第二套新建商
品房的，可视为首套房，享受首
套房利率。江苏南京的新政提
到，生育两个孩子及以上南京户
籍居民家庭新增购房的，同时可
享受相关银行最优惠贷款利率
等支持。

江苏无锡、湖南衡阳、辽宁
沈阳、浙江舟山等地则提高了二
孩及以上家庭购房最高贷款额
度。如辽宁沈阳的政策中提及，
对生育二孩、三孩未满 18 周岁
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使
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
房的，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
高贷款额度的1.3倍。

江苏扬州的相关政策明确，
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且符合申请条件的，
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 30%调整
至 20%。生育二孩、二孩以上
（不含二孩）的缴存职工家庭申

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且符合申请
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在最高
贷款限额的基础上分别上浮10
万元和20万元。

四川自贡、江西上饶、四川
乐山、江苏无锡梁溪区、四川雅
安等地则更加直接，以发放现
金补贴等形式支持多孩家庭购
房。其中，四川自贡的政策提
到，对符合政策生育二孩、三孩
的家庭，在中心城区购买新建
普通商品住房的给予 200 元/
平方米的购房补贴；购买普通
二手住房的，按总房款的 0.5%
给予补贴；江苏无锡梁溪区的
政策明确，生育二孩及以上家
庭可放宽至二套房，并给予购
房总额3%的支持。

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
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
为，住房政策与生育联系到一
起，是本轮楼市调控的重要特
点，也是楼市政策进一步松绑
的信号。他表示，此举会释放
一部分因家庭人口增加而驱动
的换房需求。

居住品质是居民购房时
最为关注的话题，家庭人口
增加导致人们对住房空间有
了更多的要求。近年来，市
面上多房间户型成交占比有
升高趋势。据贝壳研究院发
布的《2021 居住客群消费趋
势年报》显示，2021 年，全国
35个样本城市购买三居及以
上产品的客群占比 36.66%，
同比增加了 0.5 个百分点，相
较于2017年增加了3.67个百
分点。其中，2021 年新一线
城市购买三居及以上产品客
群占比 40.52%，比一线城市
高出 15.12 个百分点，这也意
味着改善型住房需求持续释
放，消费者在空间上住得更
加宽敞。

克而瑞监测的数据也显

示，2021 年改善型需求相对
坚挺，194 个样本城市中，主
力户型三房成交套数占比高
达54.5%，四房成交占比稳步
提升至20.7%。“自二孩、三孩
生育政策放开以后，市面上
刚改的需求不断增加。”克而
瑞广佛区域首席分析师肖文
晓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多
孩家庭对于改善居住环境的
意愿越来越迫切，不少城市
优化限购、增加“房票”的新
政能有效满足这类家庭的换
房需求。

中 原 地 产 广 州 项 目 部
总经理黄韬认为，支持多孩
家庭购房的政策是对市场
预期看好的一种表态，能有
效释放部分改善型群体的
购买力。

部分高校已开设婚恋教育课A.

有学生期待恋爱课，有学生担心课程负担B.

婚恋观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C.

多个城市增加
多孩家庭购房指标

有城市发放补贴
支持多孩家庭购房

近期多房间户型
成交占比有增加趋势

生育是此次楼市调控
“组合拳”的重要一环

婚
恋

房住

？

→在广州，一些改善型住房楼盘吸引
多孩家庭看房

↓近期全国各地推出楼市松绑政策，
有望达到暖楼市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