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路口就有六家奶茶店，赛道越来越拥挤

内卷加速，本地奶茶品牌靠啥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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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9月以来，山东圣翰
财贸职业学院把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当作一项“民心工程”来抓，不
断丰富工作内涵，拓展工作领域，
开展新生心理健康普查，构建四
级心理健康工作网络，开通7×24
小时心理健康热线，建设学生心
灵驿站……通过搭建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的“四梁八柱”，护航学生
健康成长。

统筹规划，探索心理
健康工作的“圣翰路径”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党委
抓住党建育人特色，打造了“领航”
党建育人工作体系，全面推动“三
全育人”。营造昂扬向上的校园文
化氛围，突出“让学生身体动起来、
心态好起来”的重要内容，通过学
校的统筹谋划，心理健康工作定位
更加明晰、目标更加明确。

谋定而后动。为统筹做好心理
健康工作，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细致分析高职学生特点、职业发展
诉求、学校工作基础，拟定了《“十
个一”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
方案》，从主要原则、实施周期与步
骤、工作目标、重点任务、组织领导
和工作保障等方面对做好心理健
康工作进行系统规划，确保心理健
康工作开好头、起好步。

从利用公共平台开展心理测
评到学校机房统一组织测评，再
到专属微信小程序上线，学生心
理测评工作的技术保障更加完
善、组织实施更加周密、结果反馈

更加精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学校持续抓好《“十个一”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方案》落
实的情况，正是有了这种“钉钉
子”精神，学校才能将心理健康工
作的蓝图一绘到底。

整合资源，汇聚心理
健康工作的“圣翰力量”

“我们心理健康教育四级网络
建设工作从专家报告、人员培训、
心理测评到心理健康档案建立，都
是由山东师范大学全程指导。”山
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学生处任寿
亭如是介绍山东师范大学帮扶学
校开展心理健康工作情况。

为用好校内校外两种资源，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将帮扶做
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列为与山东
师范大学《党建“1+1”帮扶合作协
议》内容。从场地建设、制度安排、
专业支持、人员培训，山东师范大
学充分发挥心理健康工作优势，
帮助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迅速
提升了工作水平。

学生在哪里，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就要在哪里。为了使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重心下移，力量下沉，
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
职教师的同时，购买专业服务，从
有资质的心理咨询专业机构外聘
8名专业心理健康教师，一对一深
入二级学院开展工作，缩短了学
生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距离，提
升了二级学院心理健康工作水

平。目前，二级学院层面每周都能
够开展近三十次心理访谈，让学
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心理健康服
务就在身边。

全员覆盖，拓宽心理
健康工作的“圣翰维度”

“大家作为学生骨干，更要鼓
足精气神，传播正能量，做同学们
阳光靠谱的青春同路人。”这是山
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发给每一位
班级心理委员书信中的一句话。
特殊时期，学校提升四级心理健
康网络的运转效率，让校心理健
康中心、学院心理健康辅导员、班
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护航员成
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的坚强防
线。

作为班级心理委员，刘静同
学提出了为同学们提供宿舍互
动小游戏方案的建议，学校迅速
行动，发布了宿舍活动指南，丰
富学生宿舍生活。“没想到我的
建议能这么快就得到了校心理
健康中心的响应，学校提供的

‘抢椅子’‘记忆马拉松’‘画画拷
贝不走样’等小游戏，让我们在
宿舍里的生活不再单调。”刘静
如是说。得益于四级心理健康网
络的构建，学院实现了心理健康
体系的全覆盖。

有了体系的全覆盖，更要有
工作的全覆盖。山东圣翰财贸职
业学院在处理好个案心理问题的
基础上，更加重视培养全体学生
积极阳光的心理品质。通过新生

100%开设心理健康课程、100%开
展心理系列团体辅导，100%观看
优秀心理健康影片的“三个100”
活动，促进了全体学生身心和人
格健康的发展，帮助学生在活动
中舒缓压力、调整心态。

凝练提升，打造心理
健康工作的“圣翰样板”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辅导
员张满意在梳理自己做好心理健
康工作的经验时说：“化解学生各
种成长难题，破解管理学生围堵
困境，其治本之策在于以心理健
康工作为重点，全面做好学生思
想工作。”

理念引领行动。做好心理健康
工作，最为重要的是凝聚全校的共
识。现在，持续加强心理健康工作，
不单是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领
导班子的明确要求，还是广大辅导
员的自觉行动，更是全体师生的热
切期盼，有了共识，进一步推进心
理健康工作就有了坚实的根基。

“提升自我能力、把握工作规
律、突出重点任务、注重系统协同”
是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总结形
成的做好心理健康工作的基本经
验。下一步，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
院将继续加强人员培养、深化工作
领域、解决重点问题、动员多方力
量，持续做好心理健康工作，继续
完善心理健康工作可复制、可推广
的“圣翰样板”，为学生成长提供更
多“阳光雨露”。

（通讯员 张晗 张小宾）

构建心灵阳光家园 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让广大学生更加健康阳光，全面培育
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要加大源头治理，
把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往纵深推进，实现心理健康工作的更广覆
盖、更深嵌入、更大成效。”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党委工作报告
中对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文/片 见习记者 杜春娜

十米遇一店
山师东路成奶茶一条街

在济南市山师东路与文化
东路的交叉口，分布着沪上阿
姨、茶百道、冰雪时光、阿水等六
家奶茶店。在距离它们三十米左
右的地方，还有蜜雪冰城、一点
点、本宫的茶等五家奶茶店。这
些奶茶店彼此之间相距不到十
米，甚至成为邻居紧挨着。“山师
东路上奶茶店挺多的。”正在购
买奶茶的大二学生小姜告诉记
者，一路走来可选择的奶茶确实
不少。“这条街上奶茶店倒闭了
几家，以前更多。”“霓裳的舞”奶
茶店店员表示，这里简直可以被
称为奶茶一条街。

山师东路的位置极佳，不仅
邻近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师范
大学两所高校，附近还有多个居
民小区，人流量密集。“相比其他
地方，这里客流量挺大，而且受
众也很明确，都是年轻人，所以
我选择在这里开店。”其中一家
奶茶店店主称。

“山师东路作为一个年轻人
比较钟爱的时尚圈，如果奶茶品
牌不来这里开店，不在年轻人聚
集的地方展现自己，那么自身的
品牌效应将会受到影响。”山东
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张晴表示。

张晴告诉记者，这也是一个
集群效应。大家都来这里买，如
果某一奶茶店的人多，那么消费
者就会去另一个奶茶店买，所以
形成了一种区域优势的吸引力。

“奶茶店的扎堆也可以促进它们

之间的竞争，激励它们更好地发
展”。

本土品牌性价比高
疯狂扩张抢占市场

十几个品牌在百余米赛道
中竞争，其激烈程度不难想象。
29日上午10点左右，茶百道的店
员已经忙碌起来。店内四位店员
分工明确，一位店员负责招呼顾
客和外卖小哥，其他店员调制奶
茶。“从上午10点开始，外卖就已
经很多了。”一位店员称。

1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有十
多位消费者和六七位外卖小哥
光顾茶百道。其中，一位学生模
样的顾客一下买了五杯果茶，而
一位外卖员一口气拿走了五杯
饮品。

“只需要看店铺内的工作人

员有多少，就能看出奶茶店的生
意好坏与否。”某平台的外卖小哥
李先生表示，有些奶茶店有四位
店员，有些店只有一位工作人员。

在山师东路的十一家奶茶
店中，冰雪时光因其性价比高而
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我们平
时基本上都是从蜜雪冰城、冰雪
时光等店里买奶茶。”大二学生小
曲说，这些奶茶的性价比更高一
些，加上她对这些奶茶很熟悉，所
以平时也不会尝试其他奶茶了。

成立于2014年的冰雪时光
是山东土生土长的奶茶品牌。如
今，它已经在全国开了2700多家
店，辐射广东、江苏等全国30多
个省级行政区。在济南市内，其
门店已经入驻印象济南、宽厚里
等地。

“我们在济南已经有200多
家店了。”冰雪时光总经理助理

刘先生告诉记者，冰雪时光能够
发展迅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
于，追求产品的极致性价比。“我
们讲究注重产地、优选原料，从
而提高产品的口感，在此基础上
控制产品的价格。”

寻求突围
更加关注品质和健康

在竞争逐渐激烈的情况下，
不同的奶茶品牌也在寻求各自
的发展策略，期待突围。

“奶茶在竞争中逐渐变得丰
富和健康，最明显的就是原料的
变化。”相关人士表示，最初的奶
茶大都是用奶精和果粉冲泡而
成，调制简单，口感单一；之后，
鲜茶与鲜奶被用作奶茶的制作
原料；再到后来，奶盖系列又风
靡一时；如今，奶茶里还可以加
入紫薯、芋泥、燕麦等粗粮，并且
其小料更为丰富，仙草、椰果等
都被加入奶茶中。

“消费者现在更关注健康。
对于他们来说，奶茶的口感与品
质是最重要的。我们只要做得好
喝、健康，就不用担心竞争的问
题。”山师东路上的沪上阿姨的
老板说。人们对饮食的要求越来
越高，不仅追求美味，还要求健
康，茶饮市场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奶茶店纷纷转向
下沉市场争抢顾客。根据艾媒咨
询的报告，41 . 9%的新式茶饮消
费者可接受的最高客单价在
16—20元之间。如今，喜茶、奈雪
的茶等面向中高端市场的奶茶品
牌，也在降低饮品价格，不断推出
20元以内的饮品。同时，包括喜茶
在内的一些奶茶品牌还开通抖音
直播间，售卖优惠饮品。 编辑：魏银科 美编：马秀霞 组版：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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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已经成为当前
社会的现象级产物。随着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引
起的热议，奶茶不再是一
杯单纯的饮料，在满足人
口腹之欲的同时，其越来
越成为年轻人社交的“硬
通货”。

来自51信用卡研究
院的《谁的日常“续命
水”》报告显示，作为职场
中坚力量的80后、90后在奶
茶市场占据半壁江山，“奶
茶社交的背后，意味着职
场人渴望并在努力建立一
种平等、轻松、积极、更具
沟通性的职场氛围”。对
此，张晴认为，“正如老年
人之间会互送鸡蛋牛奶，
年轻人之间会互送奶茶。
这就让奶茶成为一种满足
社交需求、传递关怀的物
质载体。”

除了社交，如今奶茶
也成为城市文化的代表。
作为奶茶中最具城市代
表性的品牌之一，成立于
2013年的茶颜悦色，已经成为长
沙这座城市的标签。

“目前本地的奶茶同质化现
象比较严重，发展路线比较相
似。”张晴表示，本地奶茶品牌要
实现更好的发展，需要努力挖掘
自身的独特性，并且注入区域文
化内涵，把成为城市的文化标签
作为自身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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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奶茶店有多“卷”？近日记者发现，在山师东路不到百
米的距离内，就分布着十多家不同品牌的奶茶店。面对奶茶赛道
中各类品牌的强势竞争，本地奶茶该如何突围？

上午10点，山师东路某奶茶店已有多位顾客和外卖员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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