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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妈妈春节前焦虑
动不动大发脾气
有心理咨询门诊接诊量比平时增2~3成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
晓明）春节临近，但节前也是最
忙碌的时候，冲刺业绩，频繁加
班，压力增加。沈城市民常女士
最近时常失眠，平时温和的她很
容易发脾气，
内心烦躁不安。
其实像常女士这样出现焦
虑情绪的市民并不少见，这是一种“春节焦虑”现象。

温柔妈妈暴躁了

很爱发脾气

一边还要担心迟到。弄得她感觉疲惫得受不了。常女
士是一家私企的中层，每天加班要到晚上8点多，加
上公司冲业绩，还有竞争对手出现，让她总感觉自己
想发火，在单位数落员工，到家里因为儿子缠着她一
起玩，
她对儿子大喊大叫。儿子哭着说：
“妈妈，你不
爱我了吗？”
然后母子俩也会抱头大哭一场。
常女士说，除了公司压力外，临近过年，还要考
虑给双方父母买什么，每个亲戚家都要买东西，价钱
多少，各种关系要平衡。本应该觉得幸福欢乐过年，
结果这样的情绪反倒让自己觉得很郁闷。

最近，常女士连续3个晚上失眠，导致整个人的 门诊量接诊比平时增加2
-3成
状态特别不好。前天她不得不请假去心理医院咨询
记者了解到，类似常女士这种情况根本不在少
一下自己的症状，医生告诉她：
“ 心放宽，不纠结，你
数，
而且，表现在各种不同年龄的群体。
这病就算好啦。”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卫生医院赵宏医生表
昨日常女士说，
每到半夜12点都会准时醒来，然
后无法入睡。一直到凌晨4点多才能昏昏沉沉地睡过 示，临近过年，患有节前焦虑现象的人不在少数，门
去，不到7点就要爬起来。一边着急给儿子送托管班， 诊的接诊量与平时相比增加2—3成。年关焦虑症的

找网友换
“福卡”
春节
防盗 小心泄露个人信息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赵威）春节临近，
“集
福”
活动又开始了，
很多人的朋友圈很快被集福大军
占领，
许久不见的朋友或许也会给你发信息要
“福”
。
春节前，沈阳网警“以案说法”提醒市民，集
“福”要谨慎，当心骗子借
“集福”
设骗局。

集福卡加陌生好友 男子被骗千余元

以
“福”
骗人 这些手段最坑人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类似许先生的遭遇并

近日，
很多人参与了
“集福”
活动
■华商晨报记者 张诗尧

正向思维让自己化解年前焦虑
沈阳都市绿洲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孙睿熙说，年
底焦虑是正常现象，不用期盼焦虑源的消失，也不必
将焦虑转化为负面的情绪，不妨试试这几种方法。

首先，找到为何会产生焦虑
情绪。例如当职场的年轻人感觉
年终收入少、没有职位升迁而感
到焦虑郁闷等这些现象都是外
显的原因。其实，只要给自己设
定一个目标，如果目标是多赚
钱、升职，那就告诉自己努力加
油。如果只想让自己图逍遥快乐，那就乐观面对。
其次，很多人总觉得临近年前，时间不够用，所
以，
产生一种急躁忙乱的感觉，
不妨先静一静，
合理规
划一下时间，
根据轻重缓急来安排时间。
另外，
缓解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运动，多倾诉。
不妨安排一天中的30~60分钟让自己运动释放一下
情绪。或者找贴心的伙伴聊聊心里话，
这些都有助于
缓解焦虑。最后，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比如书
法、
画画让自己沉浸其中。总之，
需要用积极阳光的心
态去想事情，
多多正向、
积极的思维，
多想多做给自己
加分的事情。

“人工+
机械”
清扫
春节
清扫 不断档作业

沈阳网警：当心骗子借“集福”设套骗取验证码

去年1月20日，江苏南京鼓楼警方接到许先生
报警称，其为了集齐五福卡被骗了1000多元。
许先生称，他扫了很多次最后差一张“爱国
福”。为了趁早收齐五张福卡，许先生开启了相关
功能，不停地在“红包地图”活动页面中添加陌生
人为好友。
在添加了一个昵称叫“贝壳”的好友后，许先
生领取了对方的一张卡片，却发现那张他早就有
了。这时“贝壳”发来消息询问许先生五福卡集齐
没有，许先生回复说还差一张“爱国福”
。
“贝壳”提出以“爱国福”交换许先生刚领到的
那张五福卡片，许先生同意。此时“贝壳”称，由于
她今天赠送的五福卡达到上限，需要许先生的手
机校验码才能将“爱国福”转赠许先生，求“福”心
切的许先生没有多想，立即爽快地将校验码发给
了“贝壳”
。
在许先生为即将集齐五福卡而沾沾自喜之
际，收到的信息让他傻了眼，他的支付宝密码被修
改无法登录，银行卡连续在异地消费，被扣款1000
余元。许先生随即报警求助。
经调查，民警发现不法分子首先通过添加许
先生支付宝好友获得了他的支付宝账号，此时为
了骗取更高的信任度，会将一张许先生不用的“五
福”发给他，同时以赠送许先生所需要的“五福”需
要校验码为由骗取校验码信息。
而此时校验码，其实是对方登录许先生支付
宝账号重置登录密码的验证信息。顺利通过验证
后，不法分子第一时间重置支付宝登录密码，使用
小额免密支付代为进行付款。

患者年龄都集中在20~45岁之间，主要临床表现为
失眠、
心慌、坐卧不宁、
脾气急躁等焦虑情绪。
据介绍，高三学生压力比较大，他们即将面临春
节过后即将迎来大考，紧接着就是高考，各种考试让
部分学生出现焦虑。年轻人群体中，有一部分是“单
身族”，他们表现为惧怕回家过年，特别是家庭聚会
上，最担心的话题是“有对象没”，一位大龄女青年
说：
“听到这样的问题就特别反感，总有想掀桌子的
冲动”
。还有一些职场白领，他们面临过年单位竞聘
上岗，
竞争增强，压力特别大，加上一些工作量很大，
心理造成压力，出现烦躁。有的年轻人感觉就是“过
年比平时上班还要累”。

摄

非个案。据分析，在参与凑“五福”抢红包活动时，
如果抢到其中的“四福”
，唯独只差一个福时，心理
上就容易着急，此时就是骗子的“机会”
，骗子常用
3个套路行骗。
套路一：借以互换“五福”诱导受害人扫二维
码加入微信群，当受害人扫描二维码进入被植入
木马病毒的链接页面后，嫌疑人盗取受害人的银
行账户、
密码等个人信息，进一步实施诈骗犯罪。
套路二：受害人在网上搜索到购买“五福”的
((号，加好友后，按对方要求发了不等金额的红
包，
然后不兑现“福字”，
却将受害人删除或拉黑。
套路三：冒充熟人向受害人发送短信，声称送
受害人
“五福”
，
并附上链接。当受害人点击该链接
后，
嫌疑人就会盗取受害人的信息，
从而实施诈骗。
警方分析，这些骗子的套路并不新，无非就是
通过验证码、向二维码植入木马病毒骗受害人扫
码等方式骗取钱财。
沈阳网警提醒市民，无论是收集五福，还是其
它的各种活动，但凡涉及点击链接、发送手机验证
码等内容，一定要提高警惕，
以免受骗。

节日期间，每天保证至少出动执法人员800人次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兴）春节即将来临，
沈阳市执法局对各项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做了精
心安排，实施七大举措，保证春节期间各项工作平
稳进行。
举措一：
市容环境执法
节日期间，每天保证至少出动执法人员!""人
次，全面清理整治交通枢纽地区、商业街、重点街
路、重点区域、背街小巷的店外经营、流动商贩等违
规占道经营问题。对问题严重区域，采取定人定点
值守，坚决避免问题反弹。同时，加强街路巡查，从
严查处抢建违法建筑和违规户外广告行为，确保节
日期间市容环境规范有序。
举措二：污染天气管控
重点加强对易扬尘物料堆场，特别是燃煤供热
企业的巡查走访，及时督促做好运煤车辆密闭、煤
堆覆盖等工作，
减少大气污染问题。同时，针对春节
期间垃圾产量增加，市民燃放烟花爆竹遗留残屑较
多及各大商业区、旅游景点、公交地铁火车站、城市
出入口等周边人流、车流密集区域污染量增加等特
点，实行“定路段、定人员、定标准”，做到不漏扫、不
漏段，加大人工巡回保洁频次；针对垃圾量特别大
的路段，实行“人工#机械”不断档作业，确保街路垃
圾的及时清理。
举措三：环境卫生清扫
一是对日常环卫作业不易清扫到的地道桥及高
架桥下路面、
墙面、
引桥下人行道、
桥墩等部位进行集
中清理。二是集中对主要街路桥梁及平立面设施进行
彻底清洗、
擦洗，
对树穴内、下水道口进行专项清理。
三是对城区各公厕、
转运站集中开展迎新春环境卫生
大扫除活动。四是认真落实沿街商铺上门收集垃圾制

度，
及时清理商铺门前的生活垃圾。
举措四：城市运行保障
除雪：
遇降雪天气，
立即组织人员、
车辆对全市道路、
桥梁实施
“吹、
推、
扫、
运”
组合作业。组织街道办事处和社
区人员，
动员商家业户除雪，
保证城市正常运转。
巡视：对重点街路，点位增加巡视频次，对冬季
路面反水、水漏、管线爆裂等突发事件及时启动应
急预案。
联动：建立与燃气、水务、电力部门的执法业务
联系机制，做好水电气的执法保障工作。
举措五：城市美化亮化
今年春节期间，计划设计建设$!$处节日景观亮
化点位。截至目前，
已完成$%&处，
其他点位将在春节
前完成。同时，
已在青年大街、
泰山路等'条重点街路
沿线的路灯杆上安装了灯笼、
中国结和
“许愿雪花”
等
灯光标识小品，
进一步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举措六：安全生产保障
一线环卫作业人员要严格按照安全作业规程
组织作业，并将爆闪灯装置配备到每一位作业人
员，在夜间或凌晨作业时，除按要求摆放隔离椎外，
必须在作业服上配戴爆闪灯。同时，对公厕及压缩
站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垃圾场在填埋区设置沙
土、水车等灭火设施区，如有未燃尽的烟花爆竹卸
入填埋区。
举措七：日常监督检查
节日期间市环卫处将组织两次综合拉练检查，
主要检查重点街路、
桥梁、
商业街周边清扫保洁、
垃圾
收集、
清运、
公厕开放等工作情况。此外，
初一及初八，
将对各区主要街路、桥梁、
燃放烟花爆竹后产生的鞭
炮屑等环境卫生清扫情况进行检查。

全面清理整治交通枢纽地区

福利彩票

■执法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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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贺礼——
—沈阳千人合买彩票拿下双色球头奖
中得奖金674万余元
中国传统佳节春节即将到来，在大家都
欢喜准备过大年时，沈阳市福彩中心再传喜
讯，1000多人合买双色球彩票摘得头奖，共
153元，昨日中奖者代表
计收获奖金6，740，
来到沈阳市福彩中心，领取了属于他们的幸
运大奖。

最主要的是，今天我们四五十人来领奖，我
们可以让大家更真实的了解福利彩票，让更
多的人知道，大奖就在自己的身边。”1000多
人分享一注双色球头奖，这在福利彩票的历
史上也是第一次。

沈阳福彩史上首次双色球头奖
中奖者公开领奖

018期双色球
开出12注638万元头奖

张大姐代表中奖彩民进行领奖，一同前
来的中奖者也都和中奖彩票进行了合影，这
也是沈阳福利彩票历史上，双色球头奖中奖
者第一次公开身份领奖。张大姐说：
“大家派
我当代表来领奖，我真的很激动，一会回去按

2月1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
行第2018018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2、12、13、18、25、27，蓝球号码为07。
当期双色球头奖12注，单注奖金为638
万多元。这12注一等奖分落9地。其中，辽宁
1注，黑龙江1注，江苏1注，浙江1注，江西2
注，湖北2注，湖南2注，广东1注，四川1注，
共12注。

合买彩票共计2399份
每份10元
辽宁中出的一注一等奖出自于沈阳，站
点位于沈阳市太原南街的634号投注站，出票
中奖彩民代表手拿打印的中奖票样合影
时间是2月11日17点55分，中奖彩票是一张
14+2复式票，投注金额12012元钱，除中得1 们打了不止这一张彩票，总共有四张彩票，这
48注三等奖， 张中一等奖了，还有两张也中了点小奖。”
注一等奖外，还中得1注二等奖，
468注四 等 奖 ，1540注 五 等 奖 ，1414注 六 等
153元。
奖，总奖金6，740，
千人分享头奖创造历史
是谁能如此大手笔豪掷一万多元钱购买
一张福利彩票呢？答案是集体的力量。中奖站
据了解，这次的中奖彩票是沈阳市几个
点634号投注站站主介绍：
“ 这张彩票是我们
福利彩票站主共同发起的合买中得的，据中
集体合买的，总共有2399份，每份10元钱，我
奖投注站站主介绍：
“ 我们是从2017年最后

两期开始合买的，几个相熟的投注站在一
起，借鉴外地投注站的合买经验，自发组织
相熟的彩民，然后我们再汇总一起出票，为
的就是能够增加中奖概率。这次投注有1000
多人参加，最多的一个人投注了33份，这次
每份也就能分得2000多元，但是我们能够集
体体验一下中一等奖的感觉，这是非常难得
的，而且虽然钱不多，但还是给带来了实惠。

中奖彩民代表在福彩中心兑奖室门前准备兑奖

照每个彩民投注的股数，我再给大家一一分
钱，虽然会很繁琐，但我觉得是值得的，这也
是大家对我的信任。而且我们今天来的这些
代表都是公开现身，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福
利彩票的真实性。”61号投注站站主康健表
示：
“这次投注是我和几个熟悉的站主一起研
究选择的号码，没想到一等奖真的让我们选
中了，在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也算是我们给
大家献礼了，今后我们依然会组织这样的合
买，希望好运能够再次降临。”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沈阳市福彩
中心也祝愿广大彩民朋友新春快乐，新的一
年能够好运相伴，多种大奖。
华商晨报 李月 通讯记者 张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