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年来最晚的一次春节

上上班班族族““等等年年””等等得得有有点点烦烦 天桥区6万善款

温暖环卫工人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蒋龙
龙） 1月28日上午，“关爱环卫工
人送温暖活动”在济南市天桥区
环卫局院内开展，参加活动的有
天桥慈善总会、天桥区民政局、东
阳红木有限公司、天桥区环卫局
等部门以及天桥区环卫工人代
表。活动中，东阳红木有限公司为
环卫工人送上价值6万元的慰问
物品，表达了对天桥区1200名环
卫工人的感谢和关爱。

全福街道走访

社区贫困家庭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王
倩） 28日，全福街道今年“冬季
送暖”活动全面启动。据了解，此
次“冬季送暖”活动共救助困难家
庭200余户，发放棉衣、油、面等价
值7万元的生活物品，对三户特困
居民入户走访，对小辛社区托老
站的60位老人走访慰问。

据悉，为做好此次“冬季送
暖”活动，前期，街道安排工作人
员对辖区困难家庭、困难群体进
行摸底调查，列出困难群体需求
情况清单，针对辖区困难家庭情
况的需求，通过集中发放过冬物
品、节前送福送春联、志愿服务等
措施，帮助辖区困难居民度过一
个温暖的冬天。

近年来，全福街道围绕“邻里
学、邻里帮、邻里情、邻里乐、邻里
颂”，积极开展邻里互助、帮困扶
弱活动。2014年，各邻里慈善互助
站共接收捐物2032件，接收捐款
221万元，救助困难户935户，救助
金额19 . 5万元，救助物品1715件；
开展社区邻里节、社区邻里日、爱
在重阳敬老周等活动100余次。

济济南南有有淘淘宝宝店店铺铺近近33万万家家
2014年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94%

刷票购物等过节

消极怠工没状态

从这周开始，“90后”小伙高
鑫就把自己的签名改成了“诸事
不宜，只等放假”。他抱怨，往年1
月底或2月初就是春节了，可是
由于闰九月的缘故，今年春节成
为自1985年来最晚的一个春节。

“2月18日才是除夕，还有近
三个星期的时间。”高鑫表示，他
已经自动调整进入“等待放假模
式”。他的主要精力全放在了刷
火车票和抢购年货上。“改签、退
票、再买票……没买到直达的火
车票，我得不断优化行程。年货
必须现在下单，晚了物流不给
力，寄不到家了……你看我那么
多事，哪有心工作呢？”

市民张先生在省城一家广
告公司工作，平时忙得团团转。
他表示，一想到放假能彻底放
松，不用想策划接待客户，还能
旅游聚会，现在真的是完全没心
思工作。“多亏领导去外省开会
了，我们现在是‘放羊’状态，早
上来公司打卡的人都少了，大家
都在等着过年。”

节前综合征集中暴发

熬夜通宵“忙忙忙”

还有一群上班族被节前连
轴转的工作逼出了各种症状。超
市收银员王女士叹气，超市里的
工作看似压力不大，但日复一日
重复单调的劳动，早已让她心生
厌倦。“快过年了，客流量增大，
工作量比平时多了好几倍。心情
有些烦躁，昨天晚上竟然算错账
了，被主管训了一顿。”王女士抱
怨。

“压力山大，加了两天班了，
昨晚还熬了一个通宵。”在省城
某事业单位工作的郭女士说，年
前单位忙着开会写总结，汇总数
据材料，还赶上上级检查，完全
没有招架之力。

“要开年会，得协调各部门
排演节目。还要开总结大会，年
底公司的一款产品马上要出了，
忙忙忙。”市民马女士感慨。

“喝喝喝”成为做销售工作
的张坤近期的主要状态。为了维
持客户关系、建立人脉资源，同
时为新一年业务做铺垫，不少白
领都忙着喝酒应酬。

县西巷社区

快乐寒假开课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肖龙
凤 通讯员 刘珊） 寒假将
至，为丰富社区孩子的寒假生
活，让计生家庭、困难家庭和流
动人员家庭的孩子学习更多的
新知识，掌握更多的新技能，大
明湖街道县西巷社区将举办为
期10天的“快乐寒假”辅导班。此
次辅导班课程丰富，包括快乐课
业辅导、饼干烘焙、面人制作、国
学读书会、制作纽扣画、包水饺
等，精彩纷呈，不容错过，叫着小
伙伴快来一起参加吧。报名时间
为1月29日至31日，报名咨询电话
为86090015，名额有限，感兴趣的
家长抓紧为孩子报名吧。

古琴专家周日

做客老年课堂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王红
星 ) 老年课堂开讲啦！2月1日

（本周日）下午2点半，齐鲁晚报老
年课堂将迎来第三堂课，来自济
南水易筝乐坊的古琴艺术家史文
华先生将做客齐鲁晚报老年课
堂，为广大古琴爱好者送上一堂
精彩的讲座：《礼乐文化之古琴》。

史文华先生字质朴，自幼喜
欢音乐，善古琴，一直致力于礼乐
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本次讲座，史
文华先生将为广大古琴爱好者阐
释古琴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独特
品格，以及这种独特品格对古典
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欢迎广大
古琴爱好者莅临听讲。老年课堂
地址 :济南市市中区阳光舜城商
业街A02-A03号二楼(商业街中
段 ,回归自然超市楼上 )；开课时
间：2月1日下午2点半。

章丘有了

国家级森林公园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蒋龙龙
通讯员 朱恒彬 杨阜俊） 28

日，记者从章丘市获悉，章丘申报的
“山东章丘国家森林公园”顺利通过
专家评审，成功创建为国家级森林
公园。这是章丘继2012年成功创建
济南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后，获得
的又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为章丘
再添一张亮丽的名片。

据章丘市相关部门介绍，山东
章丘国家森林公园具有丰富的生态
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由胡山、锦
屏山、七星台三个省级森林公园和
莲华山市级森林公园组成，总面积
5853 .5公顷，森林覆盖率89 .2％，是百脉
泉的重要泉水涵养区，依托省会济南，
是济南市近郊游的理想场所。

历城园林局

修剪行道树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王倩
通讯员 赵静） 近日，历城区园林
局紧抓冬季树木休眠的适宜时期，
展开道路树木修剪工作，预计整个
修剪工作将于春节前结束。

树木修剪是冬季绿化管理的重
要措施，冬季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因
没有树叶的妨碍，可以更清晰地调
整树势、改善通风透光条件、纠正其
倾斜度。据悉，本次修剪除行道树
外，还将对花灌木进行统一短截、疏
枝、修剪。为保证修剪质量，整个修
剪过程安排了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
指导和监督，并进行统一验收。

公交司机进行

火灾逃生演练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孟燕
通讯员 赵东云 实习生 聂晨）
28日，济南市公交总公司联合公安
局公共交通分局、消防支队开展安
全应急预案演练。

10点，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
在运行过程中突然起火，车内出现
明火，烟雾弥漫。驾驶员立即停车熄
火，打开车门组织乘客迅速疏散。

“后车门打不开了！”乘客大喊。原
来，因起火导致后门线路被烧坏，车
辆后门无法打开，驾驶员下车后立
即用车外应急开关打开后车门组织
乘客快速离开车辆。

随后，驾驶员使用灭火器对初
起火情进行扑救，同时拨打119和
110报警。消防队员在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对起火车辆进行扑救，110民
警用警戒带隔离了起火车辆。火势
得到控制并最终被扑灭。

“逃生首选肯定是车门，逃生开
关一般位于车内前后门上方和前后
门外侧，遇紧急情况，转动开关即可
打开车门。”公交工作人员介绍，其
次是使用安全锤破窗，应找准玻璃
的四个角。另外，公交车顶有逃生出
口，车厢中部位置设有逃生边窗，可
在紧急情况下转动红色开关或把
手，打开窗口逃生。

C14 乐活 2015年1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邱志强 组版：庆芳 今 日 济 南>>>>

●●看看您您关关心心的的 ●●信信息息集集装装箱箱

▲临近春节，大家都盼望过
年，一名旅客在候车室打盹休息。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资料片）

春节太晚，导致节前综合征
集中暴发。所谓“节前综合征”，其
实就是节日前表现出来的工作倦
怠、效率低下、情绪波动大、易怒、
嗜睡、焦虑、压力大等症状。

“其实，节前综合征就是一种
对节日的期待，过多期待导致过
度心理能量投放。”28日，山东省
中医药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胡霜表
示，上班族平时工作压力大，对春
节假期寄予过多期待，节日还没
到，心思就先乱了。

胡霜解释，负面情绪容易传
染。“工作上成员之间无法完全隔
离，随波逐流的人容易受到他人
暗示。应分清轻重缓急，要是你觉
得手头工作比买火车票重要，就
先把工作做完，刷火车票才能更
安心。”另外，将节前的工作量化
为一个个具体的目标，尝试制造
一个个工作兴奋点，也能适度缓
解节前综合征。

心理专家>>

负面情绪会传染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聂晨

城管局局长

12345接热线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刘雅
菲） 29日上午9:30，济南市城管局
局长田德昌将带领班子成员及各
县（市）区城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到
12345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听取市民
关于环境卫生、生活垃圾、渣土管
理、夜景亮化、户外广告牌匾、城管
执法及机关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市民可拨打12345、发送短信
（106-3531-12345）、登录济南政府网
市长信箱、通过新浪腾讯济南12345

官方微博微信参与。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刘雅
菲） 28日，记者从济南市商务局
了解到，2014年济南市的电子商
务发展迅速，新添了一批大型的
城市综合体，目前还有一批代表
国际商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跨国投
资商正在加快选址入驻，在济南
逛街将更有逛头。

“家门口有了商场，逛街购物
就不用只往泉城路跑了，请客吃
饭、看电影、健身都能就近办好。”
家住济南高新区黄金时代小区的
刘婷最近心情不错，两年前刚搬
到新房时，周边没有综合性的商
场，“居住在高新、购物到市区”是
件很无奈的事情。如今，随着丁
豪广场、美莲广场的陆续开业，
刘婷家门口也有了商业综合体，
走路10分钟就能到。

济南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
示，2014年，济南全市投资额亿
元以上、万平方米以上批零贸

易重大项目开业 1 0个，总建筑
面积69万平方米；在建50个，总
建筑面积1200万平方米。以江北
最大黄金珠宝聚集区和世茂、
丁豪国际广场等为代表，面向
大众化和中高端消费群体的一
批大型城市综合体相继开业运
营。同时，一批代表国际商业新
业态新模式的跨国投资商正在
加快选址入驻，诸如瑞典宜家、
仓储式品牌企业麦德龙、品牌
折扣店奥特莱斯等等。

在传统商贸流通领域，济南
将以特色制胜，在创新发展特色
街区经济上发力，未来三年将打
造明府城、经二路老商埠等一批
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商旅文结合、
商业休闲、创意设计的特色街区，
不断增强省会经济集聚和辐射能
力。

电子商务不仅改变着居民的
日常消费习惯，还加速向传统领

域渗透融合。截至目前，济南市电
商企业及相关经营单位5万多家，
电商平台460余家，淘宝店铺近3

万家，天猫店铺900余家，网购网
民数量达到377 . 4万人，网购渗透
率为 8 3 . 3%，为全省密度之最。
2014年，济南市电子商务交易额
达到1605亿元，同比增长50 . 8%，
其中网络零售额达621亿元，同比
增长94%。

记者了解到，今年围绕电子
商务产业发展，济南市将发挥政
府新兴产业扶持资金和创投基金
等优惠政策的作用，加大对电子
商务初创型企业、服务类和垂直
平台类的扶持力度，同时加大电
商人才引进与培训，营造良好的
电商发展环境。未来三年，济南市
还计划打造七处以上，具备完善
的物流、金融、技术、人才等支撑
服务和专业化市场团队运营的电
子商务产业园区（楼宇）。

今年春节在2月19日，是30年来最晚的一次。往年1月中下旬便已进入“放假模式”，今
年则要等到2月中旬。“春节太晚，已经撑不住了！”最近，不少上班族“节前综合征”集中暴
发，心理专家表示，负面情绪容易传染，建议调整好情绪，做好时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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