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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王
帅） 以往过年，除了传统的吃
饺子、看春晚，还少不了接受拜
年信息的“轰炸”，而这个羊年，
又增加了一项新的“全民运
动”——— 抢红包。微信红包、QQ
红包、打车红包、彩票红包等各
类抢红包福利一波接一波，让
人直呼“停不下来”。

“抢红包就是图个喜庆，
其实也抢不到很多钱。”23岁
的秦女士告诉记者，春节前后
的两三天，她微信同学群里的
红包漫天飞舞，抢到最多的是
十几块钱，最少的只有三分
钱，当然，手慢的同学便只能
望洋兴叹，并催促“班长”、“学
习委员”、“课代表”再发一轮。

“不少同学约定时间发红包，
有钟情于抢红包的，便会定上
闹钟，提醒自己不错过任何一
个，特逗。”

孩子刚8个月大的孙先生
则略显无奈，“老婆为了抢红
包，把孩子都直接交给我了”。
除此之外，孙先生听自己的朋
友描述，为了摇到红包，有朋
友将家人的几部手机收到一
起，放到自己的按摩椅上，靠
按摩椅的振动功能持续摇手
机抢红包，“真是奇葩了。”

“666 . 66元，嘿嘿，老公发
的最多！”刚结婚不久的胡女
士不忘在朋友圈里晒幸福，

“年三十抢了一晚上，还是老
公最给力，定向发给我一个

‘顺’红包，么么哒。”
记者从身边朋友中了解

到，有近七成的年轻朋友今年
春节期间“疯狂”抢红包，在吃
年夜饭、看春晚时，都手机不
离身，随时准备“抢”一波，不
少中小学的小朋友也加入抢
红包大军，玩得不亦乐乎。在
子女的带动下，部分中老年人
也会凑个热闹，“感觉自己也
年轻了”。

与此同时，也有网友贴出
辨色图片警告大家，过年抢红
包抢太多，别把眼睛弄伤了。
有网友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本
来对传统文化就了解不深，这
样下去，年轻人连春节都不过
了。网友“唐欣恬-”表示，过年

没开电脑，没抢红包，没刷朋
友圈，没刷微博，只和家人在
一起，“感觉妙妙哒”。

据网友反映，抢红包虽然
是个凑趣的活动，但也有人因
粗心大意上了骗子的当。记者
了解到，智能手机逐渐代替钱
包、银行卡，但也会被别有用
心的黑客盯上，电信诈骗、手
机木马等多种诈骗方式统统
瞄准了“手机钱包”，遭遇假红
包，甚至损失钱财的人大有人
在。一些应用软件很容易被恶
意软件截获，发送钓鱼网站链
接，不论是发红包还是抢红
包，都须注意保护好自己的

“钱包”，避免泄露个人信息，
造成财产损失。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李永霞 杜娟） 春节假
期已经结束，记者从章丘市卫生部
门获悉，春节期间，章丘市120急救
中心共接听急救电话809次，出车
264车次，急救车接诊215人次，全市
未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
项医疗救治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据了解，在春节前，章丘市卫
生局印发了《关于加强春节期间医
疗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医疗
机构合理调配医疗资源，配备中高
年资医师加强节日门诊力量；保证
急诊科(室)、入院、手术与重症监护
病房“绿色通道”畅通。同时，针对
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各种灾害事故，章丘市各医疗机
构、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等单位制定
完善了应急预案。

在春节期间，各医疗机构提前
进行医疗安全检查，排查并消除安
全隐患，保证门诊、病房等重点区
域的消防设施完好，紧急疏散通道
畅通，高压氧舱、锅炉及其他压力
容器、压力管道和水、电、气、暖等
设备设施运转良好；加强毒麻药
品、放射源及其他有毒有害、易燃
易爆危险品的管理，确保节日期间
正常的诊疗秩序。

据卫生部门统计，今年春节期
间全市门诊22252人次，急诊1650人
次，手术127台，出院742人次。门诊
人次数比去年春节期间减少11%，
但感冒类病症依然是门急诊诊治
病人中排名首位的病种，其次为产
科类、支气管炎肺炎类和消化系统
类疾病。酒精中毒患者为26人次。

据有关医生介绍，与往年相
比，人们的健康观念发生变化，较
为注重饮食和养生，不少人利用春
节放假的机会，到医院给自己和家
人进行体检，希望通过节假日的机
会对身体进行调养。

春节期间门诊

人次减少一成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万菲） 近日，记者从

章丘市交运局获悉，2015年春节期
间，章丘市道路旅客运输共发送旅
客4 . 6万余人次，客流高峰出现在2

月24日，达8800人次。公共交通共发
送旅客10万余人次，出租客运完成
总客运量4万余人次，客流秩序良
好，均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和旅客
滞留问题，确保旅客走得了、走得
好、走得舒心。

春节7天章丘道路运送

旅客4 . 6万人次

春春节节七七天天章章丘丘游游吸吸金金116622万万元元
接待游客达29 . 94万人次

抢抢一一晚晚，，最最大大红红包包老老公公给给的的
今年春节抢红包让人“疯狂”，有人用按摩椅摇手机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刘春晓

滑雪场成为

章丘旅游新宠

据了解，章丘立足“四季
旅游”，依托冬季旅游项目做
活淡季旅游市场，形成独具魅
力的产业竞争优势。香草园生
态农场打造以“戏雪与亲子”
为主题的滑雪场，填补了章丘
冬季旅游市场、特别是冬季夜
间旅游娱乐市场空白，成为春
节全家共享欢乐的游览胜地。

去年创建为2A级景区的金

沙湾滑雪场，春节期间推出“春
节七天乐，冰雪嘉年华”活动，滑
雪及堆雪人大赛、雪地挖宝、雪
地拔河、雪地踩雷、为爱向前冲、
雪地保龄球、雪地飞龙等七大活
动，让游客尽享春节的快乐。

公园景区精彩活动

根本停不下来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各
大公园、景区的精彩活动根本
停不下来。百脉泉景区在正月
初一至正月初三对本市居民免
费开放，同时推出福包大派送、
猜灯谜交好运得礼品等特色活
动。此外，景区还举办民间手工

艺展演，老粗布纺织、剪纸、面
人、秸秆画、芦苇画等民间手工
艺创作展览吸引了广大游客同
享欢乐，共庆新年。

荣升国家4A级景区的朱家
峪，春节期间推出跃奎文门、登
文峰山和魁星楼、祈福榜签名
等“祈福迎春”活动。景区从正
月初一开始，每天均有优秀传
统民间剧目在古戏台上演，同
时举办舞龙舞狮表演、腰鼓表
演、秧歌表演等活动。七天共接
待游客15650人次，同比增长
53 .1%，门票收入94710元，同比
增长220.55%。

春节长假结束，“百脉之
约”贺年会还将继续，旅游精彩
依然不断。“章丘市文化馆新春

广场演出”、“章丘市民间文艺
人才广场表演”、“章丘hi广场舞
表演”、“庄户剧团展演京剧专
场”、“庄户剧团展演吕剧专
场”、“庄户剧团展演五音戏专
场”、“章丘市寻找章丘之美庆
新春书法美术摄影展”等精彩
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春节期间，章丘旅游协调
机制有效运行，旅游市场繁荣
有序，旅游行业整体效益较去
年同期明显提高。为让广大游
客玩得舒心，各旅游行业单位
倡导细微服务、诚信服务，文明
旅游、文明服务渐成时尚，春节
期间，章丘未发生一起旅游投
诉事件，维护了章丘旅游的良
好形象。

日前，记者从章丘市旅
游局获悉，春节七天，章丘
市“贺年乐”大联欢、“贺年
福”大体验、“贺年游”大酬
宾精彩不断，观民俗、品农
宴、购特产、滑雪休闲成市
民过年新时尚。据旅游部门
统计数据显示，春节七天章
丘接待游客达29 . 9 4万人
次，同比增长51%；景区门
票总收入162 . 73万元，是去
年同期的11 . 7倍。

滑雪爱好者驰骋雪场。

搬 家

随缘搬家公司
鲁宏大道东首 张经理
电话：13869155118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空
调移机、货物装卸、水电
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装
卸、空调移安、拆装家
具、疏通下水道、公司移
迁、专业搬钢琴、收各种
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室
内外保洁，清洗油烟机，
换纱窗布、疏通下水道、

各种零活、钟点工 电
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13864157498高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架、
电线、电缆、开关、吸顶
灯、多用插座
电 话 ：8 3 2 7 2 6 1 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批
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宏盛水电维修
上门维修水电、家电及
各种零活。13864163855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果
首页
13188895368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章丘总代理
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调
全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桃花山小区
西区写字楼一栋，东临
桃花山街，南邻铁道北
路，上下三层，共600余平
米，一层三套门面房(电
动卷帘，无框玻璃门窗)，
二三层可独立使用，水电
齐全。个人房产，非诚勿
扰。联系人：李先生，电
话 ：1 8 8 5 4 1 9 8 9 8 8 ,

13082747965。

转 让
诚招合作

现有经营8年的石
油化工类项目，为了更
好的发展，寻求有经济
实力和战略眼光的合作
伙伴。
电话：13964076337。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监控工程
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
电话：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
香港街北首路西
电 话 ：8 0 9 5 9 5 9 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
门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

13854171965

招 租
福安路318号，三层

楼房785m2；赭山工业园
钢结构厂房1702m2，水电
齐全。
电话：13705416427。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1385317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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