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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白领得了“本命年焦虑症”
心理专家：别被不良的心理暗示忽悠了

担心、失眠、坐立难安

本报讯 担心、失眠、坐立难安……
24周岁的女白领张小姐自进入羊年后，
就没过上一天顺心日子，深究原因，就是
“本命年”三个字作祟。昨日，常州胜名心
理咨询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曹菊文在接待了众多此类咨询后提醒市
民：别被不良的心理暗示给忽悠了。

家住兆丰花苑的张小姐说，她的好
几位闺蜜在本命年都发生过许多倒霉
事：一位朋友，与之相恋6年的男友突然
提出分手；一位朋友，本有望升职，却莫
名其妙地被他人抢走了位置；一位朋友，
生了场大病……听说本命年穿红能辟
邪，元旦才过一星期，她就“全面武装”，

穿上了红内衣、红内裤、系上了
红腰带，套上了红袜子，脚踩红
鞋垫，佩戴串着转运金珠的红手
链、项链。饶是如此，她还是觉得
不太顺利：和男友频频吵嘴，同
事之间相处也不太和睦。想起12
岁时奶奶去世，她担心还有不好
的事发生，整日胡思乱想，吃饭
不香，觉也睡不好，精神状态十
分差。
“张小姐的这种情况，是十

分典型的本命年焦虑症。”曹菊
文说，其实有许多市民虽然没有
张小姐情况严重，但也或多或少

存在着本命年焦虑症。
“有些人会觉得本命年确实

不太顺利，但实际上这一年过得
顺不顺与本命年没有实质的联
系。”曹主任说，心理学有一个观
点，被称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就
是人一旦在内心对未来有什么
样的预期，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
极的，都会不自觉地找些证据验
证自己的预期，使其兑现，从而
保证自己在认知上的前后一致。
比如有人相信右眼皮跳会发生
灾祸，一旦这个人的右眼皮跳
了，他就会等待、寻找不幸或不

愉快的事情。有了这样的预期，
平时不在意的磕磕碰碰，与家人
的一点争吵，都有可能被他拿来
佐证自己的预期。有了这样的预
期，人的行为也会不自觉地受到
诱导，甚至会推动自己去实现这
个预期。特别是那些不够自信、
易受心理暗示的人，会用自己的
想法和心情不自觉地去配合、调
整那些负面信息，不知不觉受到
影响。

曹主任表示，人们之所以对
本命年分外看重，原因是每一个
本命年都是我们成长的重要阶

段，刘心武曾写过一篇《迈过本命年
的坎儿》的文章，12年为一个生命
的大年轮，从心理发育的角度看，确
实往往会成为一个大“坎儿”，构成
了一个危险期。比如24岁的青年，
刚刚步入社会，容易陷入迷茫或极
端。既然是生命的必经过程，在本命
年里，市民首先要学会保持平常心，
多想开心事，多用积极的心理暗示。
其次是理性看待问题，生活不可能
永远一帆风顺，即使有些坎坷，也要
积极应对，不要拿“本命年”当逃避
责任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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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查处41个开车接打电话者
开车接电话比酒驾还危险———

本报讯 一边开车一边打电
话，其危险程度胜过酒驾。3月
15日起，戚区交警大队对此展开
严查，截至昨天，短短9天已查处
此类交通违法行为 41起，41名
驾驶员被处理。

昨天早晨8时许，戚区丁堰
路、华丰路等路口车流众多，交警
在大明路看到，一辆银色面包车
由北向南驶来，驾驶员左手拿着
手机打电话，驶至丁堰路口遇红
灯，交警示意他靠边停车时，驾驶
员仍在打电话，过了一会儿才挂
断。交警出示证件，称其开车接打
电话违反了相关交通法规，该驾
驶员一脸茫然，解释刚才是个重
要电话。因其行为已经违法，交警
对其作出罚款50元并记2分的
处罚。

戚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俞小
平介绍，有些驾驶员不但开车时
接打电话，甚至还能做到边开车
边发信息、聊QQ或晒微信，而此
类行为妨碍安全驾驶，依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江苏省道路交通
安全条例》可依法处以罚款、扣
分。有统计显示，目前酒驾已不是
车祸造成人员伤亡的第一“杀
手”，注意力不集中才是导致交通
事故的最大原因，其中，开车打电
话又是造成注意力不集中的主要
原因。今年以来，仅他们大队受理
的因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就达 20

余起，受伤 3人，经济损失
50余万元。

为进一步筑牢道路交
通安全防线，3月 15日起，
戚区交警大队在戚大街、丁
堰路、大明路、潞城、华丰路

等 5处主要路口路段设立检查
点，采取“前哨巡检、视频取证、定
时稽控、流动查处”等方式，对此
类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俞小平提醒，当车速达100
公里时，正常的刹车距离至少需

31米，而使用手机时，刹车距离
则相应增加到45米，所以，驾驶
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开车
打电话一心二用，一旦出现险情
将难以发现或处理。

!芮伟芬13961158906!文!

摄"

“恐龙战队”，
守护游客的欢乐时光

这是一个“小办事处”，咨
询的人流，求助的电话，在这里
汇集；

这是一个“小法庭”，琐碎
的矛盾，激烈的纠纷，都在这里
解决；

这是一个“小调度室”，上
千个探头全方位监控着整个景
区，指挥着保安和管理人员，奔
赴每个需要的角落。

24小时的服务、365天的
保卫，在时尚刺激的“侏罗纪世
界”中，有一群默默坚守的“恐
龙战队”，零距离服务着游客和
辖区百姓。15年来，环球恐龙
城警务室从 2张办公桌发展
到一个700平方米的“小派出

所”，守护着环球恐龙城从“馆”
到“园”再到“城”的转型升级。
近日，记者走进警务室，寻找风
景中的那一抹“蓝”。

2000年 9月 16日，我市
第一个警务站———环球恐龙
城警务站应运而生。从那天
起，40岁的民警盈余生就驻
扎在这里，如今他已 55岁
了，亲眼见证着警务室的每一
步成长：最初，警务室只有 2
张办公桌，民警和景区工作人
员一起办公，当时管辖范围只
有一个恐龙馆。“出去巡逻，
都靠两条腿，转一圈大概 1
小时。一有警情，就要百米冲
刺。”盈余生回忆，巡逻时，他

们碰到一些身上有伤、夏天穿
得较多、旅游鞋很脏、携带黑色
挎包的游客，都会上前盘问。那
时候，没有监控，人流多，主要
靠经验来抓犯人。如今，恐龙城
警务站的软硬件配备早已“鸟
枪换炮”：警车 2辆，民警 9名，
协警 12名，对讲机 20台，监控
探头近 2000个，涵盖中华恐龙
园、恐龙谷温泉、迪诺水镇、创
意产业园及周边小区。

去年 12月 20日下午，迪
诺水镇开街，大学生小左和朋
友匆匆走进警务室报案，称他
的钱包不见了。盈余生马上调
出监控，很快在游客中心发现
了可疑人物。“当时，小左站在

咨询台边，旁边一个
女子用衣服搭在胳
膊上做掩护，一男子
在摸小左的背包，拿
到钱包后，迅速转移
给另一个男子。”很
快，盈余生抓获了 3
名尚未来得及逃离
园区的扒手，并在垃
圾桶里找到了小左
的钱包。

随着环球恐龙
城业务经营范围的
不断扩大，警务室也
不断面对新的挑战。
“出来一个新项目，
就跟进一个。每个项
目的运营情况都不
同，警务站也会研究
如 何 改 变 工 作 思
路。”三井派出所副

所长黄明方说，2014年 12月
20日，迪诺水镇开街，迎新灯会
展期80天，横跨6个重大节日，
大型灯组100多组，各类时尚彩
灯数万，每天观灯人数3万，且
免费向游人开放。“之前恐龙园
都是封闭的，这次是完全开放，
没有围墙，隐患很大。”警务站制
定了灯会安保总体方案、开幕式
方案、应急预案及系列子方案
10余个，划分南庭广场、美食
街、东京 120塔、奥特莱斯多条
巡逻带，设立多个执勤点，先后
5次对现场全部灯组进行拉网
式检查，安排100名应急力量随
时待命。截至目前，在警务站的
主动守护下，景区未发生一起重
大刑事、治安案件，未发生重大
火灾、交通事故。

今年4月，环球恐龙城指挥
中心将建成投入使用，监控拼接
屏由24台46吋LED显示器组
成，整体面积 16.8平方米，将环
球恐龙城景区、迪诺水镇及周边
近2000个监控摄像头信号接入
指挥中心，做到全方位、无死角
覆盖，做到人留脸、车留痕。警务
站还将在景区标志性建筑恐龙
馆的顶端和库克苏克峡谷顶端
建设4至5个高清、高空监控。
据悉，指挥中心未来还将建设多
功能操作台、会议台，监控与消
防整合使用、室内建有大型整体
环球恐龙城3D安防地图。

小小的环球恐龙城警务室，
经过“恐龙战队”的精心打造，已
悄悄成为常州最美的一道风景。

童华岗 奚静文 周金水

横山桥“洪鑫机械”
排臭气
曾被罚2万元，承诺年内搬迁

本报讯 前天，一篇题为《横山桥的常州市洪鑫机械配
件有限公司噪音、废气扰民，麻烦有关部门查一下》的帖子
出现在本地网络论坛中，发帖人“qianyibo521”称，武进横
山桥横山名苑的居民常年忍受附近一家工厂生产时发出的
噪音以及排放的废气。据“qianyibo521”介绍，工厂每天午
夜12点后开始生产直到早晨，还肆意排放黑烟，导致小区
内烟雾弥漫。最可恶的是，距离工厂不到50米有一所幼儿
园，工厂竟毫不在意。

据了解，这家工厂名叫“常州市洪鑫机械配件有限公
司”，主要生产铸造产品。昨天上午，记者赶到工厂附近实地
调查。在现场，记者发现工厂并不在生产，听不到噪音，也没
闻到恶臭。但附近居民告诉记者，现在还不是工厂生产时
间，要等到晚上，工厂对居民的影响才会显现出来。“这家厂
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起来了，但这两年周边小区越来越
多，居民慢慢开始无法忍受了。”一位知情居民说。另外，记
者注意到，距离厂区不到50米处，确实有一家幼儿园。

记者随即与武进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横山桥中队
负责人蒋队长取得联系。他表示，环保部门一直在监测这
家企业。原来，去年8月，武进环保部门就陆续接到附近
居民的投诉，表示企业生产严重扰乱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经过检测，发现这家企业噪音污染不严重，但排放的废气
恶臭浓度严重超标。”蒋队长介绍，企业排放正常浓度应维
持在 20左右，但检测下来，这家企业排放的浓度达到了
40左右。

蒋队长告诉记者，去年发现此污染情况后，环保部门随
即对企业作出了罚款2万元的处罚。同时，武进区政府还对
企业下发了限期治理决定书，要求企业在一年内完成治理，
达到环保部门规定的排放标准。

7个月过去了，为何企业仍被不断举报？蒋队长表示，
企业已经对生产做出了调整，按照环保部门规定，尽量不要
在白天生产，以防废气污染影响居民，尤其是幼儿园里的孩
子。“企业也做出了承诺，保证今年年内将工厂搬迁。”据了
解，目前，新厂房正在建设中，大概还需要3-4个月，一旦
完工，企业就将整体搬迁，不再出现在居民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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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7年的妈妈找到了
儿子做传销，母亲精神失常走失

本报讯“妈妈！”昨天下午，当湖南男子刘新（化名）风
尘仆仆来到常州救助站，见到失踪7年的母亲段某时，激
动得热泪盈眶，与母亲相拥久久不愿分开。

2008年，50岁的段某因精神失常在我市街头流浪，被
民警送至德安医院治疗。由于她一直无法提供详细的户籍
信息，市救助站和德安医院多次寻找其家人均未果，在医
院一住就是7年。经过长年治疗，段某渐渐康复，近日，她
对医生说出了一个家庭地址，医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致电
当地政府，结果很快联系上她的儿子刘新。刘新闻讯立即
从东莞赶到常州，这才出现本文开头一幕。

据刘新称，7年前，他因为听信传销，不但不回家过年
还要问本不富裕的家庭要钱“入股”，母亲精神受到刺激后
发病，愧疚的他带着母亲来常州打工，没想到刚来不久，母
亲就走失了。而当时，他妹夫出了车祸，不得不赶回老家，
待把老家事情处理好再寻找母亲时，怎么也找不到了。35
岁的刘新说，为此，他至今没有成家，目前和父亲在东莞做
保安。救助站工作人员看到母子经济拮据，免费为他们提
供了返乡车票，并将两人送上火车，希望他们以后的路能
越走越好。 !华岗13813585755!杨凯 丁维"

#自拍神器$近来十分火爆%在旅游区&热闹的公共场所

等'经常可看到有人手握一根可伸缩的金属杆'手机架在顶

端'通过遥控实现自拍'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和时尚% 一位

在红梅公园赏花'正用#自拍神器(拍照的女士介绍'这种自

拍工具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解决了一个人用手机拍照时取

景的局限'可实现多种角度特别是高角度拍大场景的要求%

据了解'目前)自拍神器(品牌品种达百余种'价格从数十元

至千元不等% 魏作洪 摄

假冒燃气公司推销配件
工商介入全额退款

本报讯 昨日，常州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在接到
多位市民投诉后发布消费警示：一些不法商家专门打着义务
检查、义务维保的幌子，借老百姓对水电气等部门的信任，冒
充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收取高于市场价的配件更换费。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家住新北区的王老太，被身着类
似燃气公司工作服的人敲开了门，进来的两个人熟练地对
王老太进行燃气安全使用宣传，声称此次是燃气公司免费
进行燃气安全检查，同时为了安全用气考虑，将对用户装
配煤气泄漏警报器。王老太招架不住两人的热情，最终交
了380元配件费，同时在他们提供的单据上签字确认。

过后，王老太想起，他们始终未出示工作证，顿生疑
窦，再仔细一看单据，商家原来是一个听都没听说过的燃
气配件销售公司。事后，王老太拨打12315进行投诉，经工
商人员介入，被诉公司最终同意全额退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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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盗窃财物
遭宠物狗“出卖”
本报讯 男子计某散步时，见财起

意，顺手牵羊拿走一位醉酒男子的万余
元财物。可他万万没想到，“出卖”他的竟
是自己的宠物狗。近日，计某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四十出头的计某养了一条黑色小狗，
每天都要带它出去溜达。去年7月，计某
打完牌出门遛狗，走到新城逸境园西大门
外时，发现路边停着的一辆车，车门未关，
驾驶员的脚还在车外。计某走近一瞧，原
来司机喝醉了，睡在了车里，包放在副驾
驶座上。计某刚刚打牌输了钱，见财起意，
拿了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个钱包，内有1
万元现金和5000元香烟卡。计某拿了包
就回家。之后，他把钱存在了自己的银行
卡里，香烟卡则直接换成了现金。本以为
这事神不知鬼不觉，可一星期不到，计某
就被抓获。破案的关键正是他的宠物狗。

原来，案发后，警方调阅视频资料发
现，根本分辨不出偷包男子的长相，倒是
那条小黑狗很是惹眼。警方分析，既然小
偷是出来遛狗的，应该就住在附近，于是
在周围大量走访，很快确定男子曾牵狗
走进了新城逸境园小区。询问保安后，确
认该小区里确实有一只小黑狗，但具体
在哪不清楚。警方要求保安留意动向，没
过两天，保安发现一名女子正在遛一条
小黑狗，便向民警反映。民警火速赶到现
场，怀疑偷钱的男子就是女子的丈夫。于
是，民警直接来到计某的工作地点，发现
了被盗钱包和受害人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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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票改签遭骗局
瞬间被骗5万元
本报讯 近日，来常旅游的孔女士

准备乘飞机返回河南老家，不想，在改签
机票时遇上电信诈骗，银行卡瞬间被转
走了近5万元。

受害人孔女士回忆，几天前，她请朋
友帮忙通过携程网预订了前往河南新郑
的机票。后因行程有变，她想把3月19日的
机票改签至3月24日。于是，她在百度上搜
索，搜到了一个“400”开头的热线电话。
“拨通后，对方说改签机票需要20元手续
费，让我到ATM机上操作。”孔女士没多
想，便来到文化宫附近的工商银行ATM
机上，根据通话中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操
作结束后，孔女士收到了银行的短信提醒，
显示她的银行卡被划走近5万元。于是，她
立即向天宁公安分局新丰街派出所报案。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侦破此案。

民警提醒，目前，全国已有多地警方
接报类似案件，在进行改签操作时，要认
准航空公司或正规网站的热线电话，认
真核实短信来源，以防上当受骗。市民不
能盲目信任以“400”开头的电话，更不要
按照诈骗短信或电话提示通过ATM机、
网银等方式进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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