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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阎良工务段组织
8名青年志愿者到张桥镇关山小学开展“知路、护路、爱路，
共建平安铁路”为主题的路外安全宣传活动。 刘晓瑞 摄

当了妈的人似乎更容易焦虑：从孩子喂
养到读书上学，每一个阶段都会发生让妈妈
们感觉崩溃的事。

此前，UC大数据发布了国内首份《中国
妈妈“焦虑指数”报告》。数据显示，全职妈妈
的焦虑指数位列第三，仅次于从事金融与互
联网工作的妈妈们。而在所有妈妈焦虑的问
题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孩子的健康、孩子的
教育以及夫妻关系。

可以看出，妈妈们焦虑，大多和孩子
有关。

妈妈们都在焦虑什么？什么情况下最焦
虑？笔者采访了几位妈妈，听听她们的故事。

悠然，75后，女儿12岁
厌恶妈妈群带来的焦虑，却不愿退群

“多么希望自己能像群里的昵称一样‘悠
然’，但现实却是，当了妈之后，基本上就是

‘烦躁’，矛盾吧。我现在手机上加的各个有
关女儿教育的群，我明明很厌恶群里蔓延的
焦虑，但总怕漏掉一些有用的信息，一边纠
结，一边还在群里待着。”悠然（化名），一个75
后妈妈，在一家公司做文职，女儿今年小升
初，从怀孕时刚刚流行的准妈妈论坛到目前
的微信群，她一直是忠实参加者。

“论坛也好，妈妈群也好，对我最大的意
义就是信息的聚集地，尤其是同城的群，有些
信息是很实用的，诸如杭州哪所医院哪个医
生更擅长小儿咳嗽治疗，杭州哪个培训机构
具体到哪个老师比较好，群友们的亲身体验

总是很有说服力。”
在女儿不同时期，悠然加入了不同的

群。她以前并没觉得加入几个群有多影响自
己的生活，但是自从女儿进入小学高年级段，
尤其今年的小升初时期，悠然深深被影响，很
焦虑，曾一度想退群，但还是忍住了。

“说白了，就一个原因，怕错过一些自己
需要的信息。”她说，自己也很清楚，焦虑来自
于自己对女儿教育的不确定，所以很容易受
外界的影响，看到有的人在群里发谁家的孩

子多么厉害，总会不自觉地对照自己女儿。

程璐，35岁，儿子5岁
朋友聚会谈的都是孩子教育，焦虑到大哭

和长久不见的朋友聚会回来后，35岁的
程璐躲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她抑制不住地
焦虑，因为儿子。

程璐的儿子 5岁，读幼儿园中班，朋友的
儿子小一岁，读小班。

“本来我们觉得儿子读了幼儿园后，
挺有进步的，结果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比，
落差太大。”

这位还在读小班的小男孩，有一个虎爸，
从儿子上幼儿园之初，就定下计划，将来要读

民办小学，备战随之而来。
“小男孩认识快 1000个汉字，上了四个

英语培训班，能阅读英文绘本，除此之外，还
在学拼图，钢琴，又考上了学而思的尖子
班。幼儿园每天只上半天，剩下半天就是上
辅导班。”

程璐对儿子的教育虽然没有像朋友一家
那样，但也非常上心，给儿子报了围棋班、跆
拳道，每周陪儿子上围棋课，回来辅导他作
业，平时生活中，看到儿子感兴趣的汉字，也

会教他识字。
程璐是一家公司的中层，有极强的进

取心，但自打儿子上幼儿园后，她就一直跟
自己说，不要拿自家的孩子去和别人比，可
是听到朋友儿子的表现，她还是忍不住有
点崩溃。

和朋友聚会那天，她刚好陪儿子做围棋
作业，小家伙懒懒散散，漫不经心，5盘棋输
了 4盘。

“应该是之前积压的焦虑突然就爆发了，
我一直想的是生活要自己努力，包括孩子，所
以看到他懈怠，我就心里难受。想想他未来
求学的路还长，还要面对多少这样的时刻，真
是郁闷得眼泪止都止不住。”程璐说。 老

公听到她的哭声，跑来安慰，可又不理解她的
焦虑。

这场朋友之间的聚会，让程璐失落的还
有一点，“本来想长久不见，彼此聊聊天，说些
轻松有趣的话题，没想到，从头到尾，全是围
绕孩子教育。”

朋友告诉程璐，她加入了一些妈妈群，
里面会讨论如何教育孩子，包括一些优质
培训班的消息，“我听听都不敢加入，听她
说说我就焦虑，如果进那样的群，岂不是

每天都抓狂。”

杨桃，85后，女儿1岁
拉黑妈妈群，世界终于安静了

产后第三天，杨桃终于顺利实现母乳喂
养，在微信上问一个宝妈朋友“怎么判断宝宝
吃没吃饱”时，朋友迅速把她拉进两个本地的
母乳妈妈群。

这两个群的群主都号称是“专业哺乳顾
问”，一个群里有三四百成员。

杨桃说，当她还是“小白”阶段，妈妈群确
实挺管用，乳腺发炎了怎么办、宝宝为什么无
端哭闹、身上怎么多了几个红点，总要到妈妈
群求教一番，而群里的热心妈妈，也总会给出

靠谱的建议。
除了时不时有玩拼多多的宝妈求大家帮

“砍一刀”以外，没觉得有啥问题。
都说要“赢在起跑线”，其实，新手妈妈的

焦虑，是从给宝宝喂第一口奶开始的。时间
久了，她发现群里也有鄙视链：全母乳喂养的
自然高人一等，混合喂养的妈妈只恨自己不
是“奶牛”，整天询问如何追奶；而每当有个喂
奶粉的妈妈说宝宝身体不差，自己也轻松，总
会有几个妈妈跳出来冷嘲热讽。在她们眼
里，只有母乳是最棒的，如果不能实现全母乳
喂养，一定是妈妈偷懒。

每当群里有妈妈抱怨上班背奶太辛苦，或
者有妈妈已经被确诊生病，医生建议暂停母乳
喂养，还是有妈妈会给她们打气：“再坚持一
阵，宝宝的口粮最重要！”这让她瞠目结舌。

随着宝宝一天天长大，她才发现自己之
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说到底，只要大方向
不错，养育孩子就是静待花开的过程。

而她和母乳群妈妈的蜜月期也没维持太
久。群里不停地有妈妈加她，通过后才发现
都是微商，还有的妈妈直接把她拉进“买买买
群”，整天在群里发来各
种团购信息。

终于，她拒绝了来
自群里的任何好友添加
请求，也把之前加的宝
妈一一拉黑。这下，她
的世界终于安静了。
（李玲玲 吴朝香 黄小星）

妈妈群：满是焦虑，就是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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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
“太感谢你们高效便捷、热情周
到的服务，解决了我们公司的
大问题！”

9月13日，商南碧桂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专程为商
南县不动产登记局服务窗口送来
了感谢信和锦旗。商南县不动产
登记局在3个多小时内就为碧桂
园公司办好了原本需要5个工作

日才能完成的不动
产登记手续，切切
实实让客商感受到
了商南速度和商南
效率。

今年以来，商南
县不动产登记局以
创建全国“百佳不动
产登记示范窗口”为
契机，充分运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先
进技术，建立健全不

动产登记权籍调查、基础信息平
台建设等工作协调机制，加大不
动产登记与住建、规划、税务等部
门信息互通共享协调力度，切实
拓宽登记信息应用领域，全力提
升不动产登记效率，优化不动产
登记营商环境。持续创新不动产
交易、税务、登记体制机制，妥善
解决不动产登记过程中的“中梗
阻”“推绕拖”“事难办”等突出问

题，全面推广“一窗受理、集成服
务”模式，为企业开启登记绿色通
道，设置实体不动产登记服务专
窗。目前，在企业、群众完成权
籍调查、登记资料齐全、符合登
记要求的前提下，所有登记业务
全部实现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
日办结。

优化流程，推动标准化服
务。严格按照不动产登记法规规
定的工作目标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将企业各类不动产登记所有
材料目录、办理时限等进行公布，
对企业登记事项的办理流程进行
全面梳理、优化精简，减少审批环
节，将审批权限授权至窗口，减少
材料周转时间和材料流转环节，
制定统一的登记流程、收件标准、
办结时限等。企业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首次登记在公告期满次日
可发证，企业各类抵押登记可在
4小时办结。“不动产登记窗口服

务热情，工作认真高效，今年三、
四、八 3个月均被县政务服务中
心评为“红旗窗口”。

创新举措，积极为企业开启
绿色通道。根据业务办理工作需
求，对照“全国百佳不动产登记
便民利民示范窗口”的指标，在
合理设置咨询、受理、审核、登
薄、缮证、发证、查询、缴费、
权籍测绘、档案查询等窗口的基
础上，为企业开启绿色通道，设
置实体经济不动产登记服务专
窗，不受业务限号，实行随到随
办，明确专人负责，优化权籍调
查、登记受理等办理环节，积极
探索容缺办理机制，对企业无法
及时提供申请材料的，可先行受
理，允许有申请人承诺限期或者
在领证时补交到位。

同时，改进服务质量，上门为
企业解忧排难。深入企业开展调
研活动，了解企业所需、企业所

困，排查不动产登记办理过程中
的部门衔接、受理环节、办事效
率、历史遗留、窗口服务、违规收
费、信息公开等群众反映的突出
问题，逐件落实整改。把服务“窗
口”前移到企业家门口,主动指
导，给企业服务做“加法”,为企业
负担做“减法”，节省业务办理时
间，切实做到“让数据信息多跑
路，让企业群众少跑腿”。建立服
务回访制度，采取电话、上门、座
谈、信函等回访形式听取企业对
工作人员总体评价,对回访发现
的问题及时整改，对责任人依规
依纪进行处理，用监督机制杜绝
渎职腐败。

“我们努力实现让企业群众
办事‘最多跑一次’，甚至不跑
路，最终要实现‘办理不动产登
记像网购一样方便’的工作目
标”，商南县不动产登记局局长李
玉臣说。

9 月 14 日，陕西省能源化工作家协会、《陕
西煤炭》杂志社向西安科技大学捐书仪式在该
校图书馆举行。

此次活动共征集省能源化工作家协会会员公

开出版图书 27 种 310 册，包括长篇小说、报告文
学、散文、诗歌等各类文集。其中，会员单位彬煤
公司特意购买文学名著35部175册、书法作品一
幅赠与学校图书馆。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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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富平县留古镇的徐大妈最近参加
当地一家保健品公司组织的讲座，收到了
一份包装精美的保健品赠品，打算服用。
但被回家探亲的儿子扫描二维码后发现其
批准文号根本不是这个商品的二维码，而
是另外一个厂商。

事实上，目前很多假冒保健品销售商
开始把目标定位到农村及偏远地区。作为
消费者，一方面痛恨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
虚假保健食品，但另一方面对保健食品特
别是中老年人又有一定的消费需求。那么
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到底该坚持什么
样的原则呢 ？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巡视员
张明在不久前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给广大消费者支招。保健食品
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
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保健食品产
品须经国家审查批准，获取保健食品批准
文号，并在包装中使用保健食品专用的蓝
帽子标志。在选购保健食品时，大家应注
意以下方面：

1. 保健食品的本质仍然是食品，而不
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不能替代药物。科
学、理性看待食品、保健食品广告和宣传，
凡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一律不要购
买；保健食品广告中未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一
律不要购买；不要盲目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知识
讲座、专家报告等。

2. 选购保健食品时，要在药店、超市、专卖店等获得
了保健食品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购买。购买时特别要
注意有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通过网络、会
议、电视、直销和电话等方式购买产品，也应先行确认资
质信息。

3.购买保健食品时，要仔细查看外包装标签标识产
品相关信息，做好“四不”：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的产品；不要购买标签上没有食品生产许
可证号的预包装食品；不要购买标签或说明书中提及可
以预防疾病、有治疗功能的产品；不要购买标签上没有
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但声称有保健功能的产品。

如遇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问题的，可以
拨打 12331热线电话或向当地食药监管（市场监管）部
门进行投诉举报。 本报记者 兰增干

台湾游客华山受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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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商洛发电公司组
织全体职工观看党史教育电影

《大会师》和《风云1927之八七会
议》。本次观影回顾了我党发展

壮大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增
强了广大职工对党的感情，激励
公司全员不忘初心跟党走、立足
岗位作奉献。 张月华 摄

本报讯（王文）9 月 14 日，
2018-2019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
强化督查进入第二阶段，按照工作
方案要求，37个督查组对陕西省关
中地区的县（市、区）进行督查，共
检查点位218个，发现涉气环境问
题44个，其中国家督办28个。

其中西安市发现问题16家，
国家督办8家。宝鸡市发现问题3
家，国家督办3家。咸阳市发现问
题7家，国家督办5家。渭南发现
问题9家，国家督办6家。铜川市
发现问题2家，国家督办2家。西

咸新区发现问题6家，国家督办3
家。韩城市发现问题1家，国家督
办1家，杨凌示范区未发现问题。

检查发现的44个环境问题，
其中“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 3
家，占比6.81%；工业企业污染防
治 12家，占比 27.27%；扬尘综合
治理 10家，占比 22.72%；露天焚
烧管控 1处，占比 2.72%；信访投
诉18件，占比40.90%。

对上述问题，已通过督办问
题清单交办相关市、县（区）人民
政府依法调查处理。

省环保厅通报蓝天保卫战督查工作进展

本报讯（王超）交通信号灯
同步映射地面，首条“红绿灯斑
马线”现西安街头。9月15日晚，
在西安纺织城客运站西门外出
现了一条独特的智能发光斑马
线，嵌入地面的LED灯带与人行
道红绿灯同步闪烁，行人从这里
过马路更方便、更安全。据了
解，这套地面式人行信号灯在西
安尚属首次使用。

15日晚 8时许，笔者在现场
看到，这套地面式人行信号灯位
于灞桥区柳鸣路与长乐东路丁
字口，该信号灯属于嵌入式设
计，灯管上方铺设了厚实的透明

玻璃层，灯光柔和明亮。这个地
面式信号灯会跟着立柱式人行
横道信号灯同步闪烁。当马路
对面的立柱式人行信号灯绿灯
闪烁时,地面式人行信号灯三条
发光带同时闪烁绿光；当立柱式
人行信号灯红灯闪烁时,地面的
三条发光带同步变成红光闪烁。

据交警灞桥大队副大队长董
国亮介绍：“这个地面式红绿灯斑
马线全天24小时都会亮，可作为
立柱式行人信号灯的补充。既可

‘唤醒’更多‘低头族’注意交通信
号灯，安全过街；还可作为辅助安
全设施，方便弱视人群。”

首条“红绿灯斑马线”出现在西安街头

郭妍是华山游客中心咨询台
的工作人员。9 月 8 日下午 16:
40，一位女游客急匆匆地来到咨
询台询问：“请问哪里可以兑换
到人民币现金？”“售票大厅自助
取款机就可以。”郭妍不假思索
地说。“可是，我这里只有外币
和台币，取款机没法兑现。”客
人焦急地说。郭妍这才注意到，
这个五十岁左右、操着闽南语的
客人有点特别，她的同伴是一位
白皮肤金头发的外国姑娘。

外币兑换人民币只能去中国
银行办理，考虑到客人人生地
不熟的，很不方便，在征得咨
询台负责人同意后，郭妍开上
私家车带客人去位于市区的中
国银行。

当时已经快 17时了，又是
周六，不确定中国银行是否下

班，郭妍觉得时间紧迫，心里一
急，她不由得加大了油门，当无
意中看到两位客人脸上担忧的表
情时，郭妍马上放缓速度，好让
客人安心。到了中国银行，门早
关了，郭妍建议客人在华山脚下
住一晚上，等明天兑换了现金后
继续下一个行程，客人说她俩身
上现在只剩下 11元现金了，而
且身份证、护照什么的都放在渭
南宾馆里，在这里不仅无法入
住，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原来，这是两位从台湾来
的游客，对华山的情况不是很
了解，在旅程安排上出现了一
些偏差。她们以为华山不通高
铁，前一天从西安坐高铁特意
到渭南下车，然后周六早上再
从渭南坐大巴到华山，准备游
览完后再从华山坐大巴返回渭
南。由于不知道上华山除门票
外还有车票和索道票消费，结
果在购买了车票和索道票后出
现了现金透支，身上仅剩下 11
元零钱，现在又兑现不出人民
币，被困在了华山。

了解到游客的难处，郭妍
急忙掏出自己身上全部的现金
给游客救急，游客说我不能白拿
你的钱，坚持不收，事情僵在了
那里。郭妍灵机一动，问游客在
大陆有没有亲戚或者朋友，如果
有，可以让亲戚或者朋友给她微
信转账。“实在不行，自己出钱
雇个顺风车先送游客回渭南再
说。”郭妍悄悄打定了主意。游
客想了半天，忽然一拍脑袋，说
西安有一个熟人，兑现的难题瞬
间解决了。游客感慨地说，没想
到大陆这么先进，可以微信支
付，又快捷又方便。

看时间不早了，郭妍开车直
接把客人送到大巴车站，两个人
没有着急上车，而是跑到一旁不
停地嘀咕什么。原来她们在商量
一定要给郭妍发个小费，说郭妍
为她们奔波了半天，她们心里很
过意不去，这是她们的一点心
意，非要郭妍收下。郭妍婉拒，
她说：“遇到这种情况，每一个
华山人都会这么做的！”

通讯员 秦永毅

新闻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随着日前五路口站隧道风
机房二期主体工程顺利封顶，由中铁一局城轨公司承担
施工的西安地铁四号线两站两区间工程如期完成，同时
也宣告地铁四号线全线主体工程全部完工，为今年底前
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9月15日上午，记者在西安地铁四号线五路口站工
地看到，工人正冒雨拆除架子。据现场技术负责人王睿
介绍，五路口站隧道风机房位于西安市解放路与东五路
十字北侧，地铁1号线五路口站北端。二期工程东侧地
下一层基坑宽 12.7米，深 10.42米，顶板覆土仅 3.87米，
距民安大厦地下室约 5米。自今年 6月 10日围护桩施
工以来，项目部精心组织、科学筹划，克服交通疏解、治
污减霾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紧追猛赶，有序推进，在作
业面狭小、毗邻民安大厦且管线复杂的情况下，制定工
期节点和安全保证措施、优化资源配置、全力以赴确保
工期。经过 3个月的紧张施工，按照计划要求安全、优
质、如期完成了该项工程。

中铁一局承建的工程主要包括含元殿站、火车站站
及含（元殿站）～火（车站站）～五（路口站）两站两区间，
线路总长度近2.3公里。

西安地铁四号线主体工程如期完工
中铁一局城轨公司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