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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倦”

开工大吉
上班第一天收“激励红包”

长假过后，
当心“节后综合征”找上你

农历正月初七，作为开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虽然说也有单位用“收
心会”
“慰问信”
“线上红包”等激励，但都比不上开工红包来的直接有
效。记者了解到，节后上班第一天，淮安有单位还出现员工排队领红包
的热闹场景，
以鼓励员工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融媒体记者 张红

●员工排队领红包
日前，小米 CEO 雷军给北京总部员工
派发红包的视频，在网络上火了。小米公
司的员工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满脸笑容地
等待着老板的开工红包。这也掀起了网上
“你老板给你发红包了吗?”
的提问。
其实，在淮安，有些互联网科技公司也
有这般热闹场景，昨日上午，位于苏宁生活
广场的淮安天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六十
多名员工在熙熙攘攘的走廊排着队领红
包，队伍都排到走廊尽头了。
该公司总经理孙亚告诉记者，今年一
共准备了 100 个开工红包，共计 10000 元
左右。公司成立三年多来，每年的正月初
七都保持派发开工红包的习惯，
“这是我们
公司的惯例，为了让开门红包更有趣味性，

我们每年发放的形式都不一样。”孙亚说，
今年采取的是随机抽号的形式。早上 9：
18，开门红包游戏正式开始。每个人先抽
号码，再去会议室领对应号码的红包，红包
里放有不同面额的纸币，面额都是吉利数
字。他表示，派发红包除了给员工拜年外，
也鼓励大家春节后准时来上班，尽快进入
状态，因为只有按时到岗的员工才可以参
与开工红包的游戏，目前公司 95%的员工
都到岗了。
另外，记者了解到，不少公司都在昨日
开启了派发红包的模式，派发的方式也是
五花八门，例如“健康爬楼梯”活动，寓意着
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手抓吹钞机”活动，寓
意财源滚滚。

●金额多少不在意 更看重心意
在淮安工作了 4 年的胡俊颜，现在是
一名软件开发工程师。他说自从工作以
来，每年正月初七都会准时来淮安上班。
当然，他也坦言，在淮安呆过的公司都有派
发开工红包的习惯。
“ 金额都是随机抽的，
排队抽红包的心情很激动，今年拿到了一
百元的红包，多少都是老板的心意，新年就
图个开心。
”
在市区一家公司已工作 3 年的朱敏，
开
门红包已连续拿了 3 年，在她看来，每年的
开工红包对于自己来说更多的是纪念意义，
之后每年她都将红包攒好，
这也是对自己工
作、
生活的一种记录。
同时，不少公司负责人表示，开门红包

最重要的寓意是图个好彩头，所以在派发
金额上多选择 8、18、88 等吉祥发财数目的
纸币，以使大家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象征
开门见喜，财源广进。
当然，淮安也有不少单位没有“开工利
是”的习惯，记者随机采访 20 名在初七开
工的淮安上班族，其中 11 人表示有收到开
工红包，在这 11 位上班族中，70%都就职
于互联网、房地产、营销公司。而另外 9 人
则大多在国企、事业单位等。
“ 我们单位没
有这个惯例，不过初六的时候，老总今年第
一次在工作群里发了个微信红包，庆祝开
工大吉，这也算吧。”在淮安某国企工作 5
年的汪琳告诉记者。

“发”
“正月不理发”观念渐行渐远
年后理发店陆续开业
民间有“正月里不理发”的旧俗，不过，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市区不少理发店已陆
续开业，正月里光顾理发店的市民也一年
比一年多，
“正月不理发”
观念渐行渐远。
昨天正月初七，是年后上班的第一天，
市区不少理发店也陆续开业。记者走访了
解到，由于受“正月不理发”的观念影响，早
些年多数理发店一般到正月十五以后才开
门营业，有的甚至更晚。但近两年进入正
月后有不少剪发的顾客，理发店也随着人
们的上班时间开业，有的理发店甚至初六
就开门营业了。
11 日一大早，清河路上一家理发店刚
开门，便迎来了客人。
“哎，年前人太多就没
赶上，这几天可把我憋坏了。”一位 30 多岁
的女士走进门，说要烫个发型，理发师赶紧
热情地招呼。该理发师告诉记者，原本定
在初八开门，没想到初六就有好几位顾客
约，索性跟着大家上班时间一起开业了。

随后，记者走访市区其他已营业的理
发店发现，每家店内都有不少顾客在剪头
发，并没有受到旧习俗的影响。
“ 年前工作
特别忙，除夕前一天才放假，那时候人太多
了排不上，还不如趁年后人少来。”正在剪
发的 80 后宋小姐表示，正月不理发是老习
俗，也是个人习惯，但每人都有不同的看
法。一位正在烫发的年轻男子也称，
“记得
小时候，老一辈确实说过正月里不理发，但
我觉得没什么。去年正月里我也理发了，
也没发生什么事。”
“很多人年前忙，没时间理发，就选择
年后来。”承德路上一家理发店师傅告诉记
者，特别是这几年，正月里来理发的客人越
来越多了。再过十来天，人会更多，来理发
的多数为学生，总之，正月里理发的人比以
前多了，
人们的观念在逐渐改变。
■融媒体记者 韩雅惠

本报讯 昨天是春节长假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当一切回归正常生活
时，很多上班族却感觉做什么都心不在焉，心情也很烦躁。对此，专家表
示，
这是“节后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融媒体记者 张红

●假日期间作息不规律，节后很疲倦
90 后市民江先生就是“节后综合征”的重
度患者。江先生告诉记者，虽然假期没有枯燥
乏味的工作，也没有鸡毛蒜皮的琐事，但是，这
个假期还是让他感觉很累。按照惯例，江先生
每年腊月二十九回江西老家，假期里，一群朋友
在一起吃饭、K 歌、打牌，玩到凌晨肚子饿了，再
继续找地方吃宵夜喝酒。转眼，春节假期就结
束了，没有时间休息调整，更没有时间规划未

来。以至于春节之后上班感到疲倦、焦虑、恶
心。江先生为此非常烦恼，但又不知该如何解
决。
然 而 ，并 非 每 个 人 都 会 产 生“ 节 后 综 合
征”。80 后市民严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假期一
直保持着和工作一样的作息习惯，因此，假期结
束返回职场，身体上的疲倦感并没有太明显，自
然心理上也就不会产生太大的排斥感。

●三招教你完胜“节后综合征”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烽介绍，之所以出
现
“节后综合征”
，其根本原因在于春节假期，人
们娱乐玩耍、或外出旅游、走亲探友，休息的时
间反而比平时上班时还少，作息时间和规律被
打乱，扰乱了生物钟；加之节日期间饮食无规
律，不少人还烟酒无度，暴饮暴食，造成营养搭
配不均，身体各器官超负荷运转，引起功能紊
乱，
让人体感到不适。
李烽建议，
“节后综合征”
患者，一要补充睡

眠，中午时尽量小憩一会，时间不必过长，半个
小时左右即可，可以让精力尽快恢复。二要及
时清理肠胃，过年吃得丰富，长假后要注意调整
饮食结构，定时饮食，多喝茶、多吃水果，多吃新
鲜的绿叶蔬菜等“清火”食物，还可适当吃一些
健胃消食片或山楂片，让不堪重负的肠胃得到
休息。三要睡前泡脚，睡前用热水洗脚，按摩脚
心足趾，促进血液循环，这些对神经衰弱、失眠、
头痛等症状均有疗效或辅助治疗作用。

“丑”
春节假日游客多 景区文明须注意
春节期间，很多市民在茶余饭后选择带着
离了大部队，站在一旁开始
“吞云吐雾”
，弥散开
家人、外地来的朋友在市区附近的景区游玩。 来的烟雾也让附近的其他游客纷纷捂住了口
随着游客的增多，许多景区热闹非凡。记者昨
鼻。
“景区设有专门的吸烟场所，如果有需要可
日下午在河下古镇发现，人山人海带来的除了
以去门口的吸烟亭。”景区讲解员王珏告诉记
浓郁的年味儿，
一些不文明现象也不容忽视。
者，春节客流量增加，很多外地游客不熟悉这
在古镇行走，青石板铺成的道路古色古香， 里，并不知道有吸烟亭，而自己和同事只要发现
让人恍若穿行在过去。不过扎眼的是，地上还
有吸烟的游客，都会制止，并劝说其去吸烟亭
时不时会有垃圾袋、食品包装等一些垃圾。
“明
吸烟，
“这样既是为景区卫生考虑，也是对广大
明几步外就是一个垃圾桶，也不知道这些人是
游客负责。
”
怎么想的。”
住在小巷里的李大爷摇了摇头，
“墙
对今年的春节景区情况，王珏显得很乐观，
上还贴着市民
‘十不准’
，
还是有人视而不见。” “虽然因为客流量的增加偶有一些不文明行为，
在文楼的巷弄里，游客们欣赏着美景，品味
但大部分游客都很遵守文明准则，也很配合景
着美食，时不时有外地的游客举起手中的相机、 区的工作。”
景区也安排了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
手机记录下自己喜爱的风景。人群中，记者却
景区文明的倡导与维护，对游客不文明行为加
看到了一幕不和谐的景象：有两名男性游客脱
以制止和教育。
■融媒体记者 高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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