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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同学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
读小学时自己是父母和老师心目中
的乖孩子，进入中学后却突然变成
了叛逆者，看这这不顺眼，瞧那那不
称心，对长辈的教育不屑一顾甚至
非常反感，要么固执已见随心所欲
一意孤行，要么盲目从感情用事不
计后果。有些同学也常对其言行感
到困惑，想缓解情绪可脾气却依然
渐长，甚至怀疑自己有病。若说是
病，那就是被“感染”了逆反心理。

逆反心理是青春期这个年龄段
必然会出现的心理现象，同学们无
法阻挡它的到来，惟有正确面对。不
要让逆反心理冲昏你的头脑，而应
在家长和老师带领下学会理性地分
析问题解决矛盾谋求发展。
正视问题，学会自知

中学生逆反心理是身体、心理

迅猛发展与知识经验、生活积淀相
对滞后的强烈反差中产生的，是中
学生正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
标志。有同学认为自己已是“大
人”，因而对长辈的态度来了个一
百八十度大转弯，由“顺从”突变为

“批判”，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将其无意的、善意的和关爱的行为
误解为跟自己作对。而自己由于心
态、知识和能力的限制、遇事往往
缺乏冷静思考，主观莽撞意气用
事，结果经常事与愿违。只有理智
地评判自己，不断强化学习提高水
平，才能尽快地走向成熟和成功。
若无自知之明，对自己作过高估
价，拒绝接受家长和老师的教导，
一味逞强逞能，无异于作茧自缚和
自设陷阱。
谨言慎行，学会自重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
画。没有包袱、敢想敢干是中学生的
优势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骄
傲自大盲目排他。要明白任何新的
发现、新的成果都是人类文明的延
续和发展。俗话说得好，“一块篱笆
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无论是
政治家、科学巨人、艺坛精英还是凡
夫俗子，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其实
都有许多“帮手”作支撑。离开他人
和社会，任何人都将无法生存。一个
并无恃才傲物本钱的中学生，更应
虚心向他人讨教，向社会学习。家长
的关爱和教诲、老师的引导和点拨、
朋友的提醒和帮助是使人受用一生
的宝贵财富，如果任由逆反心理蒙
住双眼，坚持与关心、教育、帮助和
支持自己的人对着干，难道不是太
愚蠢、太无知了吗？

善解人意，学会自制
家长和老师是成长道路上的

阶梯、拐杖和路灯。他们不但提供
了学习生活条件，传授着知识与经
验，还担负着为你人生导航的重
任。他们不是圣人，也会存在不足
或失误，诸如教育观念比较陈旧、
教育形式不够开放、教育内容缺乏
针对性、教育方法没有创新、对学
生不够民主等。你们不满意是可以
理解的，完全可以通过交流和沟通
的方式向他们提出改进的意见和
建议，而不必采取嗤之以鼻甚至背
道而驰的抵触方式。“良药苦口利
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长辈的教
育可能不合自己口味，但其用心良
苦，因此也需以宽容的心态去理
解、去接受。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

“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的态度去对待。长辈也
有自己的尊严和喜怒哀乐，要学会
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要用理性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学
生保持冷静和克制。“牢骚太盛防
肠断”，不可斤斤计较于他们的只
言片语，不要因鸡毛蒜皮之事横眉
竖眼、抱怨指责，更不能以寻衅滋
事、诋毁谩骂为乐，以怨报德，把

“快乐”(其实是以假像掩盖着痛
苦)建立在使他人痛苦的基础上。
总之，理解和尊重是抑制和逆转消
极逆反心理的前提。以心换心倾听
长辈心灵之声，将心比心理解长辈
教育指向，心心相印做长辈知心朋
友，必能增进与长辈的融合与交
流，从而为自己营造健康愉悦的心
灵家园和风调雨顺的成长空间。

（李艳丽）

面面对对学学生生的的““逆逆反反心心理理””

本报郓城7月23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王荣花)

一诈骗团伙藏身居民区，使用
北京区号的网络电话，谎称公
司举行周年庆搞抽奖活动，对
方获得苹果手机一部，但需要
购买18张面值100元的充值卡
才能领取，如此低劣甚至已被
大家当笑话来讲的骗术竟还有
不少人相信。该团伙先后实施
诈骗2000余起，涉案价值达300
余万元。近日，该特大网络电信
诈骗团伙被郓城警方打掉。

7月17日，郓城县公安局在
菏泽市公安局有关部门支持
下，经过两个月深度侦查，一举
打掉了张某为首的以抽奖中奖
获苹果5手机为诱饵的跨省特
大网络诈骗团伙。同时在深圳、
惠州、菏泽三地展开抓捕，共抓
获涉案人员79名，捣毁该团伙
位于菏泽经济开发区凤凰城
C320室、A西1015室和牡丹区
香格里拉三处窝点。

今年5月份，郓城县公安局
唐庙派出所社区民警在走访中
发现，有多名可疑人员在唐庙
镇盛世家园小区利用网络从事
诈骗活动，5月27日，郓城县公
安局对此立案侦查。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的
行骗套路其实很老套。他们先
是给目标“客户”打电话谎称，
是北京五天分销会员管理中
心的工作人员，接着编造公司
举行周年庆典活动。来电目的
主要是通知对方给对方赠送
了礼品，礼品是由苹果公司特

别赞助的苹果5手机一部。如
果对方不相信，他们就按照张
某印发的内容给对方耐心做
解释工作。如果对方相信了，
他们紧接着会告诉对方领取
赠送的手机必须要购买他们
公司的手机话费充值卡，每张
卡 1 0 0元，须购买 1 8 张共需
1800元，然后他们才能发货。
并谎称，如果手机充值卡不能
使用，可以在七天内退货，但
是要等他们公司的活动过去
以后，卡才能统一开通。

据悉，该团伙利用北京的
网络电话，告知受害人获奖可
免费领取一部苹果5手机(经

鉴定为假手机)，进而骗取受
害人购买其公司价值1800元
的手机话费充值卡(经鉴定为
假货)，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
另外，记者了解到，受害者收
到的手机为高仿手机，价值
300元，充值卡价值则为1毛钱
一张，因手机相似度极高，受
害者没有仔细辨认后便将钱
交给快递员。假手机和假充值
卡由在深圳的犯罪嫌疑人李
某通过快递邮寄给受害人，并
由快递人员代收货款，成功实
施诈骗2000余起，涉案价值达
300余万元。

7月初，郓城公安民警侦查

发现该团伙将犯罪窝点由唐庙
镇盛世家园小区迁移至开发区
凤凰城C320室、A西1015室以
及牡丹区香格里拉，并将诈骗
队伍规模扩展至80余人。17日
上午11时许，市、县两级公安
机关干警，一举捣毁凤凰城
C320、A西1015室、香格里拉
三处窝点，共抓获涉案人员75
人。同时，赴深圳、惠州的抓捕
组抓获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李
某等4人。

目前，该诈骗团伙主要负
责人张某等犯罪团伙成员全部
被郓城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本报菏泽7月23日讯(记者
周千清 ) 看着菏泽的阴雨

天，菏泽市丹阳办事处庞楼社
区部分居民发了愁，因为紧挨
他们居住的地方，有一条小
河，但是河边堆满了垃圾，如
果下雨，垃圾将随满溢的河水
到处“漂流”。

7月22日下午2点左右，家
住菏泽市丹阳办事处庞楼社
区的庞女士，端着饭碗来到家
东侧的大石头旁，一边和邻居
聊天一边吃饭。“家门口臭味
太重了。”庞女士说。庞女士家
的西侧，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小
河，从她家门前的一条小路下
面穿过，却为她和家人以及邻
居带来很大的困扰。

还没走近这条小河，臭
味就随风而来。在小河穿过
的小路南北两侧，已经堆满
垃圾，散发出来的恶臭，已经
让人无法呼吸，腐烂的生活
垃圾引来苍蝇盘旋。垃圾包
围下，虽然路面有留出来，但
是污水却覆盖路面。小河河
面 上 被 一 层 水 藻 类 植 物 覆
盖 ，已 难 辨 颜 色 ，且 水 位 很
高，几乎与路面持平

据庞女士介绍，她居住的
这条街，没有垃圾站，附近居
民便将垃圾扔到了这里，已经
很长时间了。“我们晚上都不
敢出门。”庞女士说，垃圾堆滋
生蚊蝇，为了阻挡蚊蝇飞进家
里，他们用纱窗将整个院子都

围了起来。
庞女士告诉记者，路面上

的积水是上次下雨留下的，说
到下雨，她就一脸无奈，“臭水

都流到我家门口了。”庞女士
称，她和邻居们曾想过找部门
处理，却不知从哪下手，“真心
希望相关部门能处理一下。”

本报曹县7月23日讯(记者 李
凤仪 通讯员 冯子智) 今年61岁
的曹县农民马某老伴去世，自己又
患上癌症，马某膝下一儿一女，具有
赡养能力，却对他不管不问。今年5月
马某来到曹县法援中心，申请法援。
近日，经过法院判决，马某子女支付
赡养费、医疗费共计10530元。

马某今年61岁，无劳动能力，也无
经济收入，体弱多病。今年5月份，马某
经常吐痰带血。马某在亲戚朋友的帮
助下，经曹县县立医院确诊为肺癌，急
需住院治疗。马某膝下有一女一儿，均
已成家立业。马某得知自己确诊肺癌
后，多次向子女索要医疗费、赡养费，
无果而终。

5月15日，马某来到曹县法律援
助中心。曹县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
认为马某某符合给予法律援助条
件。

曹县人民法院城郊法庭受理此
案。5月30日上午，法庭了解原告的
案情后，该庭的工作人员捐助1000

多元交到原告手中。6月7日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

6月13日，曹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
判决，判决马某儿子支付赡养费(自
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医疗
费共计1053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二日
内付清；自2015年1月起，被告于每月的
1日支付原告当月赡养费518 . 83元。同
时，驳回马某之子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旬老人患癌症
子女不管不问

本报定陶7月23日讯(通讯员
董传松 陈兴伟) “俺家的朝天椒
有钻心虫该咋治？”、“姐，这个二胎证
咋办啊？”、“我想出去打工都得办啥
手续啊？”每天，在定陶县南王店乡
张董集行政村计划生育专职副主任
杨素秀家的农资门市前，都会有不
少育龄妇女向她咨询朝天椒种植的
技术和计划生育政策，她家的门市
俨然成为了当地的第二个“科普工
作室”与“村级计生服务室”。

2012年6月，杨素秀被考录为南
王店乡张董集行政村计划生育专职
副主任。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
时，她利用自家开有农资门市的优
势，借助该平台，向计划生育家庭提
供农业方面技术咨询，带领群众发
展本村的主导产业。在这个村子里
靠种植朝天椒发家致富的农民已超
过260余户，种植面积近1600亩，共
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才女杨素秀
计生致富两不误

河边堆满垃圾

垃垃圾圾随随暴暴涨涨河河水水““漂漂流流””惹惹人人厌厌

骗骗术术都都成成笑笑话话了了，，还还有有人人信信
郓城警方打掉一特大网络团伙，涉嫌诈骗2000余起，案值300余万，抓获79人

垃圾产生的恶臭让人无法呼吸。 本报记者 周千清 摄

抓捕现场。 (郓城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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