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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戚云雷
实习生 隋明玉

怀揣780元离家出走
临时起意决定去上海

12日上午10点，在济南绿地
国际花都小区，晓雨正在客厅里
帮母亲做家务。虽然已回到济
南，但还需补充营养和调整心
态，她打算休息几天再去上学。

说起几天前的离家出走，
晓雨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只
是心情不好，再加上心理压力
比较大，就一时冲动离家出走
了。她说自己是3月4日早上上
学途中出走的，由于离家前只
带了280元钱，就先坐公交到大
观园附近，把父亲送给她的小
金佛吊坠卖了500元钱，然后打
车去了火车站。

不过晓雨没想好要去哪，
一直在车站里徘徊。在售票大
厅，她注意到有一对老夫妻不
会用自助售票机，就主动上前
帮老人买了票。翻看购票系统
时，她发现目的地热门城市第
一名是上海，便买了去上海的
票。“想着上海应该挺好的，就
去那边看看吧。”

在上海四处流浪
睡在快餐店里

4日晚11点半，晓雨抵达上
海。除去买火车票和地铁、公交
车票的花费，她身上的780元已
花掉大半，因为住不起宾馆，她
一直睡在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
里。经历了手机没电，买电话卡
被骗100元等事情，晓雨感慨：

“没钱真是太难受了。”
晓雨说，在上海这几天她

一直在长寿路附近的亚新生活
广场闲逛，最后一点钱买了份
外卖套餐。后来没钱了只能饿
肚子。7日晚，晓雨在四楼影城
附近休息时，意外捡到一个钱
包，她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竟有
数千元的外币。

“钱包是一个女生放的，我
睡了一会儿，醒来后钱包还在，
人不在那儿了。”晓雨说，她当
时怀疑女生只是上卫生间了，
但等了半个小时还不见人回
来，为防止钱包被别人拿走，晓
雨决定先保管。她说这是一只
香奈儿的名贵钱包，包里除了
身份证、银行卡和钥匙等，还有
两张大面额共7000元的外币和
一张港币。

来到上海后，晓雨有三天时
间里只吃了一顿饭，饿得发晕时
她也没动钱包里的钱。“人家钱
包丢了肯定很着急，拿人家的钱

觉得良心过不去。”
晓雨的叔叔汤先生解释，

晓雨捡到钱包没有立即交给警
察，主要是心虚，怕民警发现自
己是离家出走的。

求职偶遇山东老乡
帮忙联系上家人

身无分文再加上饿肚子，孤
身一人的晓雨正处于崩溃的边
缘。这时，她突然想到之前曾在
招聘网站上看到有一家传媒公
司在招聘，她决定去应聘试试。

“面试的总监是一位大姐
姐，姓武，老家是山东菏泽的。”
晓雨说，大姐姐看她年纪小，便
问她是不是离家出走的，她没正
面回答。不过，二人加上QQ后，
武女士一直开导晓雨，劝她早点
回家，别让父母担心。

听了武女士的话后，晓雨忽
然非常想家，便向武女士求助。

“我说姐姐你帮帮我吧，其实我
离家出走后，我也挺后悔的。”听
到晓雨坦白，武女士先给她买了
一顿饭，又要了晓雨父亲的手机
号，打电话报平安。

汤先生说，当时他们已在
上海找了好几天，虽然在上海
当地警方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找到了一些线索，但并不知道
晓雨在哪里。9日晚上8点多，接
到武女士的电话，他们才终于
找到了晓雨。晓雨看到大家，便
冲上去抱着父亲痛哭起来。

一家人团聚后，晓雨看到
济南的公安民警也在现场，便
把捡到的钱包交给他们，并说
明事情经过。随后，他们一起
把钱包转交给了上海警方，希
望由他们帮助寻找失主。3月
10日，晓雨一家人从上海返回
济南。

晓雨说，她没想到自己离
家出走，会引起这么多人花费
巨大的精力找她，她由衷得感
谢济南的热心市民、警方和媒
体以及关心她的老师和同学，
同时也要对上海警方和帮助她
的大姐姐说一声“谢谢”。

1166岁岁初初三三女女生生的的上上海海流流浪浪记记
三天吃了一顿饭，捡到钱包分文未动

近期，济南发生多起学生
走失或离家出走的事件。根据
媒体公开报道和寻人启事，记
者梳理发现，从开学前一日3月
3日至3月11日，短短八天时间
里竟有8名学生曾与家人失联，
年龄大多在13-16岁之间。截
至发稿前大都已找回。

3月3日，天桥区14岁的女
孩小李在开学前一天晚上离家
出走后彻夜未归。3月4日早上，
槐荫区16岁的初三女孩晓雨在
上学报到途中离家出走。4日下
午，高新区孙村小学六年级13
岁的小徐在开学当天与家长失
去联系，直到深夜还未回家。

3月6日下午，山大附中千
佛山校区2016年级的小隋在放
学后走失，老师发朋友圈寻找。
3月8日晚，一名14岁的女孩从
历城区将军路荣盛锦绣澜湾走
失。3月11日，山师二附中建筑
大学校区初二学生小王从世纪
大道安家站牌走失。

济南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
张洪涛表示，每年的开学季，都
会有很多青少年学生出现心理
健康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开学
的压力和父母的批评等，另一
方面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处在
生理与心理发育的特殊时期，
心理发展不完善，容易爆发心
理危机。

张洪涛认为，家长和老师应
该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孩子，不要制
定超出孩子能力的目标，发现孩
子有心理问题要及时进行心理
干预,抚慰孩子的心灵。同时学
校也要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了解学生心理特征并进行
相应引导。此外学生自己也要学
会制定学习计划和目标，养成一
定的自我管控能力。

制制定定学学习习目目标标
别别超超出出孩孩子子能能力力

葛专家说法
近日，本报报道了济南16岁的初三女孩晓雨离家出走，五天后被家人在上海找到一事。12日上午，

晓雨的家人通过本报向帮他们寻找孩子的好心人表示感谢。晓雨在家休息几天再回到学校上课。

回到家里的晓雨格外珍惜眼前的生活，和妈妈抱在一起。 本报记者 戚云雷 摄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韩晓婉)

12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山东
省直和17市陆续发布2018年考试
录用公务员公告。今年山东面向
社会招录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工作人员7309名。基层机
关招录人数占招录人员总数的
81 . 12%。网上报名时间为3月22
日9:00至3月25日16:00。

一直以来，乡镇机关对于
基层人才求贤若渴，对此，今年
公务员招考更加突出面向基层
工作导向。据统计，全省面向优
秀村、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和
长期在乡镇（街道）工作人员、
退役大学生士兵定向招录基层
公务员845名。超过招录总人数
的11%，占基层机关招录人数
的14%。

此外，在考试科目上，面向
本土优秀人才招录基层公务员
考试科目为行测和申论，但是
申论是单独使用D类。

联创世华公考研究院专家

郭旭介绍，山东公务员招考在
总体招考流程不作大的变动的
情况下，会根据国家大政方针
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及公务员
工作实际需求，对部分细节进
行适当调整。其中最为明显的
就是面向本土优秀人才招录的
职位，在招录范围上相对2017
年的第一次招考更加明确，体
现出政策的与时俱进与不断成
熟，更加贴合基层用人实际和
工作需要。在考试的内容上，取
消去年的《“三农”工作基础知
识》这一科目，变更为面向本土
优秀人才的申论D类试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为突
出选人用人的精准性，今年部分
招考职位首次实行差额考察。

省直机关及直属单位公务
员招录有6个岗位实行差额考
察，分别为山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机关）的综合管理职
位、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山东省公务员局）的信息
管理职位、法制建设职位、山东

省交通运输厅（机关）的港航工
程管理职位、信息化管理职位
及财务管理职位。招录对象都
为面向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
经历的人员。

从往年省直机关及直属单
位公务员招录的报名情况看，
每年都有个别人员因为填报信
息不全或者不符合某一职位的
资格条件，而丧失了报考公务
员的机会。为了保障报名人员
的个人隐私，在报名期间招录
机关无法直接获得报名人员的
联系方式。如资格初审未通过，
在3月22日9:00至3月25日16:
00仍有机会补充个人信息或改
报其他职位。逾期将无法修改
个人信息或改报其他职位。

据悉，本次招录通过山
东 人 事 考 试 信 息 网

（www.rsks.sdhrss.gov.cn）实行
网络报名。报名时间为2018年3
月22日9:00—3月25日16:00。
查询时间为2018年3月23日9:
00—3月26日16:00。

2018年山东省考招录情况

省直机关及
直属单位

548名

各市市直
机关单位

832名

县级以下
机关单位

5929名

基 层 机 关
招 录 人 数
占 招 录 人
员 总 数 的

81 . 12%

省级招录机关:

省直机关及直属
单位公务员招录

职位228个

省直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机关（单
位）工作人员招

录职位61个

省级公安机关人
民警察招录职位

15个

省考招录

7309人

省省考考招招录录77330099人人，，超超八八成成面面向向基基层层
省直六个岗位首次实行差额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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