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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临沂8月13日讯（记者
邱明） 13日，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将正能量奖授予“病房里撑
起一个家”的临沂11岁少年张
家富，颁发奖金5000元。

来到集市上给母亲买凉拌
菜时，张家富隔着保鲜袋戳了
戳鸡柳，他也想买一些解馋。这
时摊主无意中问了一句:“你妈
妈还在医院?”张家富像触电一
样缩回了手，转而买了母亲爱
吃的鱼豆腐。

戳鸡柳时，张家富是稚气

未脱的少年；缩回手那一刻，他
是父母的支柱。

父亲瘫痪、母亲患先心病。
今年5月份，临沂市蒙阴县垛庄
镇，11岁男孩张家富的父母同
时入院治疗。为陪护父母，张家
富搬到病房内生活，一度请假
缺课。院方免除了其父母全部
治疗费；当地政府、企业、学校
组织捐助；社会爱心人士送来
温暖，但相较物质上的救助，张
家富该如何顺利完成学业、健
康成长，更让外界挂心。

张家富学习成绩不错，学
校担心他因为家庭耽误学习，
安排了专职老师补课，但他父
母同时需要寸步不离人的照
顾。暑假期间张家富可以全时

在医院，但开学后这样的日子
不能继续，乡镇、学校和村里最
近正在物色合适的护工。

外人视若愁苦的境遇，张
家富并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悲
怨，反倒对自己的将来心生向
往。“长大了想去当兵，当那种
很厉害的特种兵。”张家富知
道，当兵打胜仗除了身体好还
得学习好，为了这样的将来，他
盼望暑假后能回到课堂。

正能量颁奖词：11岁，一个
本该青春飞扬、无忧无虑的年
纪。但对于父亲瘫痪、母亲患病
的他来说，命运略显沉重。搬到
病房生活，悉心陪护父母，人生
的无常和生活的困苦，都抵不了
他心中孝义千斤。

本报济南8月13日讯（大众
网·海报新闻记者 赫洋） 由中
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委网
信办、山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
办，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大众
网·海报新闻）承办的“脱贫攻坚·
我身边的故事”短视频大赛自4月
举办以来，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
和参与，已集纳发布短视频千余
个，各平台总播放量超4500万。

根据活动安排，短视频大赛征
稿截至９月15日，采用公开征集的
形式进行，可以个人、组织或团队
的方式参与，鼓励省市县三级政务
号，媒体抖音、快手号，自媒体等积
极参与。

投稿参与者可通过个人或单

位认证抖音／快手账号将拍摄制
作的视频上传并发布在抖音／快
手短视频平台，文字描述信息中需
添加话题“＃脱贫攻坚·我身边的
故事＠大众网”。同时，还可以将参
赛作品发送至大赛投稿邮箱：
sdfpdspds@163.com。所有征集到的
内容将由主办方统一组织评审。

大赛设一等奖5名，奖金各
6000元；二等奖5名，奖金各4000
元；三等奖5名，奖金各2000元；优
秀奖10名，奖金各1000元。主办方
将根据作品内容质量、艺术创意
和媒体关注度等方面组织相关专
家进行评审，确定获奖作品并颁
发证书，优秀作品将在活动支持
媒体各大平台推广宣传。

本报烟台8月13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张玉昌 张高
鹏） 近日，烟台开发区公安分局
破获涉嫌冒充儿子上补习班诈骗
案，民警兵分三路成功将3名犯罪
嫌疑人抓获归案。

张女士的儿子今年上半年在
读高三，全家人全力备战，把冲刺
高考作为家庭的第一要务。6月4
日上午，张女士的手机QQ忽然收
到了“儿子”发来的好友申请，通
过申请后，“儿子”给张女士发来
信息，说：“妈妈，学校组织四科培
训，我想报培训班提高一下成绩，
别的同学都报了。每科的费用是
15800元，四科是63200元，需要添
加‘刘主任’QQ号报名。”

张女士觉得高考在即，孩子
想提高学习成绩，这是个好事，坚
决支持孩子的决定。她二话没说，
就添加了“刘主任”的QQ号码。随
后，根据热心“刘主任”的提示，张
女士将63200元汇入了对方指定
的账户。转完账，张女士还为儿子
的“上进心”感到欣慰，高考一定
会考取一所好大学。

晚上，儿子回家后，张女士一问
才知道，孩子并未加她的QQ号码，
更没有报补习班。张女士一下子傻
了眼，发现被骗后，她立即报了警。

烟台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接到
报案后，立即抽调骨干力量组成
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侦破，办案民
警把资金流、信息流等案件信息
作为突破口，迅速展开研判，经过
一层层剥皮追踪，最终顺着资金
流向，发现湖南籍赵某等人有洗
钱嫌疑。民警趁热打铁，对赵某的
经济圈进行深入分析，发现赵某
等人与南方某省的钱某资金往来
频繁，判定钱某有重大诈骗嫌疑。

专案组初步确定嫌疑人的地
址后，立即动身前往南方某省，对
3名主要嫌疑人展开实地侦查。经
过对3人的信息分析，摸清了3名
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至此收网
时机已经成熟。7月21日，在当地
警方的协助下，专案组兵分三路，
分别在该省某县村庄、酒店、娱乐
城三地同时展开抓捕，成功将犯
罪嫌疑人钱某、侯某、于某抓获归
案，现场查获作案手机9部、银行
卡等一批作案工具。3名犯罪嫌疑
人随后被押解回烟台。

经查，钱某、侯某通过非法手
段获取学生、家长信息，伪装成学
生身份，再添加家长QQ进行聊
天。以学生口吻谎称为提高成绩
想参加学校的培训班，需要立即
转账付培训费的方式，对家长实
施诈骗。家长一旦转账后，于某等
人负责洗钱。钱某等人犯罪团伙
作案5起，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
其他查明的12名嫌疑人开发区公
安立即通告给当地警方，被当地
警方一网打尽。

“脱贫攻坚·我身边的故事”

短视频大赛火热进行中

假儿子要上培训班

骗走老妈六万多块

病房里撑起一个家
11岁少年获正能量奖

张家富盼望暑假后能回到课堂正常学习

本报济南8月13日讯（记者
巩悦悦 通讯员 宋沁潞） 据
山东大学消息，8月11日，学校山
东省提前批试验班和综合评价招
生录取工作圆满结束。从录取情
况看，生源非常充足，新生质量稳
步提升。为满足优秀学子的专业
需求，提前批实验班招生追加了7
个计划录取高分考生，数学类最
高分667分。

据介绍，在提前批实验班招
生录取过程中，数学类和临床医
学（5+3）深受山东考生追捧，为
满足优秀学子的专业需求，经学
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
学校追加7个计划录取高分考生，
超额完成该类型招生计划。其中
数学类最高分667分，全省排名
1692位；临床医学（5+3）最高分
666分，全省排名1821位；经济学
类最高分659分，全省排名2864
位；物理学类最高分657分，全省
排名3214名；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最高分654分，全省排名3827
名。

今年是山东省高考综合改革
落地之年，为积极争取综合素质
优异的优秀生源，山东大学本年
度综合评价招生计划增加至300
人，招生专业（类）扩充至23个，大
部分为国家级和省级一流专业，
考生报名踊跃，共有14003名考生
有效报名。

山大实验班招生
追加了7个计划名额

本报淄博8月13日讯（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丁鹏 马婧）

日前，全国首个农民工公益招
聘平台“鲁班用工”在淄博市正式
上线，截至目前，已实现注册3 . 5
万人，发布招聘信息2万余条，实
现就业近万人，受到企业和农民
工的青睐。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各类劳务市场关闭，用工单位
数量减少，农民工就业面临巨大
困难和挑战。对此，淄博市人社部
门坚持有解思维，创新工作思路，
引进由山东中芯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与光域时代（深圳）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研发的“鲁班用工”农
民工公益招聘平台。

“鲁班用工”平台上线运行以
来，不仅发布用工信息促进农民
工就业，同时还关注保障着农民
工的个人权益。比如，平台与平安
保险合作，免费赠送意外伤害保
险，农民工最高可享受5万元的保
险理赔。近期达成了首笔为企业
垫付农民工工资协议，预计垫付
资金80万元。

全国首个农民工
公益招聘平台上线

淄博

68岁老人冲刺百米
跳河救上落水男童

本报青岛8月13日讯（记者
宋祖锋） 发现男童落入河

中，一位68岁的老人沿岸奔跑百
米奋不顾身跳入河中，游出30多
米将落水男童抱住，在水中托举
着男童艰难地挪到岸边。

“当时我看见有个孩子在
河水中拼命挣扎，心想不好，得
赶快救上来，要不孩子就完
了。”13日上午，在即墨区营流
路桥东侧的墨水河畔，68岁的
郭岗方老人回想起几天前发生
的事，仍心有余悸。

8月7日，经历一场降雨后，
墨水河水位急速上涨。当天下
午3时许，郭岗方来到河畔遛弯
儿，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呼救声。
老人循声望去，发现在40米宽
的河水中央，有一名小孩随着
湍急的水流急速向下游漂流，
孩子在水中拼命挣扎。河水湍
急，眼看孩子即将被冲入下游
的泄洪闸，郭岗方来不及多想，
顺着孩子漂流的方向一边急奔
一边脱掉上衣。当他发现自己
已经超过河水中孩子的身位
时，翻过护栏直接跳入河水中，
拼命向斜前方游去。

“岸边河水有一米多深，但
到了河中央完全就够不到底

了。”郭岗方游出30多米到了河
中央，在距离下游泄洪闸只有十
多米的位置时，他一把抱住随水
漂流的孩子，然后拼命往回游。
虽然郭岗方此时已经体力不支，
但他凭借超强的毅力，一点一点
往岸边游去。当距离岸边十多米
时，郭岗方双脚触底，双手将孩
子举过头顶，一步步朝岸边挪
动。因河底有淤泥，加上河流湍
急，郭岗方托举着孩子在水里移
动起来举步维艰，正在体力不支

时，岸边一位行人跳入水中，从
郭岗方手中接过孩子救上岸。

“我在水里歇息了十来分
钟才缓过劲来。”孩子被救上岸
后，在岸上众人的帮助下，体力
消耗严重的郭岗方才艰难上
岸。记者了解到，落水男童今年
6岁，目前已经完全康复。

据了解，郭岗方是青岛市
公安局即墨分局一名退休民
警。即墨区通济街道正准备为
郭岗方老人申报见义勇为。

救人后，郭岗方老人体力不支，在众人帮助下才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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