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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小哥带受伤上海女孩跑三家医院全程陪诊，收到感谢时他说———

“我们山东人都这样！”

“我们山东人都这样！”这是在上海送外卖的山东小哥张浩收到受助女孩感谢时说的话。
4月19日，一位上海女孩被狗咬伤后，在外卖平台下单求助。这一单，被正在附近跑单的张浩

接到。“我跟他不认识，他来接我，看到我的伤势这么严重，就把我送到了医院。送到医院后，他没
有放下我就走，而是取消了能取消的订单，全程陪我看病，最后还将我送回家。”女孩被感动得内
心破防，并且将这个暖心的故事分享了出来。以下是张浩的自述。

尸源协查 2020年5月23日，在临沂市兰山
区半程镇半程派出所辖区汶泗路与沂蒙路
交会处东桥底发现一具未知名男性尸体。

年龄55岁左右,尸长163厘米。上身赤
裸，下身穿黑灰色秋裤。死亡现场尸体周围
见黑色上衣，军绿色布鞋及蓝色收音机一
部。尸体腐败故不再附着照片。

如有认识或者提供线索者请与临沂市
公安局兰山分局民警联系。
联系电话:
半程所派出所 仲所长：0539-7305077
法医中队 司队长：0539-7371914

自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如无人认领,
公安机关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相关事宜。

2022年4月15日

尸源协查 2021年11月22日，在临沂市兰
山区北园路派出所辖区滨河路科普广场北
120米沂河内发现一具未知名女性尸体。

年龄35岁左右,尸长170厘米。上身穿黑
色羽绒服，内穿褐色加绒秋衣，墨绿色胸
罩。下身穿黑色加绒保暖裤，蓝色内裤。双
脚穿黑色皮鞋，黑色袜子。随身带一黑色

“YOOZONE CHARGER”字样充电宝。
如有认识或者提供线索者请与临沂

市公安局兰山分局民警联系。
联系电话:
北园路派出所 续所长：0539-7305009
法医中队 司队长：0539-7371914

自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如无人认领,
公安机关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相关事宜。

2022年4月15日

记者 李静 李岩松

良心告诉我
不能放下她就离开

4月19日，在送单的过程中，我
看到平台上有5个单子刚好顺路，
就全部抢了下来。在现在特殊的情
况下，这是不容易碰到的。

下午3时30分左右，我接到客
户的电话。电话里，女孩让我快点
送她去医院。我一听就愣住了，急
忙问她怎么了。女孩告诉我，她的
手被狗咬伤，然后被送到了医院门
口，但是她进了医院才发现，这一
家医院暂时无法接诊此类患者。

一听是这样紧急的情况，我就
取消了刚抢下来的其他订单，骑上
电动车去接女孩。尽管目前配送超
时平台不会扣费，但是我无法预估
接送女孩去医院的时间，大家都在
等自己的物资，我不能耽误别人。

按照平台的规定，我们不能接
送人。所以我让女孩取消订单，互
相加了微信，往她发的定位处赶过
去。下午3时50分左右，我见到了女
孩。当时，女孩坐在路边哭，手上的
伤口还在滴血，她看上去很虚弱。
她说，已经求助了很多人，手机只
剩下百分之十的电，很无助。

我带着她跑了三家医院，终于
可以就诊。到医院时，女孩的手
机已经没电了。这种状况下，良心
告诉我不能放下她就离开。我就给
女孩挂号、排队，带着她去消毒、包
扎、打针。

此时电话响了，我才想起来，
那个没送完的单子已经超时40分
钟。这是一个帮送单，是一位女士
给自己父亲送的水果。但是女孩晕
针，她在打针的时候昏倒了。我只
能先照顾这个女孩，然后给下单的
客户解释。这种情况下，客户也很
理解。

我就帮女孩把医药费付了，一
直等到女孩的情况稳定下来，然后
告诉她，你先在这里打针，等我来
接你。送完单子后，我赶回医院。女
孩已经结束治疗，我又将她送回了
家。这时候已经快到晚上7点了。女

孩说：“今天真的很绝望，幸好遇到
你，太感谢了。”

我说：“我们山东人都这样！”

出小区跑外卖
就不能再回去

我1994年出生，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山东枣庄人。2016年，我想到外
面闯闯，便从山东老家到了上海。到
上海以后，我做了三年厨师。2020年
年初，疫情发生后，母亲担心我一个
人在外地，就想让我回山东老家。我
在老家待了半年多，后来又到湖州、
杭州做厨师。2021年4月份，因为被
老板拖欠工资，我决定从杭州辞职
回上海。当时听朋友说，只要肯干，
跑外卖能有不错的收入，我就想尝
试一下。刚开始的三个月，我每个月
能赚七八千元钱。熟练以后，我也能
赚得多一些，但有时候一天工作要
超过10个小时。

我的父母今年都五十多岁，妻
子和孩子也都在老家。今年过年，
我回山东老家就待了一个星期。

4月1日，我住的小区开始封控
管理。当时的消息说，4月5日以后，
我们就可以出去。所以，那几天我
就在出租屋里等着。没想到，进行
20合1混采核酸检测时，我们那个
采集管中检测出阳性，我要继续做
核酸检测，才能出去。

说实话，想到老家房子的房
贷，我心里很着急。离家打工就是
为了挣钱，我想出去工作。但疫情
下，我们要遵守纪律。我的核酸检
测结果一切正常，4月7日，我决定
外出跑单。这也意味着，我出去就
不能再返回小区。我带上了两身衣
服和一条被子，做好了出小区跑外
卖的准备。

最难的是吃饭。考虑到每天都
要临时找住的地方，我就没有带
做饭的工具。看到有便利店或者
超市卖吃的，我就去买一些，一
天吃一两顿饭。有时候吃冷水泡
面，有时候吃面包。

电动车是我的伙计，我要保
证它的电量。好在有充电柜，可
以解决电动车充电问题。但运气
不好的时候，我需要盯着电动车
剩余的电量，要跑好几个地方找充
电柜。

有一天，上海下雨。我的衣服
都被淋湿了，没有地方洗澡，也
没有地方晾衣服，第二天衣服被
自然风干了。

最近，我的感受是睡不够觉。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是先看手
机，有没有预订的单子。如果没有
的话，我就再多睡一会儿。现在每
天接单类型、取货方式和送货路线
都在改变。

不赚差价
只收该收的跑腿费

封控以前，我们不太喜欢接
帮买单，很费事。现在我们接的
单子大多数是帮买单、帮送单。
这些单子，刚开始最多的是买日
用品，后来是买菜，现在最多的
就是送药的单子。其实，这些都
是封在家里的人在求助，我们能
帮一下就帮一下。

接到买菜的单子时，我会告诉
客户，我们不赚差价，只收跑腿费。
然后我尽量到超市或者菜市场买
有明码标价的货物，拍照或者视频
告诉客户。有几天，为了买菜，我们
凌晨三四点骑车到十公里外的菜
市场把菜带回来，早上再配送。现
在买药需要从线上购买。有的客户
从线上购买药品后，我们直接去药
店取药再配送。客户从线上买不到
的药，我们就跑到药店帮他们购
买。我们把药送到小区后，给客户
打电话，拍照，走人。

当然也有温暖的时候。我们四
个同事一起，互通消息，分享哪些
商超在营业，哪些地方可以晚上休
息。之前我当厨师时的配菜大姐知
道我的情况以后，在自己的宿舍做
完饭送给了我。那是好多天才吃到
的热乎饭。

忙的时候，我会两三天甚至一
个星期才跟家里联系一次。我告
诉家人，有吃的有住的，放心就
行。大家都盼着疫情好转，城市
解封。我也盼着回到日常普通生
活，好好挣钱。

了解到张浩的故事后，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决定联合齐鲁晚报
授予张浩“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并
颁发5000元正能量奖金。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
团联合齐鲁晚报在内的全国100
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大型
公益平台，旨在通过奖励平凡人
的善行义举、组织开展创新公益
活动，唤醒和改变人心，推动社
会向善向上。截至目前，天天正
能量总计投入公益金9000多万
元，直接奖励人数上万人。

记者 张国桐

抢了礼金红包
师傅解散了微信群

11岁的济南小学生
小耿（化名）偶然接触到
手游“吃鸡”后，便用母
亲的手机下载了该游
戏。然而，在玩游戏的过
程中，因操作欠佳，小耿
时常早早被淘汰出局。

不过，在一次机缘
巧合之下，小耿在游戏
中结识了一位高手，也
正是因为高手的出现，
小耿第一次尝到了“夺
冠”的滋味。此后的一段
时间里，在高手的带领
下，小耿经常在游戏中
拿到第一名，可他并不
满足，为了提升自己的
技术，小耿萌生了拜师
学艺的想法。

说来也巧，几天后，
这位高手表示，如果小耿
愿意的话，可以拜他为
师，不仅如此，他还可以
送给小耿一点装备。俗话
说，拜师就要有拜师礼。
在一次聊天中，师傅突然
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并且
在群中提出让小耿行拜
师礼，而在行礼后，他会
赠送多个游戏装备作为
回礼。就此，小耿就用母
亲的手机，在两个小时的
时间内向群里发送了数
十个微信红包，共计7000
余元。

可没想到，群里的人
疯狂抢完红包后，师傅不
仅未兑现装备，就连微信
群也解散了。突如其来的
变化，让小耿有些茫然，
无奈之下，他只好将情况
告知了母亲，事后母子二
人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接警后，济南历城警
方迅速展开了调查。其间，民警通
过对转账记录等分析研判，最终成
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李力（化名）和
杨梅（化名）。根据李力的供述，在
成为师徒之后，他在聊天中得知了
小耿母亲的微信账号及密码，于是
他便想出用自己手机登录小耿母
亲微信，从而给自己微信账号发红
包的想法。然而，几番尝试后，红包
无法发送，之后他便想出了拉好友
组建微信群行拜师礼的套路，一步
步诱导小耿往群里发红包。

“免费领游戏皮肤”
其实是骗局

前不久，一名12岁的学生在
使用其父亲手机玩一款小型游戏
时，收到了一条打着“免费领游戏
皮肤”的消息。之后，该学生主动
添加了对方好友，并且自报了家
门。在对方获知该学生信息后，明
确告知必须使用其父亲或母亲的
手机才可扫码免费领皮肤，结果
按照对方指引，该学生先后三次
扫码支付，共计7000余元。

今年1月份，温州警方曾发布
了一则消息。据温州警方统计，
2022年1月以来，温州市发生未成
年人被骗案件78起，年龄最小的8
岁，性别方面男女占比48 . 7%和
51 . 3%。在诈骗类型方面，前三名

分别为冒充熟人诈骗、
游戏类诈骗、虚假购物
诈骗。

10岁左右的孩子
更容易被骗

济南市公安局历城
区分局刑警大队二中队
中队长曹峰超告诉记
者，就中小学生遭遇电
信网络诈骗的案例来
看，诈骗方式多为虚假
购物、冒充同学和游戏
类诈骗，其中游戏类诈
骗和冒充同学诈骗为主
导。

“骗子用免费领游
戏账号、游戏币、游戏皮
肤、明星签名等来诱使
中小学生上当，之后以
直截了当的方式一步步
诱导学生们进行转账。
例如，买了游戏皮肤或
游戏账号不发货，等学
生讨要说法时，才发现
对方已把自己拉黑或删
除。”曹峰超表示，在游
戏类诈骗中，骗子一般
会选择某些小型游戏或
小程序式游戏作为工
具，有的骗子甚至为了
实施诈骗可能会自行研
发没有资质的游戏。在
该种类型的游戏中会设
有聊天模式，过程中，骗
子会在游戏中广发打着

“免费”旗号的话语来吸
引辨别力不足、控制力
不够的学生们上当。

在中小学生当中，
10岁左右的学生对社会
和生活有些认知和辨
别，但认知和辨别又不

足，因此面对骗子的诱惑更容易
被骗。

曹峰超提醒，作为家长，一定
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在使用手机、
社交软件上的监督与教导，平时
多向孩子普及电信网络诈骗防范
知识，也建议家长不轻易开通免
密支付、刷脸支付等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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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不少中小学生已离不开网络，但是
由于他们辨别力不足、控制力不够，成为一些诈骗分子下手的
目标。近日，记者调查发现，用游戏作为工具成为诱使中小学
生上当受骗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游戏类诈骗案件中，骗子多半
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以及领明星签名等福利来吸引中
小学生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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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送外卖不能再回小区，张浩吃住都在外面凑合。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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