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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省内媒体的新媒体平台及青海
人的朋友圈，频繁出现寻人启事。这些
离家出走的孩子，年龄在 10 岁至 16 岁之
间，有孩子甚至写下“离家纸条”，让父母
不要再寻找。目前，他们当中有的已经
安全回家，但还有一些孩子没有回家。
面对孩子离家出走的问题，我们不得不
思考：有多少父母，能和孩子坐在一起，
好好说说心里话？

4天接到5起孩子出走求助

党国仁是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3
月 21日下午，正在外乡打工的党国仁得知
15岁的大儿子党玉良不见了。

原来，当日上午，党玉良从家里拿了
50元钱，和几名同学到桥头镇玩。下午回
家后，他被母亲狠狠训斥了一顿，一气之
下离开了家。出走十几天后，党玉良才回
家。

4 月 24 日下午，家住湟源县的史先生
向《西海都市报》求助，称 16 岁的侄子离
家出走杳无音讯。

4 月 20 日下午，小史的母亲下班回家
发现儿子不见了，看到孩子留下的一张纸
条说：没脸去学校，我先出去三天，你们不
要找我。

小史学习成绩尚可，离家之前没有和
父母发生争吵或矛盾，也没说起学校里发
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出走前，小史拿了
207 元钱，原本是准备购买辅导教材的。
至今小史没有音讯。

5 月 5 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15
岁的小李独自一人去县城上学，途中出
走。

5 月 8 日下午，青海绿舟应急救援中
心接到一起寻人求助：湟中多巴镇 14岁女
孩小李，5月 7日下午从家中出走。

这是五一假期过后，青海绿舟应急救
援中心接到的第 6起寻人求助。据青海绿
舟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夏萍介绍，今年，
中心共接到 13起寻人求助，其中，5月 6日
至 9日就有 6起求助。

“这几天，我们最忙的事就是找人，找
孩子。6 起求助信息中，5 起是孩子出走
的求助。”夏萍说，她了解到的孩子出走原
因，有的是因为学习不好，压力太大；有的
是和父母吵架，跟父母怄气；还有的可能
是效仿，有的孩子做错事，通过离家出走
逃避责任。

7名家长中只有1人与孩子无话不谈

孩子离家出走，大多与家庭关系有
关。父母不跟孩子沟通，不知道怎么和孩
子沟通，更不知道和孩子聊什么？

5 月 14 日 ，记 者 随 机 采 访 了 7 名 家
长。其中，6 名家长称很少跟孩子沟通，
孩子也不愿意沟通。一名家长说，她和
儿子无话不谈，从学习、生活甚至感情。

西宁市民窦女士说，女儿 13 岁，六
年级以前任何事都要和她说，两人即是
母女又像姐妹，可六年级以后，女儿就
不愿和家人聊天了，还有了写日记的习
惯。

“我偶然看过女儿的日记，女儿大多
会以画画的形式表达情绪。有时候也能
从画中看出她心情不好。”最近，窦女士发
现女儿的日记本上了锁。

窦女士说，有时候女儿会跟她说一
些学校的事，她也会抓住机会和孩子多
聊聊，可每次多聊几句后，孩子又不愿
意说了。

说起 16 岁的儿子，李先生一脸惆怅，
他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机会和儿子交
谈，前段时间，孩子出走过一次。幸好，儿
子安全回家。

而张女士就不一样，她和 9 岁的儿子
话题很多。受了老师的批评、喜欢的朋
友等，儿子每天都会分和她享发生在校
园里的事情。

张先生 17岁的女儿已经上高中了，正

是叛逆期，女儿很少和父母交流。但张先
生说，大多数孩子和父母的矛盾在于玩手
机，父母要民主，不能太强势，要多和孩子
协商，多倾听孩子的心声，了解孩子的内
心世界。

孩子为何会出现出走的情况

西宁市心理咨询协会理事，青少年心
理、学能训练专家刘美宏分析：

学业不良或者家庭关系不和谐。其
中部分孩子，面临来自父母压力、学校
课业负担、升学压力及自我不能调和的
心理矛盾。由于青春期心理发展，青少
年独立人格的初步形成，自身愿望与父
母期待的冲突反抗，有些孩子会选择离
家出走，以此抗议父母严厉的管教方式
和宣泄不满。

缺乏家庭归属感。很多离家出走孩
子的家庭关系不和谐。在家庭中没有归
属感，感受不到爱，一些孩子就用离家
出走，表达对父母的失望。还有的离家
出走的青少年，出于对独立、自由的渴
望，也可能选择离家出走去冒险。

回避或者暂时逃避，从众心理等。
这是一种出于贪玩好奇、回避压力而形
成 的 离 家 出 走 。 这 样 的 孩 子 常 常 会 受
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一些不良信
息诱惑的影响，贪玩好奇、盲目从众而
离家出走，他们把这种行为当作个性展
示。

父母应该如何与孩子沟通

刘美宏说，这需要从家庭、学校、社会
三方面入手，从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给学
生独立发展的空间、培养学生健康个性、
及时发现学生异常情绪行为做起。

离家出走的孩子回家后，家长很可能
犯两个极端的错误：一个极端就是暴打一
顿；另外一个就是无原则让步，小心翼翼
讨好孩子。

这两种办法均不可取。比较正确的
办法是安抚孩子，暂时不提此事，等孩
子 平 静 下 来 之 后 ，问 问 他 心 里 怎 么 想
的，有什么苦闷，有什么希冀，逃避的是
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然后酌情讲一
点道理，做一点让步，不要太多，先把他
稳住。如果家长和孩子关系很紧张，已
经失去了对话的可能，那家长最好什么
也别说，找机会请孩子比较信服的人和
他谈。

父母转变养育观念，尊重孩子独立的
个性，提高父母自身的素质，在言传的同
时，更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子女树立榜样。

父母多用肯定、赞赏、鼓励的语言，对
子女作出积极评价。对于惩罚，必须采取
慎重态度。当孩子情绪出现反常，扬言离
家出走时，父母一定要坦诚的与子女交
流，倾听他们的声音，帮助子女分析不良
行为产生的原因，使子女的内心情绪得到
宣泄。父母尊重子女，用民主平等的方式
引导教育孩子，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利，不
用极端的方式让子女屈服、让步。

用爱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厘清家庭
中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两种不同的关
系，不把孩子纠缠进夫妻关系及家庭冲突
中，不利用孩子解决家庭矛盾，尽可能给
孩子成长提供稳定安全、利于身心发展的
环境。

学校和社会方面，对返校学生不歧
视、不议论，不过分渲染，鼓励老师和同学
给予返校学生人文关怀，时常鼓励、帮助、
关注学生状态及时发现问题，利用学校心
理沙盘、心理咨询室等资源，做好这类学
生的心理帮扶和心理疏导工作。

学校也可以开展法制教育，邀请民
警、律师到学校为学生做法律宣传，让他
们了解哪些行为可构成违法犯罪，教会他
们在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如何用法律保
护自己。

本报记者 郭红霞

@家长：孩子的心情，千万别只靠猜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5 月 18 日早
高峰，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上，一辆
120 救护车疾驰而来停在了盐庄西附近，
医护人员快速下车，上了一辆停靠在路
边的公交车上。这一幕，引起了附近路
人和上班族的注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8日 8时许，26路公交车司机马冬浪
黑，驾驶公交车从共和路南口往湟水路行
驶。车辆从盐庄西出站，快行驶至马坊东
公交站时，马冬浪黑突然听到一声喊叫，
声音很大。紧接着，他从后视镜看到车内

一名女子不停地晃头。
见状况不对，马冬浪黑紧急靠边停

车。等他停好车去查看情况时，那名女子
已经晕倒在车内，不停地抽搐，口吐白沫、
脸上全是汗珠。

“我当时挺害怕的，我慢慢把她扶起
来。”因为正值早高峰，马冬浪黑疏导其他
乘客下车，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 急救电
话。一名男乘客留了下来帮忙。

马冬浪黑和男乘客试着用女乘客的
手机联系她的家人。手机有密码锁，女

乘客因手指抖动无法解锁，她说还有指
纹锁，马冬浪黑帮她解了锁，联系到了她
的家人。

因女乘客刚上车不久，家就在附近，
她女儿得知情况后，很快赶到了现场。

接下来，就是路人和上班族看到的一
幕，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此时，女乘客状况有所好转。马冬
浪黑从乘客家人口中得知，她患病几年
了，最近太忙了没顾上吃药，导致病情发
作。女乘客被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治疗。

女子突发疾病
他们紧急相助赞！

本报讯（记者 李延绯）“叔叔，我下
不来了，救救我！” 5 月 17 日 20 时 17
分，西宁市城西区兴胜巷一小区，有居
民回家时听到呼救声抬头一看：不得
了！一男孩悬坐在临近住宅楼二层的
架空电缆线上。

接到求助电话后，城中区消防救援
大队长江路消防救援站电话员张昊杰
告诉报警人，快协调物业公司，先切断
线路电源，消防救援人员马上就到。

与此同时，城中区消防救援大队长
江路消防救援站 3 辆消防车、10 名消防
员迅速出动。

20 时 23 分，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小
区，跑步赶到事发单元楼下，看到一名
男童悬坐在离地约 3米高的电缆线上。

此时，孩子的父亲已经下班回家，
救援人员和孩子的父亲安抚孩子的情
绪，通过金属拉梯将男孩安全抱回到地
面。

据 了 解 ，男 孩 今 年 7 岁 ，家 住 三
楼，父母分别上白班和夜班，在交接的
半小时内，孩子的母亲将他留在家中，
没想到孩子自己打开窗户沿着天然气
管道爬下，被困在二楼外的架空电缆
线上。

消防部门提示：家长应加强对孩子
的安全防范意识教育，加强家庭安全教
育，切勿因为疏忽酿成惨祸。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在西宁一家旅
行社上班的周某，私下从报团旅行的游客
手中收取团费。他因涉嫌职务侵占被西
宁城中警方传唤。

周某是西宁一家旅行社的员工。几年
前，因为经常带团到全国各地旅游，工作业
绩突出的他被公司升职为团队服务相关负
责人。就在 4月 21日这天，他被西宁市公
安局城中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传唤了。

“你知道为啥会被警方传唤吗？”“不
知道。”在城中公安分局办案中心，面对民
警的讯问，周某一时也难以说清楚自己做
了什么。

在经侦大队办案民警的提醒下，周某
想起了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

周某交代，他因为熟练掌握旅行社的各
项业务，再加上手中的资源，所以在很多时
候，他收取了本该由公司专人负责收取的旅

行团费，代收的旅行团费被他私下花掉了。
周某称，除了代收部分团费之外，他

从 2019 年 1 月至 10 月，还代签了很多旅
游电子合同，自己收取了相关费用。

根据城中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核
查，周某的行为已经涉嫌职务侵占，款项
高达 24万余元。据办案民警介绍，目前，
周某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
进一步审理中。

花掉24万元代收款
一男子涉职务侵占贪！

7岁小男孩
悬坐电缆上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