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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打赏主播，
以前怎么处理

最高法明确未成年人打赏可退还；
此前有家长默许孩子打赏65万元，
法院仅支持退4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新出台的《关于依法妥善
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
导意见（二）》明确，
未成年人打赏可退还。
本报记者整理了此前相关案例，看《意见
（二）》出台前，
此类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本报记者周凌如 长沙报道

熊孩子拿父母手机胡乱
打赏网络主播，
已经不是什
么新鲜事了，
本报就报道过
一起13岁男孩6天打赏女主
播5.8万元的案例。
此前，
许多家长都只能
通过与网络服务商协调、
沟
通解决问题，
这为家长的维
权之路带来了不少麻烦。
但最高法新出台的《关
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
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二）
》
（以下简称
《意见（二）
》
），
解决了部分家
长的担忧。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为网络游戏或网
络直播平台支付较大金额用于充值、
“ 打赏”
而形成的纠纷屡屡发生。

案例 1

家长默认打赏行为，
法院支持退部分款项

记者搜索发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曾经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
自 2016 年起，时年 15 岁的涵涵（化名）以
妈妈刘娟的身份进行实名验证，截至 2017 年 4
月 1 日，在
“映客”
账号充值 657734 元。
这些充值的款项都是通过刘娟的微信或
支付宝账户进行充值，甚至在朝阳区人民法院
一审审理过程中，
账号仍然存在充值的行为。
刘娟以涵涵名义将映客平台所属的蜜莱
坞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返还 657734 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映客”账号以及向该
“映客”账号充值的账户均为刘娟所有，仅凭涵
涵与刘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刘
娟不知情，故涵涵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
后果，
驳回了诉讼请求。

案例 2

涵涵上诉之后，北京三中院二审认为，刘
娟对涵涵的大额网络交易消费所采取的放任
态度，已经构成对涵涵交易行为的默认。故此
期间内的网络消费合同不应以涵涵系限制行
为能力人、法定代理人未予追认为由而认定无
效。对于涵涵要求返还交易款项的请求，法院
难以支持。
2016 年 5 月 26 日刘娟向蜜莱坞公司发送
律师函之日至 2017 年 4 月 1 日期间，涵涵通过
刘娟名下账户充值“映客”账户共计 49120 元。
但直至一审法院判决后，蜜莱坞公司才关停涉
案账号的金融功能。故蜜莱坞公司未能履行
其作为网络消费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最终，北京三中院仅判决北京蜜莱坞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向涵涵返还人民币 49120 元。

13岁男孩打赏女主播5.8万元，
平台回应协商退钱

6 天内，平均每天打赏 TT 语音主播 1 万
元；自 2 月中旬以来，买王者荣耀游戏装备花去
2 万余元……
不到一个月，
13岁初一学生果果（化名）花光
妈妈借来的8万元，
用于打赏主播和买游戏装备。
3 月 9 日，潇湘晨报曾报道过一起这样的
案件。
这个寒假，13 岁初一学生果果一直宅在家
里，自 2 月中旬以来，每天通过电脑上网课，写
作业、打卡及查资料时，他会借用妈妈刘丽的
手机，
然后反锁房门学习。
3 月 6 日晚，刘丽通过微信给姐姐转账时，

提示限额。7 日，刘丽继续转账遇到同样的问
题，她开始意识到不对劲，立即致电银行询问，
才发现绑定微信、支付宝的银行卡近期频繁交
易。听到妈妈查账，果果主动交代了：
“是我动
了你的钱。”刘丽询问统计发现，儿子自 2 月中
旬以来玩王者荣耀，花了 2 万余元买装备；3 月
2 日至 7 日，短短 6 天内，打赏 TT 语音主播 49
笔共计 5.8 万元。
这笔钱是刘丽找姐姐借的，打算近期归
还，竟然被儿子拿去打赏主播和买游戏装备。
所幸该平台官方回复，后续会根据家长提供的
资料进行协商退款。

链接

返还款项额度
根据具体案例综合判定
《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
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
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
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
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
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据介绍，未成年人在参与网络
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过程
中，通过充值、
“打赏”等方式支出的
款项如果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
则该付款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行
为，需要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
认后才能发生效力，如果法定代理
人不同意或不予追认，则该行为无
效。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
法律约束力，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
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不满
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因此其参与网络游戏所花费
的支出，一律应该退还。这是依法
所能得出的当然结论，所以指导意
见没有专门规定。
此外，在支出款项的数额方面，
规定没有采用“一刀切”的做法，而
是将应予返还的款项限定在与未成
年人的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部分，
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由法官根
据孩子所参与的游戏类型、成长环
境、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判定。

明天全省天气
自北向南转好
本报长沙讯 省气象台预计，5 月 21
日，湖南中部和南部地区有一次强降水天
气过程，公众需注意防范；22 日全省天气
自北向南转好。
省气象台预计，21 日 08 时至 22 日 08
时，湘北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
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株洲南部、衡阳、郴州
局地大雨；北风 2～3 级。22 日 08 时至 23
日 08 时，湘东南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
云到晴天；北风 2～3 级。
气温方面，24 日受冷空气影响，气温
有所下滑；未来一周其他时段较为平稳。
其中 21 日最高气温湘西 21～23℃，其他
地区 24～26℃；最低气温 18～20℃。
气象专家提醒公众，需注意防范 21
日降雨可能造成的道路湿滑、路面积水、
低能见度天气，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天 气 对 道 路 、水 上 交 通 安 全 的 不 利 影
响。同时，还需防范湘中及以南局地性
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域洪
水，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以及城乡内
涝等次生灾害。
记者陈诗娴 通讯员戴帅汝

本报长沙讯 5 月 19 日，宁乡市人民
法院执行局干警一早便来到了位于宁乡
汽车老站附近的执行现场，开展某家电超
市的执行腾退工作。
2005 年开始，宁乡某家电超市租赁刘
某强、刘某冬、邓某初等 10 人的房屋用于
经营。2019 年 11 月，该家电超市停业，25
日，该家电超市与刘某强等 10 人签订了
《退租协议》。协议签订后，宁乡某家电超
市未依据协议内容对房屋进行腾退，也未
履行租金，刘某强等人遂诉至法院。
在法院主持调解下，宁乡某家电超市
与刘某强等 10 人达成调解协议。签署调
解协议后，宁乡某家电超市仍未按时履
行，刘某强等人来到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立案后，该案的执行法官与被执
行方代表取得联系，其表示愿意配合法院
进行腾退工作。
执行现场，执行干警协助搬运工人有
序地将电器搬离，并妥善放置在转运卡车
上。因需腾退面积大，需要腾退搬运的电
器众多，
此次腾退活动预计将持续 3 天。
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邹晴

本报长沙讯 5 月 19 日下午，永州零陵区的
一栋民房里，惊现一条 2 米多长的大蛇。房主发
现后急忙拨打 119 报警求助，零陵区消防救援大
队 7 名指战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将蛇抓住，清除
了安全隐患。
5 月 19 日下午 4 点 17 分许，永州零陵区夜中
华后面的一户居民家中惊现一条长蛇，7 名消防
指战员迅速赶到该住户家中。户主告诉消防员，
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躲藏在杂物间的一个玻璃
门的后面，只露出一个蛇头和蛇尾在外面。因为
不知道大蛇的具体情况，他们都不敢处置。了解
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手持扑
蛇夹进入杂物间。在杂物间的一块玻璃门后，消
防员发现，在玻璃门的下方，一个若隐若现的蛇
头正对着指战员，透过玻璃门另一侧的缝隙，消
防员发现长蛇的一大截的尾部。由于空间相对
狭小，加之这条大蛇躲藏在玻璃门的后边，不利
于直接抓捕。为防止大蛇乘机溜走，消防员利用
扑蛇夹先夹住大蛇的身子。受到惊吓后，大蛇不
停地“闪躲腾挪”，另一名消防员则趁机用脚将大
蛇的头部踩住，随后，消防员放开搭设的身子，转
用扑蛇夹夹住大蛇的“七寸”，并将大蛇装入事先
准备好的编织袋内。
“当时我们看到蛇都吓坏了，还好，消防员及
时赶到将它捉住。消防员好样的！”户主感叹
道。事后经鉴定，这条蛇是普通的菜花蛇，毒性
并不猛。
消防部门提醒：菜花蛇经常出没于地下管道
中，主要以老鼠和生活垃圾为食。虽然毒性不
猛，但菜花蛇口腔内有大量的细菌，一旦被咬伤，
还是要立即到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这条被捕的
大蛇，
消防员在返程途中已将它放回大自然。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邓微

怀铁民警收到旅客短信
“520”
本报怀化讯 5 月 20 日，怀化铁路公安处溆
浦南站派出所民警贺倩华，收到一名旅客发来的
短信“520”
（我爱你），对他帮助自己找回丢失的
贵重物品表示深深的感谢。
当天中午 12 点多钟，怀化溆浦县某品牌总
代理武某，乘坐溆浦南至长沙南的 G2336 次高
铁前往长沙出差。由于赶车一时的匆忙，不慎
将一个黑色双肩包，遗忘在溆浦南站候车室的
椅子上，包内有 5000 余元现金及 19 张存有 20 余
万元的银行卡。列车开动后，武某才发现丢失
了贵重物品，焦急万分的她，迅速打电话给本公
司业务员贺某，让他立即赶到溆浦南站向民警
求助。
业务员找到溆浦南站正在值勤的民警贺倩
华说明情况后，贺警官火速带领三名协警，分头
在候车室内寻找，最终在一个座位上找到了这
个黑色的双肩包。经现场清点，包内有人民币
5000 余元，银行卡 19 张（卡内共有现金 20 余万
元）。贺警官问到失主武某的联系方式后，当即
给她打电话，告知遗失的双肩包已找到，未丢失
任何贵重物品，请她放心。并已将双肩包交给
其业务员贺某。这时，武某心里悬着的石头才
落了地。
为了感谢民警，武某觉得当天正好是 5 月 20
日，便用手机给贺警官发来短信致谢，并在短信
末尾写上了“520”
（我爱你）。
通讯员周南牛 刘亚平 记者王佳箐

基层公安领到
“防两梗”
急救箱

5 月 20 日，
“戴上我，
爱自己”
戴盔骑行安全随行公益活动在长沙举行，外卖小哥戴上头盔后得到了爱人的亲吻。图/受访者提供

宁乡法院
有序腾退一电器超市

消防处置民房里躲藏的大蛇

外卖小哥街头巡游呼吁佩戴头盔

“戴上我，
爱自己”
公益活动举行，
向市民赠送头盔和保险各500份
本报长沙讯 5 月 20 日，
“ 戴上我，爱自
己”戴盔骑行安全随行公益活动举行，省公安
厅副厅长汤向荣、交警总队总队长蒋建湘、太
平洋产险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刘修华、交警总
队副总队长彭立根、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欧
益科等领导出席活动。
活动呼吁执法部门要带头遵规守法，带
头佩戴安全头盔、使用安全带；行业企业要严
格自律，严格管束，管好自己的人、管好自己
的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驾乘人员要
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佩戴头盔、自
觉使用安全带，共同创造安全有序的交通出
行环境
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死
亡事故中大约 80%为未佩戴安全头盔造成的
颅脑损伤致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
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 60%以上。今年 4 月底
以来，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累计举行安全
头盔捐赠活动 214 场次、赠送安全头盔 1.2 万
余顶，现场教育未佩戴及未按规定使用“一盔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一带”违法人员 2.8 万人次。下阶段全省公安
交管部门还将坚持宣传引导和执法查纠并
重，力争到今年年底，城市道路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骑乘人员安全头盔佩戴率分别达到
90%、70%以上；汽车驾驶人、汽车乘车人安全
带使用率分别达到 90%、70%以上。
在活动现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代表的爱人们将安全头盔作为“520”表白日
的礼物，叮嘱爱人出行注意自身安全。活动
主办单位向经过现场未佩戴头盔的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赠送安全头盔和保险，
共向骑行市民赠送头盔和保险各 500 份。
最后，
由几十名外卖小哥组成的骑游车队
在交警的引领下巡游打卡长沙繁华地段掀起
了活动高潮，
外卖小哥们以佩戴头盔巡游的方
式向广大骑乘人员宣传佩戴头盔的重要性，
呼
吁骑乘电动自行车、
摩托车要自觉佩戴头盔。
记者整理了部分不戴头盔导致事故中伤
亡的事故案例。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邓彪 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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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规定系安全带被查

本报长沙讯 为打造健康警队、幸福警队,进
一步落实从优待警工作，增强全警现场急救能
力，提升全体民辅警的健康素养水平，5 月 20 日
上午，长沙市公安局在雨花公安分局召开全市公
安机关健康管理“防两梗”急救箱配发暨“百场急
救培训送基层”活动启动仪式。
在仪式上，雨花公安分局收到了由市公安局
配发的十多个“防两梗”急救箱，该批急救箱将全
部配备到雨花公安分局各科所队的值班室等公
共区域，每个急救箱内均包含心梗急救药物、常
用急救处理用品、急救手册、急救电话指示牌等，
确保民辅警在遇有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正确处
置及高效转诊。
启动仪式后，长沙市公安局还在雨花公安分
局开展了首场急救技能培训，通过开展培训，让
民辅警掌握急救方法和技能，切实提升“两梗”预
防意识。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7 月，活动期间长沙
公安将为全市所有独立院落的公安机关和基层
所队配备急救箱，并联合长沙市 120 急救中心在
全警开展 100 场急救培训。
记者满延坤 通讯员刘彬

本报长沙讯 5 月 19 日，常德交警支队
直属一大队在市城区武陵大道建设路口查获
一起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
当天上午，常德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在
常德市城区武陵大道建设路口开展“一盔一
带”集中整治行动。执勤民警在路口对一辆
牌号为湘 JT××××的出租车进行例行检查
时，发现该车驾驶人安全带是先插入插口后，
将斜拉的那根直接套在身上，腰部的那根安
全带在背后，属于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
法行为。
4 月份开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部署在
全国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湖南
省、常德市交警部门开展相关执法行动，对不
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
为进行常态化整治。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刘小满 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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