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7 星期四 编辑：蒋子韬 图片编辑：王旻 制图：方林敏 版式：陈鸣 校读：李胜

世相

恋爱打卡

A05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每天说
“我爱你”
一年后奖1314元相关报道

14家重大火患单位被挂牌督办

恋爱打卡背后当心甜蜜陷阱
App宣称
“情侣打卡365天送1314元”
；
用户吐槽：
任务越来越难，
补签很费钱

个新兴产业的养料？
9 月 5 日，阿和（化名）在黑猫投诉平台投
诉了恋爱记 App，理由是她和男友在恋爱记
上参与的 1314 打卡活动，任务越来越难完
成，补签要花的钱也越来越多。在坚持 214
天后，
她和男友选择放弃，
并在新浪黑猫投诉
了这款记录了她两百多天爱情历程的 App。
阿和说：
“就算没有这款 App，
我和我男友还是
很恩爱。
”

本报记者李姝 长沙报道

两个人的感情需要怎样去维系？这也许是很多恋爱中的人们甜蜜的烦恼，
如果
有一款App可以促进两个人感情的发展，
你会下载吗？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恋爱关系维护类App上线，
甚至有App推出
“情侣打卡365
天送1314元”
的活动，
看上去十分吸引人。
但随着用户增多，
此类App的投诉信息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人提出疑
问：
用App维系恋情，
靠谱吗？

每天跟伴侣互相说一句“我爱你”，听上
去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如果还能看到对方
每天记录彼此生活在一起的点滴，更是暖
心。近年来，情侣对于这些浪漫的追求，催
生了恋爱关系维护类 App。但大量的投诉产
生，也让人难免质疑，浪漫背后是否有“陷
阱”？用户的真情实感是否最终只能成为一

为了补签，
会员续到2022年
今年 2 月，阿和认识了现在的男友。和
这段感情几乎同步开始的，是她在恋爱记
App 上的打卡。
“刚认识没多久后知道这个 App 的，当
时纯粹想用来记录我们的感情。但应用首
页有一个很醒目的‘365 天打卡送 1314 元’活
动，
我们就顺便参与了。”
阿和说。
想要打卡成功，需要情侣每天互发“我
爱你”，并且双方都完成任务。阿和认可，每
天表白有利于双方增进感情，但每天的任
务，
她却感到越来越难。
“任务本身都不难，无非是发点一起吃
饭的照片，发电影票根等等，但后来有了时
间限制，必须在某一个时间内完成任务。”阿
和回忆道。
每天的任务时间并不规律，有的任务规
定时间与上班时间冲突。这给她带来了困
扰，随后她和男友开始养成习惯，每天凌晨
点开 App，
查看当日任务。

遗漏打卡，可以通过购买会员得到补签
卡，但需要多少张补签卡，是规则没有说明
的。打卡几十天时，阿和忘记打卡，花 19 元
购买 1 个月会员，得到一张补签卡。打卡 100
多天以后，阿和又漏掉一次，补签需要 4 张补
签卡。打卡 200 多天时，阿和再次忘打卡，需
要 12 张补签卡。其间，阿和一次又一次购买
会员，
“ 现在我俩充的会员已经续到了 2022
年了，
共花费了七百多元”
。
最终，阿和和男友的打卡“折戟”在又一
次疏忽中。第 215 天，阿和打开恋爱记 App，
看到当日任务：上午 6 时至 10 时 59 分点击情
侣闹钟的“我醒了”，对 ta 说早安。
“我还特地
设了个闹钟，但我太粗心了，我设置为下午 6
点了。”这次，阿和没有再为自己的粗心而花
钱补签。
阿 和 放 弃 了 ，不 仅 是 因 为 花 了 700 多
元，更因为在恋爱记上的“恋爱”，让爱情变
味了。

给女友买道具被骂
“猪头”
提起男友，阿和说：
“ 我对象工作很忙，
每天很累。”语气里透着对男友的心疼。但
因为打卡的事，
阿和还是责怪过男友。
有一次，
打卡时间是午休时间，
阿和等待
半天，
却没有看到男友有反应，
她还是给男友
打了十多个电话，
没有接听。
“当时很生气，
因
为我们好不容易坚持了这么久，
心里怪他，
为
什么就忘了，
是不是不在意我。但其实，
他午
休醒来发现没打卡，
自己默默花钱买了会员，
补签了打卡。
”
阿和开始反思这个打卡活动的意义：
“本来没事的，这个打卡活动反而弄得好像
我们之间有矛盾似的。
”
小邵（化名）也因为恋爱记 App 和男友

阿和与男友在“恋爱记”App 上坚持了 214 天。

有不愉快。小邵在恋爱记打卡二十多天，因
为前段时间和男友吵架，她一气之下在恋爱
记上解除了和男友的情侣关系，打卡记录也
消失无踪。男友为了哄她，花 98 元购买了道
具月光宝盒。
“ 他是个猪头。这个道具根本
不能恢复打卡记录，只能恢复我们发过的一
些照片。他不跟我说，就自己买了道具。”说
起这件事，小邵依然十分生气，她表示，自己
和男友还都只是学生，她反对男友在这件事
上花钱。
因使用恋爱记而生男友气的女孩不在
少数。有网友说：
“ 想想之前因为男票忘记
打卡而生气，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傻子，为了
这种 App 跟他生气。”

恋爱记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易旭表示，根
据《民法典总则编》第 7 条的相关规定，双方
依据软件用户协议成立合同关系，经营者的
告知义务是当事人之间的有关交易信息的如
实披露义务，它是建立在交易各方最大诚信
原则基础上的，也就是当事人之间要信奉诚
实信用原则。鉴于此，恋爱记 App 作为活动
方有义务告知用户活动的具体细则，具体细
则应围绕活动的开展程序，置于本案即打卡
规则、取得奖金的权利。
易旭表示，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指消费者
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
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规定，
“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

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
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
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
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
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恋爱记的行为显然损
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60 张补签卡营销运用了心理学沉没成
本的概念，是让用户不忍之前的辛苦付之东
流，为此充钱的套路。”
易旭说。
此外，易旭还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
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如果恋爱记
APP 索取了超过打卡活动打款需要的信息，
则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

这 类 恋 爱 App 是 否 真 的 有 助 于 恋 爱？
从网友们的评价来看，也许最开始一段时间
十分愉悦，但机械化的操作很难持续让人获
得快乐。而更多的争议在于，用户在选择参
与打开活动前，根本无法知晓后续的难度以
及补签的成本
网友陈女士于 2019 年 10 月投诉过恋爱
记。陈女士截图的页面显示，该活动的说明
仅仅只是要求情侣互相发送“我爱你”，并完
成恋爱任务。陈女士表示，打卡进入中后
期，打卡任务越来越难，除了每日任务时间
不定，任务有效时间也越来越短，甚至出现
凌晨 5 时至 5 时 20 分的奇葩打卡时间。
补签卡的使用规则也并未在开始时告知
用户。陈女士提供的截图显示，
在临近 365 天
时，
她的一次补签需要 60 张我爱你补签卡，
而
价值 208 元的 12 个月会员仅能得到 12 张补签

卡。为了补签，陈女士的会员已经续到了
2026 年。联系不上客服、或者对客服不满的
用户，
开始在贴吧、知乎、微博大量吐槽。
也有用户担心个人隐私。打卡第 200 天
时，根据规则，情侣双方需要进行身份证号
验证。有网友表示质疑：
“ 要拿我身份证号
干什么呢？”事实上，如果要参与 1314 元打卡
活动，用户提供的信息包括微信授权、电话
号码、真实照片、支付宝账号、真实姓名、身
份证号。
到目前为止，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
恋爱记 App 的投诉已有 80 条。
对于网友们投诉的问题，9 月 15 日至 16
日，记者多次拨打恋爱记官网发布的电话以
及在天眼查上登记的客服电话，均无人接
听。记者在每日更新的恋爱记官方微博进
行留言，也未得到回应。

乘客突发癫痫，
全车人送她去救治
本报记者满延坤 实习生饶宇轩 长沙报道
“师傅，后面有人发病了！”9 月 15 日下午 2
时 45 分左右，长沙 114 路公交车在行驶到长沙
司法警官学校站时，驾驶员曹泽民突然感觉车
厢后面突然人声嘈杂，有乘客还在大声叫着自
己，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当时车上有一名 51 岁的乘客突发
癫痫，浑身抽搐，随即倒在了地上，整个人不省
人事。经后排乘客提醒后，驾驶员曹泽民将车
停好，大家一起伸出援手，将陈女士送往了医
院。目前，陈女士已无大碍。

30多位乘客无一人要求下车
据驾驶员曹泽民回忆，当时车内乘客不
少，大概有三四十人，陈女士坐在后排靠车门
处，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发癫痫。
“车上乘客
发现后赶忙通知了我，我临时将车停好后，走
过去观察陈女士的身体情况。”曹师傅说，当时
陈女士脸色苍白，一身的汗，没一点知觉，浑身
抽搐，
大概抖了五分钟，
“后来就一动不动了。
”
由于当时车上还有 30 多位乘客，且事件
地属于城乡接合部，附近没有什么大医院，最

近的医院位于张公岭，但也有着将近 4 公里的
距离。难题一下子就交到了曹泽民手里：开车
去医院，很浪费时间；如果让救护车过来，也会
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此时，陈女士已经毫无知觉了，救人要紧，
曹泽民决定马上开车送乘客去最近的医院。
眼见陈女士即将倒地，曹泽民先让位于后排的
乘客想办法搀扶住陈女士，自己则开车前往张
公岭。乘客也十分配合，
“ 没有一个人要求下
车，都是想着救人要紧。”
曹泽民说。
司机忙着开车，乘客也没闲着。在热心乘
客的悉心照料下，陈女士逐渐停止了抽搐，意
识也逐渐恢复，可以自行坐稳，这让曹泽民稍
微放了心。在保证交通安全的情况下，曹泽民
还是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医院。
行驶途中，前排一名眼尖的女乘客发现路
边上有一个卫生服务站。曹泽民立马停下车，
让乘客先看好陈女士，自己抓紧时间去叫医
生。
“ 医生来到车上后，经过初步诊断，陈女士
属于癫痫发作，没有生命危险。”曹泽民虽然松
了一口气，但仍然放心不下，担心陈女士病情
突然恶化，又按照原计划送她前往就近的芙蓉
区红十字医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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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乘客出门前忘带相应药物
记者了解到，到达芙蓉区红十字医院后，
陈女士已经比较清醒了，心急如焚的曹泽民
先安排了车上乘客转乘其他车辆，并对他们
的配合表示感谢，自己则陪同陈女士进行检
查。
“ 所幸陈女士并没有什么大碍”，在休息片
刻后，曹泽民与陈女士重新上了公交车，并送
她去了原定的目的地。
9 月 16 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上陈女士，
对方表示，自己有 20 多年的癫痫病史，属于陈
年旧疾。事发上午，陈女士在出门前忘了带
上控制病情的药物，这才导致自己在公交车
上突然发病。在采访过程中，陈女士再三表
示了对曹泽民的感谢，她说要“感谢好心人全
家人”。
114 车队负责人唐湘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自己车队总共有八十余台车辆，每年都
有 4 到 5 起类似的事件发生，
“发生的概率并不
算低，最为频繁的是低血糖晕倒的情况”。唐
湘陵说，考虑到司机对患者的病情不清楚，建
议有癫痫等类似疾病的病人，尤其是有重病的
人，
最好是有家人或者护工陪护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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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漏水拒交物业费法院判了
本报岳阳讯 近日，岳阳华容某小区业主以
房屋漏水为由，拒交两年物业费，被小区某物业
公司诉至华容县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判决业主杨
某向某物业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 1680 元。
杨某系华容县某小区业主。2016 年 11 月 30
日，该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原告某物业公司签订物
业委托管理合同，约定由某物业公司为该小区提
供物业服务，服务期限自 2016 年 11 月 30 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合同签订后，某物业公司为
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至合同期满之日，即 2019 年
11 月 30 日，目前已退出该小区。杨某的房屋面
积为 140.25 平方米，按照 0.5 元/平方米/月的标
准，每月应交物业费 70 元。杨某仅按约交纳了第
一年的物业服务费，之后，杨某便以房屋漏水为
由拒交物业服务费。
法院审理认为，杨某作为该小区业主，享受
了物业服务，应当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交纳物业
服务费。物业公司不是房屋漏水的责任主体，杨
某辩称的房屋漏水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
关系，不能构成其拒交物业费的正当理由，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尚梨

老赖在抖音花式炫富被拘

临近365天时，
补签一次要上千元

律师说法

本报长沙讯 9 月 16 日，记者从省消防救援
总队获悉，根据湖南省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工作部署，为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
发生，经省人民政府同意，近日，省消防安全委员
会决定对全省 14 家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实
施挂牌督办。
针对排查出的重大火灾隐患，各地提请政府
或消防安全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认定，形成
省级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的单位共 14 家。它
们分别是长沙市经开区湖南省新邻居超市有限
公司、株洲市天元区新安居建材大市场 12 栋、湘
潭市雨湖区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广云
超市、国网临湘供电公司电力调度大楼、衡东县
中医医院、临武县中环大酒店、临澧县鸿安新型
材料环保外筒厂、益阳市高新区湖南湘燕食品有
限公司、娄底市涟源市卓越阳光商贸城、邵阳东
信棉业有限公司、永顺县塔卧中心卫生院、桑植
县第四中学、沅陵县顺华玩具制造有限公司、蓝
山县东云国际大酒店。
为此，省消防安全委员会专门下发《关于对
重大火灾隐患实施挂牌督办的通知》，要求各市
州消防安全委员会将整改工作纳入安全生产巡
查、年度消防工作考核等重要内容，全程跟踪、考
核评效、追责问责。各地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及
时清零重大隐患的要求，督促隐患整改责任单位
制定整改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如期
整改销案。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颜雨彬

本报长沙讯 男子欠账上百万元迟迟不还
钱，被法院限制高消费后却在抖音上花式炫富：
晒豪车、戴金项链、出入高档娱乐场所高消费
……9 月 16 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其
司法拘留 15 天。
2016 年 5 月，因经营投资需要，陈某在肖某
处借款 100 万元。之后，肖某多次催收，陈某仅还
了 5 万元。2018 年 7 月，经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
院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陈某应向肖
某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计 100 万元，并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分期支付完毕。
法律文书生效后，陈某未履行还款义务，肖
某遂向开福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
执行法官依法向被执行人陈某发出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限制高消费等法律文书，但陈某对
此置之不理。
近日，申请执行人肖某在刷抖音时，刷到一
个喜欢“秀舞技、秀豪车”、拥有 32.9 万粉丝的网
红“某少”
（化名）。肖某仔细一看，这才发现所谓
“某少”正是欠自己钱不还的陈某。
好奇之下，肖某逐一翻看了陈某发布的视
频，发现陈某日子过得比较逍遥惬意，经常出入
酒吧、KTV 等高档娱乐场所。
9 月 16 日上午 8 时许，
肖某向执行法官反映了
相关情况，
并举报了执行人的行踪。得知消息后，
执行法官立即将被执行人陈某强制传唤至法院。
陈某称：
“我在抖音里有 30 多万粉丝，偶尔进
行直播，我现在经济条件不好，那些豪车和高消
费都是撑场面用的。我平时开的宝马 X6 并不是
自己的车，是抵押车。”
鉴于被执行人陈某存在违反限制高消费令
的行为且在短视频 App 上公然传播，开福区法院
以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为由，
依法作出拘留决定，
对陈某司法拘留 15 日。
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刘笑贫 罗晓

9 月 15 日，长沙 114 路公交车，车上乘客转
乘其他车辆后，公交司机曹泽民（左）陪同陈女士
去检查。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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