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预案 迎接汛期

进入夏季，为确保大雨天气
的营运安全，济南公交BRT12号
线车队重新梳理防汛预案，增添
新的积水路段、纯电动车涉水标
准以及绕行路线等。为汛期安全
运行打下良好基础。 耿家灏

安全乘车 文明出行

近日，济南公交BRT5号线驾
驶员到媒体村站点开展安全宣传
活动。并向乘客发放宣传材料，
积极解答乘客提出的交通安全问
题，进一步增强了市民安全出
行、文明出行的意识。

送书法作品 感谢好司机

近日，张老先生在乘坐BRT5
号线时，将手机遗忘在车上。由于
手机关联工资卡，让他十分着急。
司机师傅通过手机通讯录联系到
其家人，老先生亲自书写一幅书
法作品，送到车队以示感谢。

昌邑市举行第六届
青少年禁毒教育书画剪纸

艺术大赛颁奖仪式
近日，潍坊昌邑市禁毒委在

“海马”禁毒文化广场隆重举行
“6 . 26”国际禁毒日暨第六届青少
年禁毒教育书画剪纸艺术大赛颁
奖仪式。昌邑市政府副市长、市
禁毒委副主任、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陈永刚，昌邑市禁毒委
副主任、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魏宾，昌邑市禁毒委副
主任、禁毒办主任、公安局副局长
王旭光，昌邑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王海伟，市禁毒办全体工作
人员，昌邑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
员代表，部分获奖青少年及家长，
市蚂蚁义工联共100余人参加活
动。本次活动将书画剪纸艺术与
禁毒宣传相结合，引导青少年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营造了
全民禁毒的浓厚社会氛围。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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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亚慧

9岁外孙看平台号等级
发现对应的花钱数

凌晨3点，家住济南的张悦
从梦里醒来，感觉一阵口干舌
燥，决定下床倒杯水喝。没想到
路过父母房间时，却看见屋里透
出点点手机屏幕的光。张悦推开
门，看见64岁的父亲张军正捧着
手机认真地看着，“爸爸，还不
睡？”

自从2020年下半年查出甲
状腺癌，一向心态年轻的父亲好
像受了刺激一般，从前经常到处
跑，现在不愿意出门了，还经常
发脾气，有时候忘事忘得厉害。
最近父亲注册了一个直播平台，
经常点进去看直播，有时候晚上
很晚了也不睡。张悦也看过一
眼，上边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
聊天的，很热闹。既然父亲喜欢
看，那就看去吧，解解闷也行。张
悦这样想。

“因为我父亲本来就有挺严
重的心脏病，这次得病了之后脾
气不好了，容易发火，一发火一
生气就容易犯病，我们就尽量什
么事儿都迁就着他。”现在回忆
起来，张悦有些懊恼，“我知道他
看直播的时候可能会花点钱，但
是没想到他会花这么多。”

事实上，张悦9岁的儿子去
年就和张悦说过外公看直播打
赏的事。张悦回忆，儿子博博曾
在玩闹的时候对她说：“妈妈，我
外公是榜一呢！”从没玩过直播
平台的张悦当时不以为意，觉得
儿子太小，可能自己都不懂自己
在说些什么。

今年6月3日，博博再次对张
悦说：“妈妈，我外公的号等级已
经很高了，都46级了。”张悦这次
多问了句：“什么等级，等级高怎
么了？”博博拿着自己的iPad给
张悦展示，原来，他在使用外公
手机的时候看到了外公的平台
号等级，回头就在自己的iPad上
检索了打赏等级对应的花钱数。

张悦拿过来一看，感觉大事
不好了。

得知打赏出去45万元
老两口双双住进医院

“我一看不对劲了，就抓紧
去银行查我父亲的账户余额、查
流水，最后一统计，我父亲看直
播打赏出去了45万元！”张悦感
觉天都塌了。她把银行流水打印
出来，回到家拿给父母看。

父亲拿着流水直发愣：“怎
么可能这么多，我真没花这么
多……”母亲看了账单，直接两
眼一黑晕倒在沙发上。

端午节假期，张家没能好好
过。张悦母亲因为激动直接住进
了医院，父亲张军心脏病发，后
脚也跟着住进了医院。张悦照顾
两个老人，忙得脚不沾地。经过
十来天的休养，两个老人出院
了，但是45万元没了的阴影，时
刻笼罩着这个家庭。

“这一折腾，我父亲的心脏
状况又不好了，我就不敢再刺激
他。但我母亲一直不能接受这个
事，她在家天天念叨，抱怨我父
亲，心疼一辈子攒下来的钱就这
么没了。我两头都得哄着劝着，
心力交瘁。”张悦说，父亲对自己
打赏了45万元的事一直不肯相
信。

张悦向记者提供了自己从银
行打印的流水。账单显示，从去年
2月起，到今年6月3日，账户每月
都有不菲的金额转账到某直播平
台的账户。每笔的转账金额不等，

有30元、99元、298元的小额支付，
也有518元、1598元、2998元不等的
高额支付。“你看有的时候一天花
出去一万多元。去年二月、三月、
四月这三个月是最多的，一个是8
万多元，一个是11万多元，一个是
9万多元，这三个月就花了将近30
万元。”张悦说。

记者下载了该短视频平台，
发现平台设置了不同的荣誉等
级，升级的方法是充值刷礼物，
用户消费的币数越高，等级就越
高。平台虚拟币和人民币转换率
是10：1，即一元人民币可购买10
个平台虚拟币。

按照规则，升级还可以解锁
新的特权，如等级达到25，就可
以解锁百人以下直播间入场特
效，等级达到40，可以解锁至尊
弹幕等。

老人去年被诊断为脑萎缩
承认迷恋被追捧的感觉

父亲住院那几天，张悦拿到
了父亲的手机。踌躇片刻，点进
了那个对她而言十分陌生的图
标。进入平台后，张悦找到直播
入口，随便点了个直播间。“当时
我一进去，就看见我爸的昵称从
屏幕上划过，说高山（涉受访人
隐私，本昵称为虚构昵称）加入
了直播间。然后主播就特别热络
地打起招呼，喊我爸的昵称，说
高山哥，你来了，好长时间不见
你了，快点来帮我打榜。”

张悦吓了一跳，退出后不
死心又试了几个直播间。“我就
感觉好像每个主播都认识他，
有一个点进去像是几个主播在
打PK，看见我进去了就喊，说
高山哥快来帮帮我，我的票数
低了。”张悦觉得，“主播这种语
言的刺激，感觉像在诱导人花
钱”。

张悦看到，一旦直播间有人
大额打赏，直播页面会出现华丽
的礼物特效，紧接着主播惊喜万
分报出打赏人的昵称。有的主播
会喊着：“谢谢××大哥，各位哥
哥姐姐们，都给我们大哥点点关
注！”评论里也都在欢呼雀跃，一
行行点赞的大拇指刷过去。

父亲出院后，为避免再刺激
他，张悦与父亲一点一点地聊了
多次，父亲也承认确实迷恋被追
捧的感觉。“PK的时候直播间的

观众都在喊我，我一打赏主播赢
了，所有人都给我点赞，说‘咱们
有高山哥呢’这些话，那个时候
特别有自豪感。”张军说，后来主
播PK，有时候他一进直播间，对
面直播间主播就直接认输，“因
为知道高山哥来了，那就没有赢
的可能”。

但是，即便坦承了沉迷打赏
的心路历程，张军依然在女儿面
前不松口：坚决不相信自己花了
45万元。“他就一直觉得，我和我
母亲说的45万元是在夸大，是为
了让他内疚，让他以后不敢去花
钱了。我就感觉到，可能他的脑
萎缩症状影响到了他的判断，自
己打赏了多少都不清楚了。”张
悦说。

张悦向记者出示了父亲张
军的一份身体检查报告。这是一
份CT检查报告单，报告日期为
去年8月26日，CT诊断结果为

“脑萎缩”。
“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

兆，我父亲严重的时候刚吃完饭
就忘记了，问我怎么还不做饭。”
张悦说，“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
的行为了。他知道他花钱，但他
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可能当时
打赏出去了，他后脚接着就忘
了。”

质疑平台老年人打赏机制
女儿已申诉退款

事情发生后，张悦多次打电
话到直播平台咨询。在讲完父亲
张军的情况后，平台客服表示，
平台对未成年人充值设置了退
款申请渠道，但张军是成年人，
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平台
没有办法进行退款。

对于这一回应，张悦觉得
不能认可。“在网络上，老年人
和未成年人在判断能力、认知
能力上都存在很多局限，像我
父亲这样的老年人，他们真是
不清楚自己花了多少钱。”张悦
认为，“未成年人受到了保护，
我们能不能也保护一下老年
人，不让他们把一辈子的血汗
钱都搭进去？”

多次反馈后，张悦收到平台
短信发来的一个链接，点进去后
是平台设立的未成年人充值退
款申请区。张悦按照选项填写了
信息，并上传了父亲的使用情

况、病例证明，以及自己与父亲
的关系证明等材料。但是提交
后，张悦至今没有收到平台的后
续回应。

记者在上述平台未成年人
充值退款申请区看到，申请退款
后，将封禁充值消费能力，并扣
回未消费币。平台公示了处理未
成年人退款情况：近3（个）月，平
台已累计处理15694起未成年人
退款。不过记者在“退款须知”中
看到，这一流程仅支持对申请日
前12个月的充值申请退款。还写
明“本平台不支持成年人（18岁
以上）退款申请，一经核实将驳
回申请”。

如今，距离发现父亲巨额
打赏已经过了二十多天，张悦
一边等着消息，一边努力修复
着家人生出的嫌隙。“我现在就
想着，如果平台能退给我部分
资金最好，退不了也不要再和
父母提起这个事。人是最重要
的，我只要我父母健健康康平
平安安的，别再犯病了，比什么
都强。”张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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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能重来，张悦（化名）一定会在注意到端倪时就拦着父亲。但现实是，父亲张军（化名）
去年年初注册了某短视频平台的账号后，就沉迷于在平台上观看直播并打赏主播。今年6月初，
张悦查询父亲的银行卡余额才震惊地发现，父母一辈子的积蓄45万元已经被父亲打赏一空。

在张悦将打印的银行流水放到父母面前时，父亲张军愣住了：“我是花钱了，但是怎么可能
花了这么多？”母亲看了账单之后，直接晕倒了。这个家乱成了一团。

六旬翁沉迷直播，打赏花光45万元积蓄
女儿：父亲患脑萎缩 律师：三种情况下可视情况撤回打赏款

记者搜索发现，近些年有关
直播打赏的纠纷并不鲜见。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检索“主播”“打赏”
等关键词，能够检索出上百份民
事案件判决书。记者也注意到，在
这些案件的判决中，各地对能否
撤回打赏款的判罚不一。

“目前针对直播打赏的案情
主要争论集中在打赏的定性上。
一种认为直播打赏是网络服务合
同，一种认为是赠与合同。”山东
博翰源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贾澜
涛告诉记者，目前来看，认定为赠
与合同，当事人能够撤回打赏款
的可能性更大。

回到张悦父亲巨额打赏这件
事上，贾澜涛认为，张军若想撤回打
赏款难度较大，但并非没有可能。

“目前有三种情况可以视情撤销赠
与。一是未成年人赠与，他们属于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是用公款打
赏主播；三是成年人配偶一方主张
自己对巨额打赏完全不知情，打赏
行为侵犯了夫妻双方对共有财产的
处分权，可以向法院起诉撤销该赠
与。”贾澜涛说，从张悦的讲述看，其
母亲对父亲的巨额打赏并不知情，
张悦可以搜集好打赏的原始数据，
参考第三种情况去维权。

那么，张悦主张父亲存在脑萎
缩等症状，可能影响到父亲对打赏
的判断，这一点能否成为撤回打赏
款的关键要素？贾澜涛认为，这涉及
到我国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划
定。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不满八周
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八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
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
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正常情况下，老年人属于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当然，子女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认定父母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贾澜涛说，“但这首先需要你提供证
据证明，再一个这个认定务必慎重。
因为一旦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相当于同时剥夺了这名老年人
的很多权利，比如立遗嘱等等。”

近年来，我国网络直播行业
发展迅猛，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年底，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
达7 . 03亿，占网民整体的68 . 2%。

“也就像张女士所说的，老年人直
播打赏，目前我们对于这块还没
有保护起来，64岁老人打赏45万
元这件事的发生，值得我们更深
入思考。”贾澜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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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打赏难度较大
但并非没有可能

张悦打印的父亲银行账户流水(部分)。
平台显示，近三个月已累计处

理15694起未成年人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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