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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对于这句歌词，32
岁的眉山丹棱男子宋科在这个春节算是有了切身体会。

春节前，在外务工的宋科带着“租来的女友”葛丽
回到家中，见到“准儿媳”后，宋科父母满心欢喜，临走
前偷偷给了葛丽6000元红包。过完年后，宋科和葛丽
返回福建，当宋科得知红包一事后，几次向葛丽索要，
均无果。无奈之下，宋科找到律师准备起诉讨回父母
给的红包。但律师的回答，让他纠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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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博父母开心
“租女友”回家过春节

2月24日，距离春节已半月，
但红包这个事仍在影响着32岁的
丹棱男子宋科。“如果再给我一次
机会，我仍然不知道怎么选择，父
母开心固然重要，但6000元也不
是个小数目。”宋科甜蜜又烦恼的
春节记忆，从五味杂陈的一声叹
息开始。

宋科是眉山人，今年32岁，一
直没有觅得情投意合的佳人。早些
年父母提及婚事，宋科还能以“再
奋斗两年”为由来搪塞。但从几年
前开始，在福建某服装厂上班的宋
科的婚事，就成了春节回家时父母
必谈的大事。2015年春节，单身的
宋科以加班的名义，没有回家。

2016年春节前，母亲询问宋
科是否回家过年，电话中，得知母
亲感冒卧床两天了，宋科心酸，随
口称自己将和女朋友一起回家。
挂断电话后，宋科想到了同事兼
朋友的葛丽，在此之前的一次聚
会里，27岁的葛丽曾无意间说过
春节不回家。于是，宋科找到葛
丽，提出了让她以女友的身份跟
自己回家过年的想法。并口头承
诺了“春节前一起回宋科家，正月
初五就走；期间吃住行费用全包，
另支付2000元酬金；只是假装恋
人，不得假戏真做”等条件。

葛 丽 一 开 始 有 些 不 太 愿
意，经宋科一番劝说后，她勉强
答应了。

父母发的红包
他索要无果求助律师

春节前两天，宋科带着葛丽
如期而归。宋科称，葛丽出生在广
西，身材高挑，谈吐也不错，这让
宋科的爸妈打心眼里高兴。

宋科介绍，因自己和葛丽是同
事兼朋友，加之在回来时曾给葛
丽讲了家里的情况，所以葛丽和
父母聊得很投机，并且一起出门
时，也非常礼貌乖巧，让宋科的父
母很开心。宋科说，“在亲戚面前，
父母的腰板都直了。”正月初五临
别前，宋科的父母专门将他们送到
了车站，虽有不舍却满脸喜悦，这
让宋科对葛丽充满了感激，他一度
想过，等回了厂里，要给葛丽买件
衣服作为追加的特别感谢。

但几天前，父母的一通电话，
让宋科改变了主意。电话中，宋科
的父母表示，他们对葛丽很满意，
并叮嘱儿子要和葛丽好好相处，
希望他们能尽快成婚。担心两个
年轻人在外的生活，宋家父母特
别提到，如果两人开支大就跟家
里说，随后，父母说到了临走前给
了葛丽6000元的红包一事。

就是这最后一句话，让宋科
大感意外。他告诉记者，6000元，
相当于父母两人近两个月的退休
工资。随后，宋科找到了葛丽准备
要回红包，几次索要无果。无奈之
下，宋科找到了律师，想知道自己
能不能通过起诉等法律手段要回
这6000元。

丽攀高速华坪段通车运营
25日0时开始收费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丽攀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获悉，国家高
速公路G4216——四川省攀枝花至丽
江高速公路攀枝花段庄上至云南华坪
段，已建成并通过验收批复，于24日13
时正式通车。

丽攀高速公路华坪至滇川界段25
日0时开始对过往车辆收取车辆通行
费，收费期限为30年，基本费率标准为
普通路段客车0.50元/车·公里、货车
0.09元/吨·公里，500米及以上桥梁隧
道客车1.40元/车·公里、货车0.23元/
吨·公里。

记者了解到，此次收费的路段为
华坪段，全长13公里左右。而此前通车
的四川境内攀枝花段继续免费通行。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成都家长收“班主任”短信：
手机上缴学费
市教育局提醒：此乃诈骗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冕）昨日开
学第一天，成都锦江区一位学生家长
收到了“班主任”的短信：“您好，我是
您孩子的班主任，请把这学期的学费
打到学校账号”，后面跟了账号。据记
者了解，还有短信称可以看孩子上一
个学期在校的评分、通过校讯通点链
接看分数等短信，对此现象，成都市教
育局提醒，此乃诈骗，家长千万不要上
当。为防止学校乱收费现象发生，从
2006年开始，成都市直属学校和六城
区公办学校的教育收费都已经采取了
银行代收方式。

记者了解到，2016年春季学期正
常缴费时间为1月30日至3月27日。工
行、建行、成都银行设在六城区范围内
的所有网点柜面在营业时间内均应办
理教育收费银行代收业务，自助终端
交费系统（ATM、BST等）和网上银行
的教育收费银行代收业务则无限时开
放。家长可自行选择具体交费方式。

要提醒家长的是，由于中小学教
育收费票据使用管理要求发生变化，
交费人完成交费后若需取得票据，可
向就读学校提出要求。在交费过程中
如遇到任何问题，可拨打以下电话联
系：省工商银行成都营业部95588；省
建行95533；成都银行96511；成都市财
政 局 61882548；成 都 市 教 育 局
61881688。

伤心！租个“女友”回家过年
更伤心！父母给她红包6000元
男子知道后想要回遭拒 律师：就算追讨，那也得是父母出面追讨

至于葛丽为何不退，宋科说，“她承认此事，但说这是我父母
自愿给她的过年红包，不能退。”宋科称这6000元该退给自己，因
为当初的“租约”内容没说到这些。但葛丽坚持不退，并告诉他，
这是过年红包，退了的话会影响自己一年的运气。而且，葛丽提
到，宋科当初找到自己帮忙时，并没有说收到红包要退还。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到了葛丽，表明来意后，葛丽
承认是“帮过这个忙”，也承认宋家父母春节给自己发了红包。但
她没透露金额，表示“这是私事，不关你们的事。”之后便挂断了
电话。记者随后多次拨打，但对方没有再接听，短信也未回复。

承认“帮了忙”并收了红包

二老一年内
有权追回赠予

考虑到父母均已年近六旬，身体
不好，宋科没打算让父母知道真相。
但律师表示，如果想让葛丽退回钱，
宋科的父母就难免会知道真相，因为
在法律上，类似的情况不仅追讨时间
有规定，追讨权利也有限制。

四川洪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燕红表示，“租女友”的行为本身违
反了公序良俗，是不受我国法律保
护的。二老可以撤销该赠予，有权
要回这个钱。四川新念律师事务所
主任王新年律师表示，父母等长辈
送给这位“准儿媳”的礼金是一种赠
予行为，但如果不是“准儿媳”这一
特殊身份，长辈是不可能做出这个
赠予行为的。因此，该行为又涉及法
律中一个名为“重大误解”的概念。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在一年内由赠
予人通过法院来确认撤销赠予行
为。“宋科需将真相告诉其父母，由
他们通过法律手段来追回。”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陶伟
也认为，这个民事行为有效还是无
效，暂无定论，但父母发红包真实意
图是针对女方是男方真实的女朋
友，如果双方不是真正恋人关系的
话，这就不是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可
能是一种不当得利，一旦发生这样
的事情，男方父母可以要求女方退
还，但陶伟也明确表示，追讨者须是
发红包者，追讨时间也有规定。

成都商报记者将多位律师的意见转告宋科后，宋科一阵沉
默，随后问道：那该怎么办呢？

回想起这个春节，宋科算了算账：“春节期间来回的车票和
开销，加上给她的两千块，我都已经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宋
科甚至有点懊恼自己，“要是她不答应和我回家，我春节多半不
会回家，至少节约上万元。”

但到底该怎么办呢？这钱要还是不要，该怎么要，32岁的
小伙子完全无解，“我担心爸爸妈妈知道真相后会很伤心，但
也不想让爸爸妈妈的钱就这样白白地给了别人。”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钱还要不要 不愿父母知道真相

律师说法

市发改委明确清障拖车收费标准
拖车服务不得擅自改价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垚）昨日，记
者从成都市政府网站获悉，成都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对成都市道路交通事故
清障拖车服务收费标准进行了明确。

凡是在成都市道路发生交通事故
的清障拖车服务都应以此标准收费。
不过，不同车型实行不同价格。一类客
货车基价（即10公里以内基础价格）
250元，拖（载）重行驶每增加1公里（不
足1公里按1公里计收）加收10元。

二类客货车基价300元，拖（载）
重行驶每增加1公里加收15元；三类
客货车基价350元，拖（载）重行驶每
增加1公里加收20元；四类客货车基
价450元，拖（载）重行驶每增加1公里
加收25元；五类客货车基价550元，拖
（载）重行驶每增加1公里加收30元。

清障拖车服务不得擅自增加收费
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
此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违
章停放车辆，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乘坐出租车发生车祸
乘客状告公司获赔8万

女子乘坐的出租车与一自卸货车
相撞，致两车受损，女子受伤住院。经
交警大队认定，出租车司机应承担该
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该女子认为
出租车司机及其任职的公司均应承担
违约责任，遂将其告上法庭。近日，彭
州法院判决公司向柳女士支付赔偿金
8万余元。

出租车司机宁某为彭州一家服务
公司的员工。2014年8月，宁某驾驶该
公司所有的桑塔纳轿车搭乘柳女士
时，在天彭镇一路口与右侧同行的一
辆自卸货车相撞，两车均受损，柳女士
受伤住院接受治疗，出院后经鉴定为
十级伤残。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
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出租车司
机宁某应承担事故发生的全部责任。
去年3月14日，柳女士起诉至彭州法
院，请求判令出租车司机宁某和所属
公司共同赔偿残疾补助金、精神抚慰
金等共计10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运输中，旅客
登上出租车时运输合同成立并生效，
出租车一方负有保证载承工具安全、
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等义务。该起交
通事故发生在运输合同履行期间，肇事
出租车属于该公司所有，司机宁某为其
雇佣驾驶出租车的员工，故出租车运输
合同的当事人双方为乘客柳女士和公
司，在履行运输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交
通事故，导致柳女士受损，应由公司承
担违约责任。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向存
在过错的司机宁某进行追偿。

彭法 梁茜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引一渠清水，养几尾小鱼，是成
都街头随处可见的景致。无论是单
位大院、小区楼盘还是公园校园，都
离不开景观湖的装饰，面积不大，鱼
却不少。但时间一长，问题也来了：
大量被喂得膘肥体壮的鱼怎么处
理？留下来，湖小难盛鱼，还导致水
质变差；捞起来，上百斤鱼没处放。
怎样处理它们？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走访
了青石桥精品宠物花鸟市场的6家
宠物店，发现面对繁殖力旺盛的景
观鱼，他们几乎束手无策，多选择了
放归。

在新开街街道两旁的商铺中，锦
鲤水族馆相对较大，主要以锦鲤为
主。该店负责人刘先生对记者称，湖
中锦鲤太多太大会影响到其生长，甚
至会出现死鱼现象，“很多单位和个
人在我这里买景观鱼，据我所知，养
不下去的基本是放归了，大多投放到
锦江。当然，也有一些人放进了公园
或寺庙的人工湖内。”在随后的采访
中，5位水族店的负责人也持同样想
法。“没得其他办法。不建议食用，肉
质不好，而且在相对密闭的环境里生
长，难免会有有毒物质摄入。”

专业人士的放归则有更多的考
虑。作为观赏鱼经营者，金牛区亮圣观
赏鱼经营部负责人对记者称，自己也
会遭遇鱼大而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放

归，但不会随意处理。一般要选择稍
微封闭、流动性不强的水塘或者人工
湖，否则金鱼会因为低温而死亡。”

而在部分公园的人工湖内，如
果观赏鱼太多，则成为二次售卖的
营利方式，“因为公园内人工湖中的
观赏鱼多由个人承包，如果湖内鱼
过剩，承包者会适量打捞观赏鱼再
次售卖。”该负责人透露。

对于一些市民把鱼投放到寺庙
湖中的现象，文殊院寺管处的工作
人员也很无奈。他表示，寺院的“放
生湖”中现在有鱼、龟、鸭难以计数，
草丛里跑着鸡、兔子等各种家禽，都
是市民放归的。尤其是鱼，由于湖水
浅，鱼类在此根本存活不了，他们经
常在打捞湖面落叶时，发现漂浮着
的死鱼。所以，寺院不得不隔段时间
打捞鱼类，运到河边放归。

放归虽然是最普遍的处理方
式，却被专家认为具有威胁性。四川
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副教授杜
宗君主攻水产养殖研究，在他看来，
锦鲤是杂交产物，生存能力较强，如
果放归可能造成基因污染，破坏本
土鱼类的自然状态，“一般要求不能
放归。”那不能放，又能不能吃呢？杜
宗君表示，虽然很少有人尝试，其实
锦鲤也是可以食用的，但必须事先
对水质和土壤进行检测。成都商报
实习记者 钟茜妮 记者 王春

景观鱼养大了怎么办？
看啥子看，吃了噻！

“后边有条大的，在泥巴里打
滚！”在围观群众的指示下，范师傅
循着声音向池塘深处走去，身子一
侧，竹竿一插，渔网里便多了条活
蹦乱跳的鲢鱼，岸边响起阵阵欢呼
声。过磅后，刚上岸的这条长近1米
的白鲢，重达30斤。

这一打鱼的场景不是发生在大
江大河边，而是天府新区某单位的
景观湖旁。湖内的鱼为该单位后勤
警卫中心养殖的景观鱼，仅5年的时
间，鱼满为患，经过商议和检测，他
们的处理方式是——吃。

告示引争议：景观鱼能不能吃？

近日，某单位大楼电梯口前贴
出一张告示，引起员工热议纷纷。
告示写道：由于景观湖内的鱼过大
过多，后勤警卫中心将集中打捞，
由食堂加工成“太安鱼”供员工免
费品尝。能免费吃鱼当然是好事，
但让员工担心的是，景观鱼究竟能
不能吃？毕竟长期养殖在相对封闭
的景观湖中，喂养的食物也比较杂
乱，安全似乎难以保障。

据了解，2011年景观湖投入使用
之初，后勤保卫中心在湖中投放的鱼
苗不过几十尾，除了锦鲤等观赏鱼类
用于增添亮色，还有草鱼等食用鱼类
用于净化水质。没想到，5年过去，湖
里的鱼数量急升、体量猛增，小小景
观湖几乎要容不下了。几经讨论，终
于有人提议：“不如吃了。”

捞鱼500斤 给员工加餐

毕竟是下肚的食物，在端上餐
桌之前，景观湖内的鱼还经历了一
道检疫环节。黄称，1月11日，后勤
保卫中心的工作人员特抽样送到

成都市疾控中心检测，检测结果符
合国家《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
标准》。有了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
这才最终促成吃鱼的计划。

前天，后勤警卫中心组织了捕
捞队开始捞鱼。当日，共捞出鲤鱼、
鲢鱼、草鱼等食用鱼类500多斤，当
下运往食堂宰杀，而锦鲤、红鲫鱼
等观赏鱼类则捡回一命，它们将被

重新放归景观湖中。黄家万介绍，
此次打捞只针对大鱼，留下小于4
斤的鱼继续生长。

昨日中午，景观鱼如约出现在
了该单位食堂的菜单上，成为改善
员工生活的“特供菜”。有意思的
是，景观鱼尤为受欢迎，打消顾虑
后的员工们排着长队来品尝自己
养出来的景观鱼。

景观鱼太多 它们咋处理？
宠物店：放归锦江或者寺庙
文殊院：太多人来放归，死鱼多，也只能放归锦江
水产专家：锦鲤放归破坏生态

昨日15时30分左右，随着历经5小
时25分钟延时竞价、编号18的奥迪
A6L1.8T轿车以7.52万成交落定，四
川省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首批网
上公开竞拍结束，110辆公车全部成
交，无一流拍，最火的一辆车是起拍价
为0.13万元的上海别克车，以高出18
倍的成交价拍出，成交价2.51万元。

31.33万 奥迪成交价最高

记者从四川省省级机关公车改

革取消车辆网络拍卖（第一批）成交
仪式上获悉，此次拍卖起拍总价
264.21万元，总出价19500次，单车最
高出价410次，总参与人数1600人，
成交总价643.31万元，平均溢价率
143.48%，每辆车平均溢价3.45万。

此次拍卖中加价额最高的，是编
号97号的柯斯达SCT6700RZB54L，
这辆2006年1月登记的车起拍价为
4.50万，而最后的成交价为15.99万，
加价达11.49万。按照100元的加价

幅度计算，共加价1149次。
成交价最高的是106号奥迪

FV7201BACWG，经过30次延迟竞
价，106号奥迪在昨日13时20分，以
31.33万的价格成交，成为本次拍卖
成交价格最高的车辆。

首个车主办手续 给妻子“练手”

昨日14时30分左右，成都市民唐
先生就来到了四川省政务服务和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办理成交确认

手续，成为了此次公车拍卖第一个完
成价款结算的买家。唐先生告诉记者，
他买的是别克SGM7301GS，这辆车
起拍价为0.99万元，他最终以2.93万元
的价格拍得。

以这样的“白菜价”拍得的这辆
车，将怎么使用？“这辆车是我买来
给爱人练手的，她刚考取了驾照，所
以想给她买一个3万左右的车来练
一下技术和胆量。”唐先生说。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公车拍卖火爆收场 平均比底价高出3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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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出的景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