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女”起诉要求解除收养关系

法院 单身汉的收养行为无效

未来 可要求支付被收养期间的抚养费

“养父”单身汉收养女婴养老

父女缘尽
1993 年，31 岁的单

身汉方崇财收养了刚刚
出生的女婴。

法院：无配偶
的男性收养女性
的，收养人与被收
养人的年龄应当
相差四十周岁以
上。

2016 年，女孩起诉
方崇财，请求判决收养
行为无效。

法院：方崇财
的收养行为不符
合《收养法》规定
的收养条件和其
他强制性规定，应
认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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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VR粉丝参与
近万动漫爱好者互动

动漫展并不新鲜，可是将VR与
动漫如此深度地结合，“2016 第二届
成都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暨第二届
成都动漫文化节”毫无疑问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在两天的活动中，无论是

VR 精英聚集的“成都 VR 产业发展
促进论坛”，还是专业的动漫社团，都
让大家感受到成都在 VR、动漫游戏
上的实力。据主办方统计，有 20 家
VR 企业参与“成都 VR 产业发展促
进论坛”，加盟“成都VR产业发展促
进联盟”的7大顶尖数字团队也在现
场摆展，近千人的VR粉丝参与活动。

与此同时，整个动漫文化节有超过30
个大型展位，近40个社会、学校动漫
社团参与其中，吸引了近万动漫爱好
者的热情参与。尤其是动漫节当晚的

“首届成都次元音乐会”，更是汇集了
来自全国的 20 多位当红 Coser，进行
精彩的音乐表演以及签售。

未来将继续探索
VR和动漫的结合

对于此次活动的圆满举行，主办
方也非常激动，坦言未来将继续探索
VR和动漫的结合，将这一动漫游戏嘉
年华做成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品牌活
动。“成都动漫游戏产业已经形成了以
优质IP内容为核心，以游戏、网络文
学、影视动漫、网络电影、网络剧、粉丝
经济等为载体的泛娱乐化的发展模
式。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在全球范围内
掀起一轮新的热潮，新技术引发的跨
界、跨平台融合，催生了更加庞大的消

费群体，拓展了发展空间。”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成都商报将利用
自身渠道和平台优势，连接本土软硬
件企业，发展基于沉浸式收看方式的
虚拟现实文化产品。力争通过VR联
盟的平台示范作用，促进各企业间的
相互学习交流，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推
动本土VR技术取得新的突破，推动
成都动漫游戏产业借力前沿技术实现
融合发展，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游戏之都”
是成都发展VR产业的优势

2016年，成都VR企业取得巨大
的成绩，不仅VR团队增长近3倍，总
体融资更是超 5000 万。而“成都 VR
产业发展促进联盟”的成立，不仅可
以整合包括成都、全国、乃至硅谷的
各方资源，甚至传统行业的资源，促
进成都VR行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
面，也可以让成都VR创业团队通过

“抱团取暖”，避免恶性竞争，同时发

展壮大。对此，联盟成员来自铅笔科
技的刘念邱非常赞同：“整体感觉非
常好，商报能让大家聚在一起，一方
面大家交流获得更多信息，另一方面
也便于大家一起把这个行业做得更
好。”刘念邱告诉记者，成都发展VR
产业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这里是游
戏之都。“游戏和动漫的发展情况在
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除此之外，成
都在美术、宣传、生活方面在全国也
很有特色，把这些运用到成都的VR
产业中，都是自身很大的优势。只是
消费者的接受程度，比起沿海城市可
能要差一些。”对于VR产业的前景，
刘念邱充满了期待。“VR产业前景整
体来说非常好，因为体验过VR游戏、
视频都会觉得传统的表现形式不如
VR有表现力，但还需要时间来进行
技术上的突破，一旦突破了，就能打
开很大的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
者 王效 实习生 梁慧琦

“2016第二届成都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暨第二届成都动漫文化节”昨日落幕，主办方——

继续探索VR和动漫的结合 推动本土VR技术突破
伴随着二次元偶像的卖力表

演以及动漫爱好者的尖叫声，
“2016第二届成都国际动漫游戏
嘉年华暨第二届成都动漫文化
节”昨晚在成都东郊记忆落下帷
幕。两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可是
在VR论坛和动漫展上，涌入了
大量的相关从业人员以及粉丝。
据主办方介绍，来自成都的7家
VR企业现场摆展，20家VR企
业参与VR论坛，参加人数近千
人。同时，参加动漫文化节的社团
超过30个，总共有近万漫友参
与，音乐表演和签售会精彩不断。
“这次动漫游戏嘉年华非常成功，
我们未来将继续探索VR和动漫
的结合，推动本土VR技术取得
新的突破，推动成都动漫游戏产
业借力前沿技术实现融合发展，
并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主办方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老头不见了！他脑袋有点糊
涂……”18日下午3点，火车北站公
交站台，苦苦寻找几十分钟无果后，
六神无主的张婆婆给成都商报打来
电话，希望得到帮助。然而，她不敢跟
走丢者张大爷的儿子说，“我们是重
组的，他儿子不乐意我们在一起。”

老伴不见了，婆婆很着急

张婆婆说的“老头”张大爷，今
年83岁，这几年一直受脑梗塞的困
扰，时而清醒时而糊涂。18日午后，
婆婆牵着张大爷来到火车北站立交
桥下的公交车站台，准备坐车到市
中心逛逛，“当时他是清醒的，公交
卡没钱了，我就让他在那等到，我在
一旁充钱，可充值完他就不见了！”

婆婆说，当天，张大爷找到她，
说闷得慌想进城逛逛，不料出门就
走丢了。

18日下午，偏僻的小道、拥挤的
人群，张婆婆独自一人将火车北站及
周边的几条道路找了几遍。下午3点
多，还是没有线索，她只好报警：“他
戴着黑帽子，上身黑外套，下身蓝裤
子，没有带手机……”杨柳派出所的
民警见到张婆婆时，她几欲昏厥。

坚持独自寻人：儿子们的反对

“您干嘛一个人找呢？联系子女
一起找吧。”面对成都商报记者的询
问，婆婆皱紧了眉头。

原来，两位老人是“老来重组”，
“我们的另一半都不在了，我们认识

后，觉得不错，之前一起生活了1年
左右，去年春节正式组合。”张婆婆
告诉记者，就在两人组合 1 个月左
右后，张大爷的脑梗塞犯病了，“我
算是尽心尽力，他犯病时我照顾得
很认真，但是他的儿子们说老人生
了病我就不想照顾了。”

婆婆说，去年她得了几场小病。
“冠心病、轻微脑梗塞等，虽然是些小
病，但我照顾他就有些吃力。”婆婆觉
得，可能是这点，引起了对方的误会。
去年春节后，张大爷就被儿子们送到
了火车北站附近的一家养老院，“周
一到周五，我就去养老院陪老头摆
摆。周六周日，他儿子就接他回家。
我现在一个人住，他儿子不乐意我
们见面，还跟养老院说不让我去看
老人。”

18 日下午 4 点多，张婆婆还在
杨柳派出所跟着民警调看站台附近
的监控记录，她神情恍惚，白发凌
乱，却依然坚持自己找人，始终不愿
联系张大爷的儿子。

儿子为何反对：家庭矛盾

经过几个小时的监控追踪，民
警初步找到了张大爷的去向。“从火
车北站公交站出来后，他往人民路
方向走去。下午4点的视频显示，他
离派出所很近。”张婆婆告诉记者。

这时，张大爷的大儿子张东（化
名）匆匆赶到杨柳派出所。在门口见
到张婆婆，他着急地问：“人去哪里
了？怎么回事？你们要去哪？你为什么
一直去打扰他？”面对连续质问，张婆

婆没有回答，继续去看视频。
张东告诉记者：“今天中午在家

吃完饭后，我父亲就说出去找她（张
婆婆）谈事情。下午快 5 点了，该接
老人回养老院，却找不到人，还是
从亲戚那里晓得父亲不见了。”谈到
反对两位老人交往的原因，张东解
释：“理由很难说清楚，主要是些家
庭内部的矛盾。比如说我父亲生病
后，她就不想照顾了，我把老人送到
养老院，她每次都来烦老人。还有家
里本来有套房子，要是我父亲哪天
不在了……”张东没有再多言语。

昨晚7点过，在焦虑的等待中，
家中传来消息，老人回来了。原来，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老人迷失后，
自己慢慢找到了回家的路。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戴佳佳

养女23年后起诉养父：
收养无效

拿到法院判决书的那
一刻，方崇财觉得，自己被
“抛弃”了。

这个54岁的单身汉，小
时患过脑膜炎留下后遗症，
无法像常人一样交流。23年
前，他将一名女婴抱回家，在
家人的帮助下将其抚养成
人。家人的想法很简单，女孩
将来能为方崇财养老。

让方家人没想到的是，
23年后，已出嫁的养女却
将养父告上法庭，要求认定
这段收养关系无效。成都商
报记者获悉，目前，广安市
前锋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
决，确认方崇财与女孩的收
养关系无效。不过，法院表
示，方家人有权要求女孩支
付10多年生活、教育等方
面的花销。

去年底，54岁的方崇财重新回到
村子，结束了与养女的婆家一起生活
的日子。

1993 年 4 月的一天，一名男子带
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婴来到前锋区的一
个村子，男子称家庭困难无力抚养，希
望有人能够收养。多位村民证实，男子
带着女婴在村里住了一宿，无人愿意
收养，“娃娃才出生没几天，体质单薄，
都担心养不活”。

第二天下午，31岁的单身汉方崇
财坚持将女婴抱回了家。一开始，家人
不同意接纳女婴，因为家庭经济情况
不好，方崇财自己也无力照顾她。最
后，村支书方崇军劝说方崇财的母亲，

“你们把娃娃抚养成人后，将来也可为
方崇财养老嘛”。

方家人最终接受了女婴，取名

小芳。方崇财很高兴，到街上去买回
奶瓶、葡萄糖。方崇财的大哥方崇前
说，一开始，小芳主要靠方家老母亲
照顾，母亲去世后，小芳跟随方崇前
一家人生活，方崇财靠务农和打小
工赚钱，负责小芳的生活、学习开
销。小芳称呼方崇财为爸爸，在户口
簿上，小芳与方崇财的关系一栏写
着：养女。

方崇前说，二弟对小芳很好，小芳
小时候上学，方崇财经常接送。小芳
10岁左右的那年夏天，到亲生父母家
玩耍，临近开学还未归，方崇财急了，
独自去接小芳还迷路了，几天后被救
助站送回。

村民们一度认为，养女小芳（化
名）会让因脑膜炎后遗症导致有些精
神智力障碍的方崇财老有所养。

几年前，小芳外出打工，并在
打工期间结识了现在的丈夫。

方崇前说，2010年前后，他们
与小芳的婆家人商定，小芳婚后，
方崇财仍由小芳负责赡养。

小芳婚后，方崇财随小芳婆家
人生活。方崇前说，弟弟在小芳婆
家生活的几年时间里，大多数时候
是在外面打零工，帮养牛场放牛
等，曾与小芳的婆家人发生过矛
盾。2015 年底，方崇财回到村里，
当时小芳婆家人曾表示，会每月送

生活物资过来。
方崇前说，今年春节前，外出打

工的小芳回到广安，却未回老家看
望养父，其婆家人也未按时送生活
物资，自己便在电话里与小芳的公
公辛发（化名）发生争吵。除夕早上，
辛发带着儿子和小芳一同来看望方
崇财。随后，小芳将养父接到婆家吃
团圆饭，当天下午又送回来。

今年4月，小芳将养父告上法
院，请求法院判决养父当年对自己
的收养行为无效，解除收养关系。

今年5月，小芳状告养父的案
子在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开
庭，法院查明，小芳出生后不久，
其父母因家庭困难无力抚养，经
人介绍送养给方崇财，方崇财以
养女关系到派出所为小芳进行了
户籍登记。

前锋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方
崇财收养小芳时，虽征得小芳亲生
父母的同意，但未与对方依照《收
养法》规定的收养、送养条件订立
书面协议，也未到民政部门办理收
养登记，小芳也不属于方崇财三代
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无身体
残疾，方崇财收养小芳时无配偶且
年龄 31 岁，其收养行为不符合收
养法规定，应认定无效。方家人随
后提起上诉，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后亦维持原判。
本案的主审法官程刚解释，

《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应同时具备
4 个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
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
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
满三十周岁。同时，无配偶的男性
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
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
若是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
的子女，可以不受“生父母有特殊
困难无力抚养子女”、“收养人与
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
岁以上”和“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
岁”的限制。本案中，方崇财的收
养行为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收
养条件和其他强制性规定，应认
定无效。

夕阳恋人走丢了，婆婆却不敢跟他儿子说

办了“卡卡车网”的电子洗车卡

顾客洗不了车
商家收不到钱

“200元钱洗18次，但用了三四次
就不能用了。”近几日，成都的张女士
与一家洗车店闹翻了，在这里办的“电
子洗车卡”用不起了，老板也不退钱。

而洗车店老板也很烦心，“顾客办
卡交的钱转手就给了卡卡车网，他们
根据洗车数量按月返钱给我们，但现
在洗了车却收不到钱。”

张女士的这张“电子洗车卡”是卡
卡车网推出的洗车业务会员卡。成都
商报记者了解到，卡卡车网由河北阜
京贸易有限公司开办，业务覆盖河北、
四川等地。目前，多地车主在网上曝
出，洗车卡无法使用。

办网络洗车卡 200元可洗18次

成都的张女士在三圣乡附近上
班，今年9月，和朋友一起洗车时，洗
车店挂出的一条优惠横幅引起了她的
关注。“200元购买一张会员卡就能够
洗 18 次车，算下来洗一次才 10 多元
钱，很划算。”张女士和朋友均在现场
进行了办理。

这种洗车卡是电子卡。洗车时需
要通过卡卡车网的微信公众号使用。
张女士介绍，打开页面选择洗车的选
项后，页面会罗列出附近的会员洗车
店，选择洗车店后，会收到验证码，将
验证码交给洗车店即可。每洗一次车，
会员卡中的次数就会相应的减少。

18日，成都商报记者根据张女士
的提示，在微信中搜索添加卡卡车网
的公众号。其账号主体为“河北阜京贸
易有限公司”，在点击进入其网站首页
后可以看到，其主要业务除了洗车外，
还包括检车、车险投保、道路救援、美
容改装、二手车等多项业务。

顾客洗不了车 商家收不到钱

“用起方便，价格划算，但用着用
着就出问题了。”张女士介绍，从9月
办卡后，到如今仅用了三四次，“后面
老板都说用不起，让老板把钱退给我，
老板又说退不了。”

按张女士的说法，200 元购卡钱
交给了洗车店老板，为什么不能退呢？
昨日下午，洗车店老板毛女士介绍，今
年6月，洗车店与卡卡车网达成合作，
为其出售洗车卡，“200元18次，车主
洗一次车卡卡车网补贴我们几元，卖
卡的钱立马就转给了他们。”

“我们也是受害者。”毛女士说，根
据洗车的数量，每月卡卡车网会通过
转账的方式结算洗车费，从11月初开
始就没有结算过，“我们洗了车却没有
收到钱，一共有1000多元。”

据“卡卡车网”官方微信的信息，
其业务涉及全国多个省市，河北和四
川两省涉及的城市最多。仅以毛女士
的洗车店为例，过去几个月通过“卡卡
车网”洗车的车主有392位。

公司电话无人接听 被疑跑路

记者以“卡卡车网”为关键词检索
发现，从11月开始，多地网友曝出，在
洗车卡中还有大量余额及次数的情况
下，洗车业务无法下单。18日，记者进
行操作，尝试数次也没成功。

记者走访了成都多家与卡卡车网
有合作的洗车店。洗车店一致回复，目
前已暂停“电子洗车卡”的使用。“一个
多月没收到洗车钱了。”驿都大道一家
洗车店老板说。

18日下午，记者通过其官方网站
上留下的客服电话以及多部公司座
机，试图与卡卡车网及河北阜京贸易
有限公司取得联系，拨打数次均未能
接通。同时，河北当地媒体发现，公司
已经人去楼空。对此，河北、四川等多
地车主指出，“卡卡车网”或已跑路。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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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成都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参观者正在体验VR技术

方崇财无法像常人一样表达，只是拿着
“养女”的照片，喃喃自语

除了起诉养父，还有一件事让
方家人心里不痛快。

方崇前说，2013年，他们与小
芳婆家商定，将方崇财的3万元养
老费存进银行，如果小芳抚养其养
父年满60周岁，3万元则由小芳所
得。该说法得到小芳公公辛发的证
实。双方还签订了协议，存单由方
家保管，密码由辛发保管。协议注
明，任何方不能提前取款。但今年
春节后，方家人到银行查询发现，3
万元已被人挂失取出。辛发向记者
表示，钱是方崇财在自己家里生活
期间，称没有钱，取走的。方家与辛
家就此事闹上法庭，但此事尚未处
理好，小芳就起诉了“养父”。

拿到判决书后，有村民替方崇
财不值：这么多年就白养了？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提
出，方家收养小芳10多年，期间所

支出的生活费、教育费等，方崇财
有向小芳主张的权利。对此，方崇
财的大哥方崇前表示，是否向小芳
追讨多年抚养开销，家里会经过集
体协商后，再做定夺。

12 月 16 日，方崇财坐在院落
里，看着小芳小时候的照片，嘴角
偶尔露出一丝微笑。不能像常人一
样表达的他，几乎不参与到记者与
方崇前的谈话里，只是偶尔含糊不
清地冒出一两句：“她不管我了，现
在不管我了。”记者根据小芳婆家
提供的电话号码试图与小芳联系，
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方崇前说，这件事情之后，小
芳便未与家里联系过了，家里也没
有小芳的联系方式。对于方家来
说，那个同一屋檐下生活了 10 多
年的亲人，一夜间，变成了彼此熟
悉的陌生人。

法院认为当年的收养行为不符合法律
规定，支持养女诉求；养父感觉“被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