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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一个多月前，狂奔百
米、连超四人拿下手机盗贼的武
警哥哥吗？10月28日，四川三台
县53岁的男子蒋某在北川县步
行街盗窃一名游客手机，被发现
后迅速逃离。正在游玩的一名刚
退伍的武警哥哥杨恒发现情况，
追出几百米远后，一招将蒋某擒
获。目前，蒋某已被刑拘。

11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报道发出后，杨恒飞一般的
擒贼速度和矫健利落的身手刷
屏网络。一直致力于挖掘、传播
社会正能量的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公益平台也联系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授予杨恒“天天
正能量特别奖”，并联合本报奖
励他5000元正能量奖金。

围观者纷纷点赞
好酷的武警哥哥

10月28日，四川三台县53岁
的男子蒋某在北川县步行街盗
窃一名游客手机，被发现后迅速
逃离。正在游玩的一名刚退伍的
武警哥哥发现情况，追出几百米
远后，一招将蒋某擒获。目前，蒋
某已被刑拘。

事发当天，蒋某在北川巴拿
恰步行街内，趁游客李某不注
意，从他上衣包里偷了一部华为
手机。刚拿到手上，李某就察觉
了，一声怒喝，从他手上抢回了
手机。眼见事情败露，蒋某拔腿
就跑，李某和朋友一路紧追。正
在巴拿恰游玩的北川青年杨恒
和另外一名青年，迅速追赶上
去。追赶几百米后，杨恒一招将
蒋某擒获，压在身下，随后扭送
去了永昌派出所。

红星新闻也发出了此次杨
恒的追贼视频，视频中盗贼跑在
前，后面陆续追了四五个人，杨
恒依靠过硬的身体素质迅速超
越其他追跑的路人，最终追上盗

贼。杨恒控制住盗贼后，一旁的
围观者忍不住点赞：“好酷的武
警哥哥啊！”视频发出后，迅速突
破3万播放量。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微博发出后，@文明成都、
@邯郸新闻网、@青白江综合执
法等纷纷转发。

10月31日，北川警方介绍，
杨恒之前在北川当过辅警，后到
武警部队服役，刚刚退伍回家。
目前，蒋某已被刑事拘留。

这是一个军人的魂，
也是一个好男儿的担当

红星新闻的视频发出后，杨
恒飞一般的擒贼速度和矫健利
落的身手刷屏网络，他的义举也
获得了不少称赞，一直致力于挖
掘、传播社会正能量的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也联系
本报，希望授予杨恒“天天正能
量特别奖”，并联合本报奖励他
5000元正能量奖金。

在给杨恒的颁奖词中，阿里
天天正能量这样写道：穿上军装，
他在异乡保家卫国，脱下军装，他
随时准备为社会正气挺身而出。
健步如飞，飞身扑倒，在那个狂奔
擒贼的背影里，我们看见了一个
军人的魂，也看见了一个好男儿
的热血担当。硝烟虽已远，精神永
不倒，向在不同的“战场”奉献着
自己的光和热的老兵致敬！

据了解，“天天正能量”是阿
里巴巴集团联合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在内的全国100多家主流
媒体共同发起的大型网络公益
项目，以“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
美”为宗旨，致力于打造社会正
能量传播的公益开放平台。截至
目前，“天天正能量”已累计投入
5400多万元，奖励6500余人，获
得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颜雪

11月11日，四川德阳爱鸟
市民安先生正在岷江桥头观
鸟，突然看到一只鸟儿飞舞着
优雅的身姿从天而降。“嘿，青
头潜鸭今年又来旌湖了！”他按
下快门，抓拍下精彩瞬间。来自
德阳观鸟爱鸟志愿者协会消
息，这只青头潜鸭已经是德阳
爱鸟人士的“老朋友”了，它连
续四年来旌湖越冬。

2016年，德阳爱鸟志愿者在
旌湖首次发现一只青头潜鸭，引
起轰动，全国各地“鸟友”慕名前

来观鸟。此后几年，每年冬天，都
有一只青头潜鸭来旌湖。

极危珍稀水鸟青头潜鸭的到
来，最高兴的还是观鸟爱鸟志愿
者。爱鸟人士罗义华每年都会守
在旌湖边等待它的到来。罗义华
介绍，每一年，都有一只青头潜鸭
和白眼潜鸭混群迁徙到旌湖越
冬。“根据这些迹象，可以初步判
断，这只青头潜鸭就是去年那只。”

“如果外部条件不变，如旌
湖水生态不变、无人为干扰因
素，这只青头潜鸭很可能每年都
会来旌湖越冬。”德阳观鸟爱鸟
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李涛说。

“有四种潜鸭抵达德阳旌湖
越冬。分别是红头潜鸭、白眼潜
鸭、凤头潜鸭和青头潜鸭。”李涛
介绍。根据德阳观鸟爱鸟志愿者
协会目前统计，已有白骨顶鸡，
绿头鸭等20多种冬候鸟先后抵
达，在旌湖水域数量超过1000
只，随着气温下降，来德阳越冬
的鸟儿也将陆续增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图片由罗义华提供

极危珍稀水鸟青头潜鸭
连续四年爱上在旌湖越冬

青头潜鸭亮相德阳旌湖

11月12日，“双十一”刚过，
四川绵阳市安州区发生一起源
于取快递的纠纷。快递点老板
刘某某和收件人崔某某打在了
一起，感觉吃亏的崔某某随即
驾驶自己的汽车，冲上路沿，撞
倒刘某某。

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安州公安分局迎新乡派

出所获悉，经过调查，初步判定
两人均为轻微伤。警方已经分别
为两个案子立案，一个是刘某某
殴打他人，一个是崔某某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目前，警方正在对
殴打他人案进行调解，然后再处
理崔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303期开奖结果：669，
直选：412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4600注，每注
奖金346元。18206620.9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303期开奖结果：66916，一
等奖44注，每注奖金10万元。367411206.56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130期全国销售303550489元。开奖
号码：01 13 20 21 26 04+10，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83注，单注奖金556878元，追加
50注，单注奖金445502元。三等奖182注，单注奖金10000
元。2080589741.20元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
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13日)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130期全国开奖结果：
21 01 23 25 27 06 17，特别号码：1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303期开
奖结果：909。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退役武警哥哥
几百米狂奔一招擒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联合阿里天天正能量奖励他5000元

取快递起纠纷 斗殴双方都被立案

13岁女孩充值手游、打赏主播
43天里，偷偷花光家里7万多积蓄……

为了玩游戏升级以及打赏主播，四川自贡的13岁
女孩向某某在43天里先后向国内某短视频平台、“第五
人格”、“迷你世界”等多个游戏娱乐平台充值490余次，
直到几乎花光了母亲储蓄卡里的74000余元存款，才停
止她的“疯狂游戏”……

其母温清淑说，这7万多元存款是近两年家里攒
的唯一积蓄。发生这件事，她很自责，称平日没管教
好孩子。同时，她也希望平台能退款。

11月10日，温清淑到自贡富顺当地派出所报案
寻求帮助。日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也联系上
涉事短视频平台，对方回应如果未成年人打赏未经
监护人同意，一经核实，平台会全额退款。

余额不足余额不足
母亲银行取钱
7万余元积蓄“不翼而飞”

11月10日下午3时许，自贡市富
顺县，51岁的温清淑到银行取钱交房
租，柜台工作人员告知她“您的卡里
余额不足”，这让她大吃一惊：卡里明
明有7万多元，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通过进一步查询发现，储蓄卡
被 人 为 绑 定 了 支 付 宝 ，卡 里 的
74242.58元几乎全部通过支付宝支
出，只剩下0.46元。

温清淑与丈夫育有三个女儿，
大女儿已经工作，二女儿、三女儿还
在读小学。多年来，丈夫在外地打
工，温清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照
顾两个女儿的饮食起居。温清淑的
文化程度有限，接触新鲜事物也极
少，她从来没有使用过网银、支付
宝、微信等网络支付方式。出于节约
考虑，就连最简单的银行卡短信提
示功能也没有开通。

那么，究竟是谁动了家里的积
蓄存款？温清淑赶紧给大女儿打去
电话，让她回来一查究竟。

核对清单核对清单
490余条支出记录
最多一次1000元

得知母亲银行卡里的钱“不翼
而飞”的消息，大女儿向女士叫上
丈夫，急忙从自贡城区赶回富顺。
在女儿女婿的帮助下，温清淑在银
行打印了流水清单，然后带回家仔
细查阅。

经查阅，2019年9月14日起至
2019年10月26日的流水清单信息，
着实让人惊讶。

据清单记录显示，全年交易信息
约508条，其中2018年11月11日至
2019年9月7日的交易信息仅10余条，
而2019年9月14日至2019年10月26日
期间的信息竟然达到490余条，且均
为“支出”，“交易类型”一栏主要显示
为“快捷”和“消费”两种，金额最低1
元、最高1000元，以68元、108元、198
元、508元金额的支出居多。

在2019年10月26日当天有过交
易之后，温清淑的银行卡再无交易
记录，直到11月10日下午，她到银行
取钱，发现卡内余额仅为0.46元。

通过猜测和反复思考，家人们
把二女儿向某某纳入了怀疑对象。

家庭会议家庭会议
二女儿承认花了卡里的钱
用于游戏充值、打赏主播

女婿曾先生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11月10日下午6时许，
家里召开了家庭会议，二女儿承认：
是她动了妈妈的银行卡。

二女儿向某某向家人坦言，银
行卡里的钱是她用了的，但具体用
了多少并不清楚，只知道10月底最
后一次支付后，再也用不了了。这
490余次的支出共计74000余元，悉
数被用于游戏充值、还有打赏主播。

在家人追问下，二女儿还坦言，
这些钱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游
戏中购买“皮肤”，二是用于在观看短
视频软件里的游戏直播时“打赏”主
播。曾先生说，虽然二妹把短视频软
件和游戏里的所有交易记录都删除
了，但是通过查询支付宝支付记录，
其中大约5万元用于“打赏”，大约2万
元用于购买游戏里的装备。

记者查看了向某某玩的游戏内
容，主要为角色扮演类游戏。在其中
一款名为“第五人格”的游戏界面里，
向某某所扮演的角色信息里显示，充
值数据为156490，按照游戏里设定的
1元钱兑换10分的规则计算，充值金
额为15649元（未减去赠送分数）。

据曾先生介绍，银行卡里的大部
分存款被用于“打赏”短视频软件里
的多名直播主播，且几乎都是直播玩
角色扮演类游戏。据他不完全统计，
向某某用于打赏的金额大约5万元。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张柄尧律
师分析认为，《民法总则》规定八周
岁以上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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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
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
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张柄尧称，就该事件而言，13岁
女孩充值游戏并打赏7万余元，已不
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当的民事行
为，法定代理人没有追认，则该行为

无效，可以要求返还全部充值和打
赏。一方面，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
决，必要时可以寻求消协帮助；若协
商不成，则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四川省律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
员冯骏律师表示，13岁女孩属于未成
年人，在民法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其可以对与现行年龄相对应的
生活事宜做出判断。一般理解认为，
如果女孩用几百块钱购买游戏币，进
行诸如电玩城的游戏娱乐是可以的，
但陆续使用7万余元用于游戏充值，
其民事行为是无效的。正是基于此，
游戏运营商应当“因女孩大额充值行
为没有得到父母同意”向女孩的父母
返还已经充值款项。

冯骏表示，作为父母，应当固定
证据，以证明父母对该大额充值行为
不知情，再向游戏运营平台的客服电
话进行申报，如该平台拒不受理，则
可以父母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通
过司法程序追回款项。此外，冯骏也
表示，本事件中，女孩的父母作为监
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以及银行卡保
管责任，自身也有一定的过错。

狂
的
游
戏
为何余额不足？

经查，2019年9月
14日至2019年10月26
日期间的信息达490
余条，均为“支出”，“交
易类型”一栏主要显示
为“快捷”和“消费”两
种，金额最低1元、最高
1000元。

存款花去了哪？

曾先生说，虽然二
妹把短视频软件和游戏
里的所有交易记录都删
除了，但是通过查询支
付宝支付记录，其中大
约5万元用于“打赏”，
大约2万元用于购买游
戏里的装备。

为啥疯狂消费？

女孩向某某说，每
次充值都是自愿的、打
赏主播也是自愿的，之
所以频繁充值：一是因
为可以升级，在同样玩
这款游戏的同学面前有
自豪感；二是因为充值
购买“皮肤”，可以拥有
许许多多好看的衣服。

律师说法
13岁女孩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向运营平台申报退款
但监护人也有一定过错

女孩向某某告诉记者，她大概是
从去年年初开始接触角色扮演类游
戏的，主要以“第五人格”这款游戏为
主，每天放学回家便用手机玩耍，一
般情况下，每天两三个小时，周末时，
玩游戏的时间更多。

在游戏里，向某某可以通过“作
战”升级，同时可以通过充值现金购
买分数，实现快速升级并在商城里购
买不同类型的“皮肤”。从流水清单来
看，向某某第一次充值时间为2019年
9月14日，充值金额为1元钱，然后陆
续增加，直至扩大到观看直播视频、
打赏直播主播。

向某某称，她所用的手机号码是
母亲身份证注册的，然后悄悄地找到
了母亲的银行卡，并通过自学，注册
了支付宝，继而开始充值。

从1元到10元、到68元、再到198
元，最高时单次充值1000元……向某
某经过一次又一次尝试发现，每次充
值之后都不会被母亲发觉，因而充值
的金额越来越多。在她看来，卡里的
钱用不完。

向某某说，每次充值都是自愿
的、打赏主播也是自愿的，之所以频
繁充值：一是因为可以升级，在同样
玩这款游戏的同学面前有自豪感；二
是因为充值购买“皮肤”，可以拥有许
许多多好看的衣服。

对于记者问及“你知不知道，你
充值的这些钱在现实中可以购买多
少衣服”的问题，向某某表示“不知
道”；记者问及“你知道这些钱对于你
的母亲及家庭来说是怎样一个数字”
的问题，向某某同样表示“不知道”。

母亲温清淑很是自责，她坦言，
“这些高科技我不懂”，但二女儿玩游
戏花光家里积蓄的这件事，也怪她平
日里没有管教好女儿，应该承担一部
分责任。

温清淑称，这7万多元是近两年多
来，丈夫在外打工、自己省吃俭用积攒
起来的，家里也就这么多存款，还指望
着多存一些，供二女儿、三女儿读书用。
突然间，全部积蓄不翼而飞，心里很伤
心，不知怎么办，希望平台能退款。

11月10日晚上9时许，温清淑在
大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到当地派出所
报案。11月11日，女婿曾先生还带着
二妹到当地文化部门反映这一情况，
并致电相关游戏软件的注册地所在
文化部门讲述情况、备案。

曾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更多
的家长能引以为戒，正确引导和管理孩
子玩游戏，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同时
也想通过媒体寻求帮助，了解追回相关
损失的合法途径，希望能获得退款。

日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也联系上向某某所使用的短视频软
件平台。该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首
先，平台不赞成未成年人在观看直播
时充值打赏，如果未成年人打赏未经
监护人同意，一经核实，平台会全额
退款。此外，在未成年人使用软件平
台时，家长可以先在界面里开启青少
年模式，该模式开启后，会呈现适合

青少年观看的内容，且无法给直播充
值打赏。

此外，“第五人格”游戏的出品平
台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遇到类似情况，
建议家长可以通过平台的“关爱平台”
进行相应申诉。另外，平台方建议家长
能够多跟孩子进行沟通，教育未成年
人合理游戏。平台也会跟家长一起努
力，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

当事女孩
充值打赏均自愿

为了“自豪感”和“好看的衣服”

母亲自责
没管教好女儿也有责任

希望平台退款

如未成年人打赏未经监护人同意
一经核实全额退款

涉事平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袁伟 摄影报道

温清淑和二女儿向某某

疯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