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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玩家为游戏角色砸千万元
不料被网友3888元“贱卖”

一场乌龙交易
法官远程调解

乌龙交易
投资近千万元的角色交给网友玩
不料被“神操作”低价卖出

今年9月，吕某将四川洪雅县人李
某生起诉至法院，第三人为杭州网易雷
火科技有限公司。由于吕某要求返还游
戏角色，于是该案承办法官将李某龙追
加为被告。11月15日下午，洪雅县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吕某的诉讼代理人
和被告李某生来到了庭审现场，而李某
龙和第三人杭州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
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则分别在江苏、
浙江通过网络，与庭审现场进行连线。

庭审开始后，几方当事人均表示愿
意调解，最终法官决定在网络调解室进
行远程调解。

据李某生称，自己和原告吕某是网
友，后来与吕某成为现实中的朋友。吕
某从另外的玩家手中购得了“逆水寒”
中的一个游戏角色，当初购买时绑定在
一个手机号上，之后吕某将手机号给了
李某生。吕某陆续在这个角色上花了
800万至1000万元，但很少玩，游戏角色
一直是李某生在玩。

后来，网易公司推出了藏宝阁，可
以通过该平台转移买卖账号角色，李
某生就想以38.8万元的价格把该角色
转移给吕某。但李某生说，自己游戏玩
久了，一时头昏点错，将金额设置成了
3888元。没想到，在网上刚一挂起出
售，就被李某龙快速抢到购买权，并且
交易成功。

双方争议
原告请求撤销交易
买方称自己是合法购买

吕某的诉讼代理人表示，李某生说
的情况基本属实，李某生想通过转让出
售的方式将游戏所有权过户给原告，结
果操作中不小心输错了金额，继而被李
某龙买走。吕某一方认为，其在游戏中
投入金额达1000万左右，但李某生在未
经许可的情况下，将角色以明显的低价

卖出，李某生、李某龙及网易公司涉嫌
侵犯了吕某的合法权益，应当撤销此次
交易行为。

视频中，远在江苏的李某龙表示，
自己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也不关自己
的事。根据网易藏宝阁服务条款的规
定，自己是按规定合法购买的，不存在
返还义务，如果需要退回，则必须向自
己赔偿损失。

杭州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司的诉
讼代理人则表示，游戏玩家交易的价格
是玩家自己确定的，公司不会对玩家确
定的交易价格和内容进行监控，因此交
易平台没有任何责任。

调解成功
游戏角色转回给原告
原告支付江苏买家9万损失

承办法官王雪梅在全面了解情况
后，在网络调解室组织了当事人进行远
程调解。经过引导和解释，约3个多小时
后，几方当事人在法官的组织下，达成
了调解协议：撤销此次交易，由吕某支
付李某龙9万元损失，角色转回给吕某，
并由网易公司协助撤销此次交易行为
并退还3888元的购买费用。

据了解，“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是最
高人民法院研发、并在全国法院推广的
网络调解平台，具有在线视频调解案
件、调解员管理、调解案件统计分析等
功能。此次洪雅县法院在线化解的这起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是该平台首次在四
川省使用。

通过该案，王雪梅法官也特别提醒
广大网络游戏玩家，当下为了追求新鲜
感和刺激感，玩网络游戏而一掷千金的
现象频频出现。网络虚拟财产和现实财
产一样，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在网上交
易过程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出现
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也会涉嫌触犯
法律，希望此案能引起玩家的重视，避
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和经济损失。

钟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瑜 法院供图

18日，寒潮席卷我国多地，多
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中央气象
台18日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预计强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东
部地区，东北地区南部、黄淮南
部、江淮、江南大部以及贵州中南
部、广西、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
区日平均气温或最低气温将下降
6～8℃。19日早晨最低气温0℃线
将南压到沿淮至秦岭一带。

就在前两天，四川省#峨眉山
金顶缆车被奇光笼罩#登上微博

热搜话题。11月18日，峨眉山景区
又给游客带来惊喜——迎来了
2019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银
装素裹，分外妖娆。

根据峨眉山景区工作人员曾
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峨眉山接引
殿、金顶等高山区房顶上、草丛中、
树枝间，到处都铺了薄薄的一层白
雪，高山上的寺庙也更添了一丝禅
意。面对突然而至的降雪，游客们惊
喜不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查

询发现，2018年10月2日深夜至10
月3日凌晨，峨眉山迎来了2018年
入秋的第一场雪，而今年秋冬以
来的首场雪比去年晚了1个半月。

11月18日上午，据峨眉山国家
基准气候站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
闻记者，前段时间峨眉山金顶即有
零星降雪，但是很小，这场雪是首场
积雪，从11月17日晚20时开始下，积
了10厘米左右厚，目前还在持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综合新华社 图据网友

不是头皮雪！
峨眉山迎2019入冬首场雪
积雪达10厘米厚

崇州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11月15日，该局接到了
患者以“医疗质量不佳”的投诉，
执法大队立即到医院进行现场
核实，向医院核实到，患者做了
结扎手术，男子手术失败妻子怀
孕，医患双方曾经就赔偿问题进
行沟通，但是赔偿金额未达成一
致。“我们从各方了解到，说捆绑
式结扎手术效果还是比较稳定
的，失败率为万分之一，可能他
就碰上了。”

“11月17日，我们再一次前往
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发现医院无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属于
违规操作，立即进行现场立案。”

这名负责人说，就此案的民事纠
纷问题，11月18日下午两点，该局
组织医患双方进行调解，医院赔
偿患者5万元，双方达成和解。

其次，就违法事实部分，待全
部调查完毕，涉事医院将面临“没
收违法所得以及处于所得收入三
倍至五倍罚款”的行政处罚。“处
罚决定书会在公众网进行信息公
开，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做不良行
为记录记分。”这名负责人说，该
局也将举一反三，针对民营医院
乱象问题展开自查，维护健康良
好的医疗秩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图据澎湃新闻

男子结扎手术三个多月后 妻子却怀孕了

卫生局：
涉事医院无相关许可证

河南玩家吕某为游戏“逆水寒”中的一个角色花费近
千万元，却被网友李某生以3888元误卖给了江苏的玩家李
某龙。为此，吕某将四川的李某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对方返
还游戏角色。

11月15日，四川省洪雅县法院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
台”成功化解了这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据了解，这是四川
省首例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调解的案件。

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9308期开奖结果：
67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

第2019132期开奖结果：基本
号码：05 22 24 26 30 08
11，特别号码：07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

排列3第19308期
开奖结果：675，直选：6261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3836
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18331293.07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9308期开奖结果：67567，一
等奖93注，每注奖金10万元。
（356226695.42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132期全

国销售302574925元。开奖号
码：03 05 06 13 18 10+12，
一等奖5注，单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
元。二等奖101注，单注奖金
519792元，追加39注，单注奖金
415833元。三等奖280注，单注
奖金1万元。203132236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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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

吕某从另外的玩家手中购得了“逆水寒”中的一个游
戏角色，当初购买时绑定在一个手机号上，之后吕某将手
机号给了李某生。吕某陆续在这个角色上花了800万至
1000万元，但很少玩，游戏角色一直是李某生在玩。

李某生想以38.8万元的价格把该角色转移给吕某。
但李某生说，自己游戏玩久了，一时头昏点错，将金额设置
成了3888元。没想到，在网上刚一挂起出售，就被李某龙
快速抢到购买权，并且交易成功。

远在江苏的李某龙表示，自己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也不关自己的事。根据网易藏宝阁服务条款的规定，自己
是按规定合法购买的，不存在返还义务，如果需要退回，则
必须向自己赔偿损失。

三个多月前，德阳什邡男子刘
某在崇州蜀都医院做了结扎手术，
10月26日妻子确诊怀孕。“第二次
复查结扎效果后，我们就觉得可能
结扎失败了，妻子每天心慌慌的，
没想到真的怀孕了。”刘某说，于是
他向省卫生热线12320投诉。

崇州市卫生健康局介入调查
发现，崇州蜀都医院无母婴保健
技术服务许可证，做结扎手术属
于违规操作，在该局的调解下，医
院赔偿患者5万元，双方达成和
解，涉事医院还将面临相应的行
政处罚。

手术失败：
男子做了结扎手术 妻子却怀孕了

刘某和妻子蒋某结婚两三
年，蒋某身体不佳，两人一直不想
生孩子，领养了一个孩子。“不生
孩子就想找个正规的医院做手
术，找遍了德阳和崇州，发现大部
分医院这个小手术都取消了，听
说蜀都医院要做，就专门跑过去
了。”刘某说，在医院就诊时，选择
何种手术方式，他和妻子有争议，
他想做捆绑式结扎，而妻子认为
应该做剪断式结扎。

“后来医生说，有一个数值不
太好，做剪断式后期可能造成淤
积症，建议做捆绑式。”刘某说，手
术方式确定后，他花了7000多元
做了手术，术后，医生跟他说做得
很好。

“医生说，精子的存活率是2
到3个月，3个月就没有精子流出
了。”刘某说，在此后的两个月，他
严格按照术后流程操作，严格避
孕。两个月后，也就是9月5日，他
前往什邡第二人民医院复查，检
查结果为“精子偶见”，拿到检查

报告后，正逢医院下班，他并没有
找医生解读报告。“当时我以为手
术成功了。”

国庆期间，他觉得结扎成功，
没有再做避孕。10月19日，他前往
温江区人民医院做第二次复查，
检验报告提示，精子活动度为2
度，精子记数为23×10^9/L（50～
100×10^9/L为正常），医生解读，
结扎手术失败。

“从那天开始，妻子就觉得自
己可能怀孕了，每天买试纸来测
试。”刘某说，10月26日，妻子被诊
断为怀孕，怀孕后妻子出现严重
的妊娠反应，11月5日，妻子做了
人流手术，目前在家休息。

事后刘某去找过主治医生，
医生表示，术前已经签订手术同
意书，说明有失败的可能性。

“说失败是因为个人体质，不
能保证100%的成功，说法跟术前
完全不同。”刘某说，以医疗质量
不佳为由，他向省12320卫生热线
投诉。

医院回应：
结扎手术是医生的个人行为 将对当事医生做出处理

11月18日，崇州市健康卫生
局组织医患双方进行调解，在调
解中，刘某了解到，医院并无做结
扎手术许可证，刘某索赔5万元，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崇州蜀都医院负责人苏（音）
院长表示，医院的确没有相关许
可证，也从未开展结扎手术的相
关业务，刘某是医生朋友的朋友。

“医生是外科医生，患者找到

他帮忙，他就私下自己做了，完全
是医生的个人行为。”苏院长说，
结扎手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医疗
器械，一般的外科医生即可完成，
医生按照外科手术的单子开的

“治疗费、西药费”，医院进行了收
费，但是医院完全不知道医生是
在做结扎手术。“我都是事后调查
才知道的，我们医院将会对该医
生做出处理。”

卫生局：
医院赔偿5万元 还将面临行政处罚

购买
角色

网友
手滑

买家
拒还

彩超单提示蒋某怀孕

这是四川首例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调解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