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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平党
申）6月2日，汝州市夏店镇开展慰问

辖区中小学教师活动。该镇党委副书

记、人大主席赵遂法一行代表镇党委、

镇政府，为辖区六年级、九年级班主

任、教师代表赠送了夏凉被等价值1

万余元的慰问品，感谢一线教师为夏

店镇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

夏店镇位于汝州市西北部山区，

下辖20个行政村3.5万人，有1所初

级中学、16所小学，在校学生3900余

人，在编教师285名。夏店镇历届党

委、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尤

其是2017年以来，夏店镇新一届领

导班子为了支持辖区教育事业发展，

成立了夏店镇教育基金会，先后动员

辖区爱心企业家和乡贤人士捐款60

多万元，用于奖励夏店镇教育教学成

绩突出的优秀师生和生活困难的教

师。该镇领导多次到辖区中小学现

场办公，解决困难和问题。2020年

年底，在汝州市21所中心校综合成

绩考核中，夏店镇中心校位居汝州市

同类乡镇前列，前移了5个名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实现今

年教育工作新的飞跃，夏店镇开展了

这次为辖区中小学教师夏日送清凉

活动，慰问和激励广大教师。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希望夏

店镇广大教师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

作中，继续发扬成绩，爱岗敬业，履职

尽责，争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夏

店镇教育事业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赵遂法在慰问时说。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景林分析说，小孩打游戏充值，双方

建立买卖或服务合同关系。对此合同

关系是否有效，要区别对待，具体有如

下情形：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18周岁

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成年人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

8岁至18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

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

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与其年龄、智

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

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8周岁以下的小孩，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其游戏充值的行为，不

管金额多大，一般直接认定无效，可以

主张返还。

这其中，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难点

问题。

1.如何证明系小孩充值呢？根据

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10月25日发

布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

戏的通知》要求，所有网络游戏用户均

须实名认证。不得为未满8周岁的用

户提供游戏付费服务。同一网络游戏

企业所提供的游戏付费服务，8周岁以

上未满16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

不得超过5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

累计不得超过200元人民币；16周岁

以上未满18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

额不得超过10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

额累计不得超过400元人民币。

正常情况下，如果系未成年人信

息注册的用户，不可能出现大额充值

的现象。也就是说，小孩一般使用大

人注册的或盗用大人信息注册的游

戏账号，然后再用大人的账户进行充

值。这样的话，虽然确实是小孩使用

的，但要让你来证明，不是容易的事。

家长可能说有证人，但因为这证人与

小孩有亲戚或其他关系，其证明力就

会大打折扣。对方完全可以说是你大

人在用，否则，小孩怎么可能知道支付

密码呢？小孩可能是偷记下支付密码

的，还有就是大人告诉他的。既然大

人都告诉小孩支付密码了，是不是可

以认为大人支持，至少不反对小孩游

戏充值呢？还有，会不会是小孩每次

充值时，都是经过大人同意，由大人输

入支付密码的。很显然，家长想要证

明系小孩充值，且自己并不知情，并不

容易。

2.相互返还怎么返？根据法律规

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网络游戏币或装备等

属于虚拟财产，充值后，一般会被很快

用掉。游戏经营方可以返还金钱，但

如果购买的虚拟财产已被消费，家长

又怎么向游戏经营方返还呢？如果不

能返还，就会造成游戏经营方有损失，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

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

承担相应的责任。

鉴于上述提到的举证困难，王景

林律师建议通过协商处理较好。家长

可以与游戏经营方联系，向他们说明

情况，主张退款。他们一般会要求提

供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材料，然后与

后台的一些数据进行辨认和比对，并

且会和家长、小孩作必要的沟通，了解

一些细节情况，通过这种多维度的评

估，判断未成年人消费的可信度比较

高的话，一般会出于关怀进行退款。

像一些大的游戏经营方，有专门处理

这类纠纷的部门。但其他一些小的游

戏经营方，退款比较难，追不回来的可

能性较大。

王景林建议：尽量不要让小孩知

道自己的支付密码，可以考虑适时更

换密码。对自己绑定的银行卡或零

钱，不留大额金钱，并随时注意金额变

动情况。最好是在家长的监管下，让

小孩有节制地接触游戏。再就是，与

小孩多做沟通交流，引导小孩不要沉

迷于游戏。家长还可以通过腾讯“成

长守护平台”对孩子的游戏时间和游

戏消费进行主动管理，除了可以设置

单笔、累计消费金额之外，还可以通过

“一键禁充”禁止所有游戏内消费。

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的一千零一夜——第 夜

为“土猪”鼓与呼
八 十 四

□徐云峰

近日，衡水中学17岁少年张锡峰的

“土猪”梦想，感染了无数从“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冲杀过来的“苦寒过来人”。短

短10分钟多一点的视频演讲，朋友圈刷

屏、泪点不断，无不让人心有戚戚焉，总

感觉他的身上仍然有太多我们很多人过

去的影子，尽管已经过去了几代人的时

间。

6月7日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

我深信无数的“土猪”们，这一刻正在做

最后的“磨刀”功夫，渴望着明天、后天用

手中的笔改变自己昨天的命运。

他们没有错，即便是“努力去拱城市

里的白菜”又如何？谁没有一个“拱白

菜”的梦想？更何况，他们靠的是自己的

拼搏与汗水，更重要的是自我实力。

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是不可忽视

的现实。6亿农村社区与8亿城镇社区

是有着天然区隔的，社会环境、经济条

件、人文观念等，短期内是难以弥合的。

农村的孩子在教育资源、家庭背景等方

面，与城市孩子的差别，从东部到西部、

从一线城市到偏远山村，往往千差万

别。如今早已不再是“纨绔子弟少伟男”

的年代，而是拼资源、拼实力的时代，农

村孩子的先天不足显而易见。

对于农村里的孩子而言，哪怕是“弱鸟

先飞”，能够“早入林”也是最起码的梦想，最

起码能够有机会一起在树林里飞翔。

相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我觉得张

锡峰是幸运的，他能够有机会在“衡中”

成为优秀的“土猪”，并有可能在未来的

两天里“鹤冲九天”，那是一个竞争更激

烈的场景，评判的标准唯有分数与高考

结果，但却很公平，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定能证明自己的优秀和不甘人后。

但我深信，我们身边仍有成千上万

的普通农村孩子，或者身居穷乡僻壤、教

育落后、学业堪忧，或者因为家境中途辍

学，或者过早承担家庭重担，也许大概率

会高考失利，但他们一样怀揣梦想，或者

至少内心希望未曾泯灭过。

我所驻的村，是个原生态偏远山村，

高考恢复20年后的1997年，才走出去

第一个大学生，村里的孩子非常多，但大

学生不多，多数孩子上个初中就不错

了。近日我翻看25份年轻人递交的入

党申请书和个人阶段性思想总结汇报材

料，这些“70后”“80后”们，竟然没有一

个高中生！

但我从他们身上，仍然发现很多不

屈的奋斗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情怀。春节

前的土特产大礼包分拣、称重、组装、搬

运，一丝不苟，不求回报，从早到晚，前前

后后干了10多天；村里太阳能路灯捐

助，他们争先恐后；近阶段的山坡养殖项

目，无论是现场会议还是在线视频会，他

们都积极参与，并认真了解每一个项目

规划细节，签合同、缴纳项目资金，总是

走在前列，那是迫切改变贫困现状的最

好解答！他们很多人都是二三个孩子的

父亲、母亲，但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有一颗

不安分的心，他们要努力改变现状，不为

自己，也要为孩子，这些孩子，也许就是

下一个或者许许多多的“土猪”张锡峰！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再一次感受

到肩上的责任重千斤，村里的废弃小学，

虽然恢复并扩建为幼儿园，但任重道远，

努力让村里的孩子不再输在教育上，最

起码让孩子在家门口受教育、努力享受

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我想让他们更多地

走出山村，让这些孩子们去实现父辈们

没能实现的愿望，哪怕是去“拱一下城市

里的白菜”，也是一个进步吧。

用一位网友的评论结尾吧：“我也曾

是一位乡下进城的‘土猪’，但我理解并

尊敬所有贫困家庭有志气的孩子！”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平
党申）“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知

心话……”75岁高龄的河南省著名

戏曲表演艺术家汤玉英一登台，一段

豫剧现代戏《朝阳沟》甜美清唱，便引

爆了全场。

6月5日晚，汝州市夏店镇荆源

驿道商贸城舞台前。中国戏剧梅花

奖河南“第一朵梅”获得者、国家一级

演员汤玉英等领衔的“豫戏同行百场

公益行”第39场演出在此间隆重举

行。

“豫戏同行百场公益行”巡演由

河南豫戏同行文化传媒公司、聚英华

工作室共同策划发起，4月11日在河

南省老年公寓大剧院举行首场演

出。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活跃山乡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夏店镇特邀该团

队，组织了这次演出活动。

在接下来的演出中，豫剧、曲剧

等名家名角的弟子先后登台，表演了

戏曲清唱、小品、快板等14个文艺节

目，歌颂党，赞美祖国，精彩不断。尤

其是唐派弟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优秀

擂主张树臣表演的豫剧《人生在世孝

当先》，汤玉英亲传弟子许宝霞表演

的豫剧《朝阳沟》选段，汤玉英的孙

子、8岁的姚石雨来表演的快板《夸河

南》及汤玉英、张荣彬、贾子祥联袂表

演的小品《照相》，一次次把演出推向

高潮，让观众在欣赏戏曲艺术美的同

时，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下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加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当日下午，汤玉英一行到达夏店

镇后就去镇敬老院进行专场慰问演

出，之后，又到汝州市优秀志愿活动

先进村毛寨村慰问演出。

夏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磊

说，戏曲悠扬颂党恩。感谢艺术家们

在夏店镇的精彩演出，戏曲下乡是夏

店镇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的

一部分，夏店镇将以此次戏曲公益行

为契机，组织安排更多的群众喜闻乐

见的红色曲目演出，让群众在享受文

艺盛宴的同时，坚定信心跟党走，掀

起党史学习教育新热潮，以优异成绩

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一个月在九游游戏网站
充值6000多元

10岁留守儿童的钱的钱
能要回来吗？

□本报记者张鸿飞

小小范今年10岁，是汝州市杨楼镇

一个村庄的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在

浙江省苍南县务工，小小范和11岁的哥

哥跟随爷爷奶奶在村里生活。2020年7

月4日，小小范用手机号码在九游网注

册，成为休闲游戏玩家。

今年4月初的一天，小小范的妈妈李霞（化名）去银行取钱，发现卡上少了1万多元，经

查询和追问孩子，才知道是小小范偷着在九游网充值玩游戏了。

手机充值流水显示，仅今年3月，小小范就支出了6416元。李霞说，孩子在九游游戏

网站，一共充值了8000多元。

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但李霞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在网上搜索时，找

到了记者的电话号码，遂拨通手机互

加了微信。

李霞和丈夫这几年一直在浙江省

苍南县务工，小小范和哥哥跟着年过

花甲、不识字的爷爷奶奶生活。

李霞说，去年，她家门口有个小孩

花了500元在九游网上玩游戏，人家奶

奶发现得早，及时制止了，“俺孩子就是

受了那个小孩的影响，开始在九游网

注册玩游戏的。”

九游网用户资料显示，小小范的

注册时间是2020-07-04 09：47：30，

昵 称 是 落 羽 风 行 星 77，J 游 号

1840044665。

李霞说：“去年，孩子用的是他奶

奶的手机话费充值的，大家都没发现，

今年3月太疯狂了。”也正是因为小小

范的疯狂，李霞才发现了小儿子疯狂

充值玩游戏的真相。

李霞说，今年春节刚过完，小小范

从短视频里学会了用支付宝付钱玩游

戏，就偷偷用他爸爸的身份证和银行

卡号注册了支付宝账号，然后把钱充

到用奶奶手机注册开通的、他自己使

用的支付宝账号里。

小小范父亲的银行卡没有开通短

信提醒业务，平常也不用支付宝，被儿

子钻了空子。从今年3月开始，小小范

一个月花掉了1.1万元，其中有8000

多元是玩游戏的花费，其余的买了玩

具和零食。

弄清楚小小范在九游网注册玩游

戏花了8000多元真相后，李霞赶回了

汝州，“目前，儿子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向我写下保证，保证会改正错误。”

记者从李霞发来的截图上发现，

2021年3月，小小范在九游网游戏充

值额为6416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是3

月4日18时57分充值的1000元。3

月4日18时45分至19时51分这个时

段，小小范在九游网共充值11笔，金额

为2134元。

李霞说，她儿子还在7723游戏盒

里下载了奥特曼英雄归来，游戏ID是

15757，游戏名字是泰梦。

返回汝州见到孩子和公婆后，李

霞说：“气得我夜夜不能安睡。汝州人

多地少，家里种的一亩三分地的收成

根本不够一家6口的开支，我们只能外

出打工了。这也让留守在家的孩子有

了可乘之机，把我们准备建新房的钱

用来打游戏了。”

采访中，记者获知，小小范在九游

网注册玩游戏，用的是其65岁的奶奶

安民（化名）的手机号码。也就是说，小

小范在九游网注册玩游戏，用的是奶

奶的身份信息，不是其10岁未成年人

身份的真实信息。

2019年10月25日，国家新闻出

版署印发《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游戏的通知》。通知第三条明确要

求，规范向未成年人提供付费服务。

网络游戏企业须采取有效措施，限制

未成年人使用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

的付费服务。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为未

满8周岁的用户提供游戏付费服务。

同一网络游戏企业所提供的游戏付费

服务，8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的用户，

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50元人民币，

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200元人

民币；16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的用

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100元人民

币，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400元

人民币。

由此看来，小小范用奶奶的身份

信息在九游网注册充值玩游戏，其充

值金额并不违反上述规定。那么，小

小范隐瞒10岁未成年人真实身份信

息，瞒天过海使用奶奶的身份信息在

九游网注册玩游戏大额充值的钱，九

游网能否退款，退多少？

6月6日，记者与九游网取得了联

系，74759号客服回复称，请孩子的监

护人与他们联系。记者遂将此消息转

告了李霞。

建新房的钱被孩子用来玩游戏 最大一笔充值1000元

偷着用奶奶的手机号码注册 九游网能否退钱？

律师说法：鉴于举证困难 建议家长与游戏经营方协商解决

请来戏曲名家为群众唱戏

慰问教师赠送夏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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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夏店镇初级中学教师 平党申摄

在夏店镇敬老院演出 平党申摄
▲

公
益
演
出
现
场

平
党
申
摄

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