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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儿童游戏款
不能只靠自觉
读者
来论

治理“儿童购买游戏装备乱象”不能指望商家自律，还应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同时，还需
关注的是“游戏装备”价格乱象问题，虚拟商品也是商品，其价格也应该纳入价格监管体系。

10天内，银行卡里 5万余元
不翼而飞，广州的高女士没想到
竟是自己的两个儿子所为：10岁
半的小杰(化名)和 9岁的小翔(化
名)寒假 10天内在腾讯、网易和
4399多款手机游戏中共计消费 5
万余元。这些消费，高女士全不
知情。她随后向腾讯、网易公司
投诉，要求全额返还游戏支出。3
月 6日，记者了解到腾讯已同意
部分退款，网易则承诺全额退
款。(3月 7日《南方都市报》)
由于家长的较真，腾讯和网
易公司做出让步，腾讯同意退还

部分游戏资金，网易同意全额退
款。并且两家公司都对孩子的游
戏账号进行了封停。“退还儿童游
戏款”是不小的进步，要是以往运
营商很可能不会让步。
看到这则新闻，很多网友都
赞扬运营商“还是有良心的”。但
是，终结“孩子购买游戏装备”无
序乱象，不能只靠商家有良心。不
是每家游戏运营商都有良心，也
不是所有“儿童玩家的父母”都能
通过简易程序，要回游戏消费。
按说，网络游戏是互联网公
司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消费者享

受了服务理应支付对价。但此事
件中，由于消费者是未成年人，不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们使
用的银行卡是父母的，而且是偷
偷使用的，这就意味着这笔消费
是无效的。
类似的“儿童偷用父母钱购
买装备”的情况十分普遍，有的孩
子偷偷玩游戏，几天时间就能花
掉 10多万父母血汗钱。在遇到这
种情况的时候，家长维权的能力
是有限的。一个方面是，游戏运营
商不好联系，即使联系到，人家也
置若罔闻。一个方面是，即使到法

长权益。
还需要关注的是“游戏装备”
价格乱象问题。“游戏装备”虽然
是虚拟商品，但是虚拟商品也是
商品，其价格也应该纳入价格监
管体系，不能让游戏运营商“想卖
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比如，眼下
的“游戏装备”动不动就是几百
元、几千元，这样的价格合理吗？
“运营商退还儿童游戏款”不
能只是个例，何不把“游戏准备”
纳入“价格监管”？这样才能彻底
杜绝“天价玩游戏”的现象。
郭元鹏

庭上打官司，也未必就能胜诉，家
长必须有证据证明“孩子使用银
行卡的时候父母不在身边”。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家长只
能哑巴吃黄连。即使有家长较真，
也会遭遇各种困难和阻碍，比徒
步翻山越岭还要艰难。这一次，腾
讯和网易公司的“退还儿童游戏
款”是进步，也是一种方向，应该
成为标杆。但是，治理“儿童购买
游戏装备乱象”不能指望商家自
律，还应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采取措
施，修改法律，从司法层面维护家

快评论

多棱镜

■

■

历史名人
开发不可过滥

遛狗绳长短 不是小事

近年来掀起的“阳明热”，让
“阳明”两个字成为了商标界的
“宠儿”。这几年，各地企业纷纷抢
注与“阳明”相关的商标，截至目
前申请数量已经超过 110多次，王
阳明成为近年来商标界“最忙”的
历史名人。(3月 7日《绍兴晚报》)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心学之
集大成者，随着阳明文化近年来
的备受尊崇，他更是被现在的许
多年轻人拜誉为“明朝一哥”。
如果受到尊崇的仅仅是王阳
明在哲学、政治、思想、军事以及
心学方面的成就，无疑是件好事。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到热切追
捧的其实并不仅仅是王阳明的学
术和思想，而更多的是他在商标
注册领域里所能够带来的名人效
应。换句话说就是，其实王阳明更
多时候是“奔跑”在替现代人赚钱
路上的。这就未免有点颇为让人
尴尬了。
最为令人尴尬不已和接受不
了的是，像王阳明这样一位在哲
学、思想、政治、军事尤其是在心
学领域均有不凡建树的大学问
家，竟然被注册到了游艇运输、旅
游陪伴等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
这就显然不是尊崇了。
其实，注册名人商标，让这些
历史人物在几百上千年后的今天
能够为社会繁荣、经济发展继续
发挥出“余热”，本也无可厚非，且
可以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问题
就在于抢注名人商标行为不受节
制的过多与过滥，这势必会让历
史名人头上的光环暗淡不少，也
极容易给人们带来歧义与误解。
尊重历史是一种美德，尊重
历史名人更应该成为一种传统。
适度且有规矩的名人效应开发可
以为历史名人增光添彩，但切不
可为了一己之私和各种不当目
的，而胡乱地将名人开发成各个
风马牛不相及领域的“代言”，从
而让他们整天“郁闷”地奔跑在各
种为现代人赚钱的路上。这不是
真正的尊重。
乔英杰

闭门谢客

画说新语
眼下南方已经到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往年一直是湖南长沙市民们赏油菜
花胜地的湖南农业大学“耘园”油菜花田，却宣布从今年 3月 3日起，正式实行
封闭管理，不再接待前来赏花的游客。湖南农业大学基地管理中心解释称。“耘
园”油菜花田是农大师生们重要的实验教学基地，
“闭门谢客”是为了保证学校教
学和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3月 7日《北京青年报》)
图 / 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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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坊

雄安动车迎春来
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深入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2017年 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
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
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
有全国意义的战略举措，
可谓是“千年大计、国家大
事”，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深
远历史意义不容小觑。
俗话说“路相通人相
亲”，就在雄安新区刚刚
成立 100天之际，始终秉
承“交通强国、铁路先行”
的铁路部门率先在同年 7
月 6日北京南至保定途
经雄安新区之间拉响 2
对动车组开行的汽笛。2
对动车组早午各一对，沿
途停靠霸州西站、白沟
站、白洋淀站、徐水站，始
发终到为北京南站和保
定站，列车全程运行约 1

小时 50分钟。这是继津保
铁路开通，结束白沟、白洋
淀不通火车历史，构建起
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鼎
足交通枢纽，初步形成轨
道京津冀“金三角”出行新
格局后，铁路部门再一次整
合区域路网优势、优化运行
组织、着力打造“早进京津
石、当晚可回家”区域半小
时、一小时工作生活圈，助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倡导绿
色生活、环保出行，推出的又
一项便民、利民、惠民新举
措、新产品、新探索。
以此为标志，不仅结
束了北京与雄安新区没有
直达列车的历史，解决了
雄安新区白沟和白洋淀等
沿线人民群众来往北京，
绕道保定或天津中转换乘
的劳顿，同时还形成一条
北京至雄安新区之间集商

务、旅游和工作生活快捷
的运输大通道，开创了铁
路部门利用既有普速线路
和区域路网资源开行动车
组的先河。
春风得意马蹄疾。跨
入新世纪的神州大地处处
洋溢着新春的气息。2018
年 2月 28日，雄安新区首
个重大交通项目北京至雄
安城际铁路正式开工建
设。继津保铁路开通、雄安
新动车开行，雄安新区在
迈入动车时代的基础上，
又即将迎来高铁新时代。
新世纪春天的号角已
经吹响，规划建设雄安新
区的蓝图已经绘就，链接
京冀两地的动车和路网正
在把首都北京与雄安新区
紧紧相连，踏上开往春天的
列车，一个崭新而充满活力
的雄安即将呼之欲出！
李溢春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关于加强养
犬管理的通告》向社会征集意见，通告
中拟规定遛狗时绳长不得超过 1.5米，
引发网友议论。(据《新京报》)
限定遛狗绳长度，既是合理的，更
是必要的。过短的束犬绳可能给养犬
者带来不便，过长的束犬绳则无利于
及时束缚犬只。济南市拟将束犬绳限
定为 1.5米的做法，理当得到理解与支
持。如果能够形成规定，相关部门则应
严格执行，如侵权行为发生时，让违规
者承担更多责任。这样方能倒逼养犬
者更加讲文明，守规则，行使自己权利
时不逾越边界，侵犯他人权利。
史洪举

压岁钱账户 一举三得
以往，家长们热衷于代管孩子的压岁
钱，而现在随着观念的改变，家长们更希
望孩子能够自己管理。为此，他们专门为
孩子开设了“儿童账户”。(据《焦作晚报》)
为孩子们开设“儿童账户”不失为
一种科学合理的好办法。一方面，有利
于让孩子从小意识到理财是自己生活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无形
中能帮助孩子树立理财责任感，形成积
累财富的良好习惯；第三，建立“儿童账
户”的同时，家长们可以帮助孩子设立一
个“记账本”，让孩子们将每一笔支出都
清楚明白，对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节约
意识也大有裨益，久而久之，对于他们树
立正确的财富观也有帮助。 樊树林

迟到抵用券 不是福利
开学季，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的老
师为 2015级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系的学生每人发了一个红包。这些红
包中，包括“迟到一次抵用券”“ 作业
免交一次抵用券”等“学期福利券”。
(据《中国青年网》)
上课不准迟到，学生按时交作业，
这是学校的规定，而老师擅自给学生发
“学期福利券”搞特殊化，是滥用权利，
亵渎规章制度，也是一种滥施奖罚。这
对其他遵章守纪同学也是一种最大的
不公平。老师擅自发“另类红包”是剑走
偏锋，是以违章违纪为代价，拿规章制
度做顺手人情，或者另有所图，总之“另
类红包”不可取，当立即叫停！ 左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