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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真的没过好。”
元宵节，杭州转塘李兰（化
名）心情依然不好。她在一所
学校做帮工，收入不高；丈夫
是木工，收入也不稳定。可是
家里 12 岁的儿子两天就花掉了
她近一年的收入。

2 月 14 日，杭州转塘派出
所接到李兰的报警，称 12 岁的
儿子拿大人手机玩视频，两天
时间给主播打赏了 5 万多元。

收到账单提醒
妈妈吓了一跳

李兰一家住在转塘。儿子
给主播打赏的事情发生在今年 1
月底。

“ 1 月 21 日，有个亲戚家
有事，我跟孩子爸爸去帮忙。
当时我的手机就放在家里，我
们很晚才回家，到家就直接睡
了。第二天，我们又出门去帮
忙，晚上 10 点多回的家。我看
了会电视准备睡觉，手机收到
一条支付宝的账单提醒，说有
一笔 1688 元的充值成功了。”
李兰说。

李兰当时一惊，怎么会有
这么一笔消费？

想来想去，李兰想到了儿
子，因为这两天手机一直在儿
子手上。

“当时我儿子已经睡了，
我把他叫起来，问他是不是拿
我手机买东西了。他支支吾吾
说也没买什么，又说没多少，
没多少。我点开支付宝看了一
下，原本支付宝上的余额有 2
万多元，现在只剩下了 3000 多
元。”

李兰真是气死了。
“刚开始我以为儿子只是

把支付宝上的余额花光了，没
想到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里的 2
万多元也没了！”她说。

李兰气不打一处来，问儿
子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儿子
不敢说话，李兰说着说着就哭
了。孩子大概知道自己闯大祸
了，也跟着哭了起来。

两天时间
打赏 25 个主播

李兰对儿子的消费很不理
解，第二天她找来弟弟，也就
是孩子的舅舅，让他帮忙看孩
子究竟是怎么花掉这么多钱
的。

孩子舅舅一查，发现孩子
充值的是一个网络直播平台，
通过查支付宝账单和银行卡消
费记录，光 1688 元的消费记录
就有 27 笔，还有 688 元的好几
笔，一共消费 5 .1 万多元！

“我弟弟告诉我，孩子看

游戏直播给主播打赏，就两天
时间，他打赏了 25 个主播！你
说这么多钱，这孩子怎么这么
不懂事！”李兰向记者出示了
孩子的消费记录。

“送给七妹 392 个棒棒
糖”，“送给老赫晨 1 个穿云
箭”……

到这个时候，李兰也才搞
明白，原来儿子送出去的棒棒
糖、穿云箭、皇冠、啤酒、告
白气球都不是道具，而是要钱
的。

手机支付都需要密码，孩
子是怎么知道李兰的支付密码
的？“我对手机使用不在行，
偶尔有网上购物，也都是儿子
帮我操作，所以他知道支付密
码。”李兰解释说。

充值消费都会有短信提
醒，那为何之前都没有发现消
费记录？李兰说，“熊孩子”
把所有消费后的提醒短信都删
除了。“要不是睡前那一条信
息 ， 我 可 能 到 现 在 都 没 发
现。”

证据不足
妈妈报了警

李兰说，她没有看好手机
管好孩子，肯定有责任。但孩
子毕竟不懂事。事发后，她拨
打了这个直播平台的电话，希
望对方能退钱。

但对方表示需要提供未成
年人使用手机打赏的证据。

“我找了小区监控视频，
当时监控照到我们外出了。小
区电梯里也拍到孩子拿着我手
机的画面。但是他们说我儿子
拿着我的手机，当时并没有在
玩直播，也没打赏，证据还是
不足，没法证明是我儿子充值
进 行 了 打 赏 ， 我 只 好 报 警
了。”李兰说。

转塘派出所接到报警后，
通过走访了解情况，核实到这
笔充值确实是孩子充的。但当
时孩子是一个人在家玩的直播
打赏，家里没有监控，也没有
别的证据。

2 月 20 日，记者联系了直
播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此事进
行了核实。对方表示确有此
事，也存在 5 万多元的充值情
况。

该直播平台工作人员说，
只要确定是未成年人充值使用
是可以退款的。但事实上，也
有很多成年人事后冒充未成年
人要求退款，所以在核定方面
会比较谨慎。

记者将李兰一家的情况以
及杭州警方的调查结果反馈后，
直播平台的工作人员表示，将退
还充值的大部分款。

据《钱江晚报》

超长跨省 11 号线 带板凳上车成一景 独特警示引热议

上海地铁为什么和小板凳较劲？
杭州 12 岁男孩打赏游戏主播

1688 元的礼物
狂送 27 笔

自春节假期开始，乘坐上海地铁 11
号线的乘客陆续发现，车厢里贴上了
“请勿使用自带小板凳”的警示语，语
音提示中增加与“板凳族”相关的内
容。

网友戏称，“此类提示唯有上海独
创”，但它却戳中了不少当地上班族的
痛点。因 11 号线路程偏长，一直存在
乘客自带板凳解决座位问题的现象。人
们一方面能体谅上班族长途出行不易，
但对其造成的安全风险也意见颇大，以
至于“上海地铁 11 号线‘板凳族’”
成为上海市民生活中的长期热门话题。

乘客自带板凳上车

本周，一则“魔都地铁语音广播首
次告诫‘板凳族’：车厢里请勿使用自
带小板凳”的消息走红网络，这是上海
地铁第一次在车厢语音提示中增加与
“板凳族”相关的内容。

消息中提及的上海地铁 11 号线全
长 82 .4 千米，共设 38 座车站，这一超
长地铁线路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跨省地
铁线路，它自西北向东南连接起住宅密
集的上海嘉定区、苏州昆山直至上海市
中心和各大景区、交通枢纽。

对于经常乘坐该线路地铁的乘客而
言，提到这条线路就会让人想起“板凳
族”。记者从网友晒出的照片、视频中
看到，部分乘客将自带的折叠板凳或木
板凳放好，并顺势坐下，其位置多选择
在车头车尾处，也有人直接把板凳支在
了车厢门口。

上海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 11 号
线的花桥站已经到了江苏省，加之它与
多条上海市内地铁线路交会，成为跨省
上班族的不二之选。此外，该线路东端
终点为迪士尼乐园，上班族加上游客，
让这条线路“挤上加挤”。

记者从上海地铁官网查询获悉，正
常情况下，从花桥站抵达迪士尼站需
107 分钟，从嘉定北站到迪士尼站也需
要 92 分钟。

家住嘉定新城站附近的刘小姐是 11
号线的常客，据她观察，每天都有乘客
在列车起点站带着折叠板凳上来。“大
部分都是上班族，在板凳上坐下来后就
开始玩手机。”刘小姐说，“早高峰本
来就已经背贴背、脸贴脸了，他们一个
板凳占的位置本可以多站 3-4 个人。”

官方对板凳说“不”

对于上海地铁再次出台应对“板凳
族”新策略，不少上海市民表示认可。

据了解，地铁的车头车尾和不常开
启的车门周边通常会成为“板凳族”的
最优选择，但也有人会就近直接坐在了
上下客的车门周边，这就给他人造成了
更多的不便。“如果碰到刹车，还怕踩
到他们，车门开启的时候，他们不仅挡
着门，我们上车站好后还因为抓不住把
手又被挤下车了。”张女士告诉记者。

地铁语音广播和张贴标语更新后，
不少人在微博上点赞新措施。不过，对
于每天都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需要在地
铁上熬过的市民而言，他们也讲述了自
己的难处：从家里出发得坐一个多小时
地铁才能到市区，还得换线，站着实在
是太累了，带个小板凳真的是不得已而
为之。

与占用空间相比，更多上海市民之
所以对“板凳族”持反对态度还是从安
全出发：这些人怎就不怕万一急刹车之
类的意外，自己受伤或者撞到他人？还
有人甚至让小孩子坐在板凳上，真的担
心安全问题。从这一角度考量，更多的
网友支持搭乘地铁时安全比舒适更重要
的观点。

事实上，上海地铁与“板凳族”之
间的博弈早已有之。记者查阅上海申通
地铁集团运营管理部官方微博看到，早
在 2014 年就有网友反映 11 号线地铁出
现“板凳族”。官微回应，车厢为运动
空间，坐小板凳存在安全隐患。随后几
年间，该微博也多次就“板凳族”现象
提示乘客注意安全、文明乘车。

记者了解到，在现行《上海市轨道
交通管理条例》中并没有禁止携带、使
用板凳等行为的相关条款，相关法规也
没有对其明确处罚标准。

目前，所有宣传标志已张贴完毕，
“板凳族”现象也有所改善。市民张女
士称，之前她遇到过围坐一圈的情况，
“地铁上本来就很多人了，这样围坐更
影响站着的人”。现在通过地铁宣传
后，围坐一圈的情况的确消失了，只有
少数人自己拿着板凳坐在角落里。“这
件事要彻底解决的确有难度，需要我们
大家一起努力。”她说。

据《北京青年报》

在上海地铁 11 号线上，乘客自带折叠板凳或木板凳在车厢内插空儿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