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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子凝 本报见习记者俞文爽

过年了，长辈给小辈发红包是不少家
庭的春节习俗。一个小小的红包，包含着长
辈满满的祝福。这几日，“民法典解答孩子
红包能不能自己保管”成为大家热议的话
题。

就此，记者向多个有娃的家庭了解压
岁钱处置方法，多数父母都表示不会将这
笔钱挪用，孩子也有“权利”花钱。

年纪小的由父母保管

过完年，六年级学生乐乐就 13岁了。
今年，她共收到了 5000元压岁钱。与以往
不同，正月初四，她带着身份证和户口簿，
拉着父亲去银行将这笔压岁钱存了起来。

“往年，她收到的压岁钱都由我保管。
今年，她要求存到银行里。当然，她也拿了

几百元留在身边，当做平时的零花钱。”乐
乐母亲邱女士说，孩子先前都觉得压岁钱
被父母拿走了就没有了，其实这笔钱被保
管得好好的，不会被挪用。

黄岩人陈琳的女儿已经 7岁了。从孩
子出生到现在，收到的红包有近 10万元。

“我们专门为孩子开了个银行账户来保管
这笔钱，就当作一笔成长金，为孩子存着。”
陈琳说，等孩子再大一些心智成熟时，如果
她自己提出来或有需要，也会将钱还给孩
子保管。

金薇的儿子即将上高中。“今年，儿子
‘收获颇丰’。一直以来，他的压岁钱都是存
在银行里。”不过，儿子即将迈入人生新阶
段，过年时，金薇将银行存折转交给了儿
子。“当然，我有嘱咐他不能随意挥霍。”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孩子年纪较小的
家庭，压岁钱由父母保管，多数会为孩子开
设银行账户，或拿这笔钱进行投资理财，待

孩子长大后，本金利息全交由孩子。孩子年
龄偏大的家庭，有些父母则会把压岁钱交
由孩子自己保管与支配。

压岁钱归孩子所有

“虽然，法律上并没有压岁钱这一说
法。但《民法典》里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
为。”北京盈科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卫福
解释，其实，收压岁钱是纯获利行为。

“长辈给小辈压岁钱的行为实质是赠
与。长辈给了压岁钱，小辈接受，这时赠与
合同已经成立。不少家长认为，孩子还小，
收到的压岁钱是长辈之间的人情往来，其
实不然。”陈卫福说，压岁钱归孩子本人所
有，作为孩子，可以把压岁钱由自己保管，
也可以交由父母管理。但在维护孩子利益
的前提下，作为监护人，父母可用压岁钱为

被监护人购买供其本人使用的学习用品、
生活用品、报辅导班等。

陈卫福说，孩子能自由支配多少压岁
钱也要根据他的年龄、家里的财务状况等
具体情况。《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的行为也要与他的年龄
智力相适应，法律上以8周岁为界限。“8周
岁及以上的孩子可以将压岁钱交由家长保
管，也可以自己保管，同时也可以利用压岁
钱实施符合其年龄智力的行为。8周岁以
下的孩子，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完全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
行为，也就是要由家长管理。”

“家长不愿孩子自己保管，很大程度上
是害怕孩子乱花钱。”陈卫福说，未成年人
尚未形成理性的消费观和理财规划意识，
因此，家长不妨借此机会教导孩子合理消
费和储蓄，帮助他们学会理财规划和金钱
意识，这才是压岁钱的积极意义所在。

“民法典解答孩子红包能不能自己保管”冲上热搜

孩子收到的压岁钱，父母能花吗？

本报记者牟新禹

对于路桥 12个实行撤桶并点小区的
业主们来说，路桥分类办考核督查科科长
冯东明算得上一个“老熟人”。

“撤桶并点工作一旦落实，虽然环保
上去了，但生活的便利下来了，有些业主
就很难接受。”路桥宏大熙景园小区业委
会工作人员介绍，即便街道、社区、物业
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依然有部分业
主很不配合。

“我要求取消撤桶并点，恢复原来的点

位……”1月21日上午，路桥分类办正在该
小区对第三方机构进行考核，突然有一名
业主进入会场，情绪较为激动。

“您好，我是路桥区分类办的工作
人员，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向我反映。”
面对突发情况，冯东明主动上前与该
业主沟通。他出示了工作证与执法证
以表明身份，其温和的态度也渐渐安
抚了这名业主的情绪，两人开始交流
各自的看法。

最终，该业主意识到恢复点位的要求
是不合理的。

“有问题可以随时交流。”冯东明觉得，
该业主所提的“适当延长定时投放时间”等
要求的确有合理之处。他和业主互加微信，
留了电话号码，并把意见转达给了物业与
第三方机构。

2020年 10月，路桥区启动了 10个小
区的撤桶并点准备工作，路桥分类办为了
撤桶并点能及时落实，在各个街道、社区、

业委会、物业之间奔走，而经验丰富、为人
和善的冯东明很快被大家所熟悉。

“老冯很擅长做群众工作，回答问题也
很有耐心，做事又有章法，在我们心目中，
是亲切可靠的‘老娘舅’。”路桥秀水铭苑小
区（二期）业委会工作人员说。

短短几个月，冯东明的微信好友从
100 多个变成 300 多个，大部分是来自各
个小区的业主、业委会成员和物业的工作
人员。

冯东明是部队转业进入行政执法系统
的，20年的军旅生涯在他身上留下了难以
磨灭的痕迹。“老冯做事总是很认真，好像
对待军令一样，直来直去，中气十足。”路桥
分类办工作人员介绍。

2019 年 7 月，冯东明被从工作了 11
年的基层中队抽调，进入分类办工作。

“垃圾分类工作与基层执法工作差别很
大，很多老经验不管用了，不少东西得重
新学习。”

今年 1月 4日，路桥撤桶并点“最难啃
的硬骨头”——秀水铭苑小区（二期）正式
实行定时定点投放，在前期宣传工作充足
的情况下，撤桶并点实行后，还是出现了反
弹，有些业主将垃圾随意丢弃，有人在业主
群里破口大骂，更有甚者跑到物业办公室
大闹。

物业虽然对可能面临的困难早有预
料，但压力还是很大。物业和业主各有苦
衷，不少人来找冯东明诉苦。“老冯在这方
面很有经验，常常能给出中肯的建议，或者
到现场帮我们调解。”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介绍。

现在，秀水铭苑小区（二期）的情况已
经大有好转，但路桥分类办并没有放松警
惕。“我个人觉得，撤桶并点是一项长期的
群众工作，一帆风顺不太现实，但有人愿意
提意见、反映问题，我们反而很高兴，因为
这说明大家是真的关心垃圾分类工作，而
不是漠视它。”冯东明说。

冯东明：奔走在垃圾分类一线的“老娘舅”

本报记者谷尚辉

“我是一名街长，希望在我的片区，
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处
置。如果能耐心地给群众多解释一句，我
们可以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如果能更
好地运用群众的力量，很多城市问题确
实可以更有效解决……”这是路桥一位
街（片）长的发言。

去年年底，路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组织了“城管论坛——街（片）长的故事”
比赛，17名一线城管队员讲述了他们在
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意
识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今后将
继续以实际行动推动城市管理事业创新
发展。”该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些街（片）
长结合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管理难点，通
过总结、交流、展示，共同探讨管理突破
点，推进了执法工作的规范化。

他表示，通过论坛，也为大家提供了
展示平台，把有想法、有干劲的年轻干部
调整到重要岗位加强锻炼。

通过这个交流平台，该局还发现了
不少城市管理的有效经验。比如沿街商

户存在“停车难”“展示难”“经营难”等问
题，该局就在里王路、田洋路等部分路段
试行了适度越门“尺度线”管理办法。

他们在里王路及副食品市场周边，
均施划了1.5米宽的蓝色“尺度线”。执法
队员通过远程监控和每天不定时的巡
查，督促商户自觉做好门前三包。

对于有些违越“尺度线”的行为，前
两次发现后将进行警告教育，当场责令
改正，第三次则将依法处罚。

不仅如此，该局还依托街长制推行
街长微信号。该微信号区别于私人微信，
实行换人不换号，永久为管辖区内的群
众服务，避免因街长更换产生的管理断
点、交接困难等问题。

通过街长微信号，街长可运用群发
消息、朋友圈、个别“一对一”微信联系等
形式加强城市管理宣传，群众也可通过
微信直接咨询、投诉城市管理方面的问
题，实现线上沟通“零距离”“零时差”。

自去年 8月初以来，已开通街长微
信号27个，通过在主次街道张贴街长公
示牌、直接上门添加等形式添加群众微
信3000多个，开展宣传130多次，解答群
众问题100多个。

路桥：以论坛交流
推进执法规范化

“创新街面治理 推动社会共治”系列报道

春节过后，我市各地企业陆续复工，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显得尤为重要。2月18日，临
海市尤溪镇纪委启动常态化“督查+专项督查”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组织党员深入防控一线，
为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实效提供纪律保障。图为该镇纪委工作人员在伟星集团尤溪厂区
门口督查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通讯员冯敏玲摄

节后疫情防控不放松节后疫情防控不放松

本报讯（记者李筱筱）“求扩散！今天
下午1时46分许，在椒江云西公园，两名
小男孩走失，一名4岁，一名6岁，上身穿
灰色毛衣。如有发现请联系……”2月18
日下午 3时，市公安局椒江分局白云派
出所民警施吉斌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寻人
信息，热心市民纷纷转发。幸运的是，当
天下午，孩子们被网友在机场路与开发
大道交叉口发现并寻回。

2月 18日下午 2时，市公安局椒江
分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在椒江务工的
四川籍游女士报警求助，称自家两个
小孩在云西公园游玩时走失，几经寻
找，始终不见人影，担心孩子安危，焦
急万分。

值班民警施吉斌接到 110指令后，
迅速带领队员至云西公园了解情况，
并在游女士手机相册里找到两小孩的
照片。“出警组 3人对云西公园游乐场、
地下车库等每个角落展开地毯式反复
搜寻，同时椒江消防救援大队 20 余名
指战员往白云山上方向协助搜寻，皆

未果。”施吉斌随即在自己微信朋友圈
里发布寻人信息，并留下自己的联系
方式。

下午 3时 31分，市民王先生联系施
吉斌称，自己在椒江机场路与体育路附
近路段，发现疑似走失的两个小孩，旁边
没有大人陪伴。施吉斌嘱托王先生先留
住两小孩，自己立即赶到机场路确认。热
心的王先生在机场路口开发大道以东近
50米的位置找到两个小孩，并将他们带
回店铺休息。

下午 3 时 45 分，出警组队员们到
达王先生店铺。4 时 20 分，两名小孩
被民警们带回云西公园与父母团聚，
游女士夫妇向民警和热心市民表示
感谢。

民警提醒，市民一定要看护好孩
子，不能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以免
发生意外。一旦发现孩子走失，第一时
间报警求助，准确描述报警地点、时
间、孩子体貌特征等要素，以便警方精
准搜寻。

两男孩公园走失
警民联动顺利寻回

早春时节气温回暖，在天台县白鹤镇香菇种植基地大棚里，该镇机关党员和青年干部正
穿梭在一排排菌菇架之间，忙着帮村民采摘、分拣香菇，打包销售。 本报通讯员谢浩杰摄

早春采摘忙早春采摘忙

本报讯（通讯
员何 登 朱丹妮
记者章 浩）“这里
也没什么人来，也

没什么用，我用来养猪赚钱有什么错？”春节前，在临海永
丰镇一个偏僻的小山头，一名偷建养猪场的村民面对突
然出现的执法人员，觉得挺委屈。

这片山头空地将近 200平方米，地面已经进行水泥
硬化，一旁还堆放着建筑施工材料。经核实，这个正在建
设的养猪场没有取得相关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设。

“在山上偷建养猪场，极易造成污染，对水源的危害相当
大。”当天，经过执法人员的教育劝说，该村民最终主动拆
除了违法建设。

在春节前后，往往有一些违建户觉得假期执法力量
薄弱，纷纷趁机偷建抢建。“春节期间，我们始终保持对新
增违法建设‘零容忍’，保证执法力量不减、执法力度不
变，对偷建抢建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临海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沿江镇，执法队员春节期间开展正常巡查，发现一
户村民偷偷将房顶加高，比原规划许可多了 0.5米，立即
组织力量依法进行查处。

在白水洋镇，一村民在去年12月曾因抢建被拆除违
法建筑，春节期间又偷偷开工抢建，结果再次被责令整改
拆除。据了解，春节期间临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水洋中
队共查处新增违建4起，违建面积400多平方米。

针对春节期间发现的这些违建行为，临海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采取“有违必查、违建必拆”的高压态势，坚持

“2614”工作法，从违建产生到发现不超过2日，从发现到
拆除不超过 6日，从拆除到建筑垃圾清理不超过 14日。

“力求对新增违建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拆除，坚决杜绝
偷建、抢建行为，确保违法建设零增长。”临海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临海：假期违建
“零容忍”

本报讯（通讯员鲍盛旭）“小刘，身体好点没有？”
2月 19日下午，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民警周智豪给小
张打了一个回访电话，得知对方已经出院便放心了。
两天前，小刘在家突发“低钾血症”，陷入休克状态，
危急时刻，周智豪和同事及时赶到，在附近群众的帮
忙下，徒手爬梯进入房间，开展了一场十分钟的生死
营救。

“喂，110 吗？我住在红旗新村某幢二楼南面
房间，可能低钾血症发作了，人已经无法动弹，
你们赶紧来救救我！”2 月 17 日上午 8 时 30 分，
正在路面巡逻的椒江公安分局接处警中心民警
周智豪接到当事人报警求助，周智豪还来不及
细问，对方就已挂断了电话，再次拨打回去已无
人接听。

“接警后，大概 3 分钟就赶到了现场，途中
我联系了医院，并向医护人员告知简况。”到现
场后，周智豪发现，求助者居住在二楼，房间门
被反锁着，联系房东后得知其要 30 分钟才能赶
到现场。正在为难时，附近群众搬来了梯子和
椅子。

“梯子不够长，群众一起搬来椅子，架在下
面。”周智豪和同事就这样徒手爬到二楼阳台，再
从阳台进入房间。一进门，就发现报警男子已经躺
在地上，一动不动，脸色苍白，讲不了话，处于休克
状态。

经过医护人员现场简单急救后，男子眼睛能睁
开。周智豪立即和医护人员用担架将其抬进救护车，
送往医院急救。

在 群 众 的 配 合 下 ，原 本 可 能 要 近 30 分 钟
的救援，为患者小刘提供宝贵的抢救时间。看
到 小 刘 恢 复 生 命 体 征 ，周 智 豪 和 同 事 这 才 放
心离开。

据了解，小刘今年 22 岁，云南昭通人，在椒
江务工。当天早上发觉身体有些异常，感觉低钾
血症要发作，本想自己去医院做检查，谁知刚起
床就发作了，小刘用仅有的意识报了警。电话
里，小刘一直感谢着周智豪和同事的救命之恩，
称要是没有民警同志们的及时救助，后果不堪
设想。

患者休克被困家中
警民合力生死营救

本报讯（记者颜敏丹 通讯员刘竹柯君）“我现在
真的很后悔，因为一念之差，站在这里。”近日，“00
后”林某，因为无证酒后驾车走上了玉环市人民法院
的法庭。

出生于 2000年的林某，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已
在学车但还未拿到驾照。2020年年底的一个晚上，
林某和表哥林某超及几个好友约在酒吧喝酒。当时，
林某喝了 5瓶左右的小瓶啤酒，喝到凌晨 1点左右，
他准备跟表哥回家。

由于两人都喝了不少酒，林某超打电话叫
代驾，随后两人坐在车里等待。过了一会儿，见
代驾还是没来，林某便坐到了驾驶位置发动了
车辆。

“我只是想把车开出停车位，想着这么晚了应该
不会有人来查。”当时的林某心怀侥幸。不过，就在他
从停车场驶出200米左右时，被交警查获，后被带至
医院抽血检测并依法传唤到案。经检验，其抽取的血
液中乙醇含量为 122mg/100ml，已超过法律规定
80mg/100ml的醉驾标准。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在未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饮酒后驾驶车辆，其行为
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办案法官提醒：聚会开心之余，请大家牢记“酒
后不开车”的原则，莫要心存侥幸！

无证醉驾200米
换来拘役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