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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警官，我看到有人在山上捕
猎野猪！”日前，市公安局上余派出所
林区警长余明涛接到举报，称高洋村
一村民自制了活套捕兽工具，在村里
一山场上埋设陷阱捕猎野猪。

余明涛当即向值班领导报告，
由值班领导、林区警长、网格员联
合出警访查，发现村民小廖家刚刚
出售过野猪肉。经调查，小廖交代
了其因嘴馋私自猎捕野猪的经过，
一起在禁猎区和禁猎期内利用禁用
工具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案件被快
速破获。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全面推行

“林区警长制”，在辖区配备乡级林区
警长8人，村级林区警长78人，依托

“融警务”治理模式的平台，发挥和
运用好社会治安网格员和生态公益护
林员两支基层队伍的力量，定期开展
林区治安巡查，多元化解林区治安矛
盾，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用“警
察蓝”守护“生态绿”。

自“林区警长制”推行以来，我
市林区社会治安稳定，森林资源安全
得到不断巩固。今年上半年共查处滥
伐林木案件 2 起，非法狩猎案件 3
起，整个防火期未发生森林火灾案
件。

林区警长守护“生态绿”
■ 杨树文

“真的没想到，就因捕获3只野
兔而触犯法律。”市民严某懊悔不
已。近日，市人民法院判处严某拘
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同时就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严某赔偿国
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240元。

2021年10月至11月期间，因
常有野兔破坏严某种植的庄稼，
严某先后利用捕兽夹在贺村镇高
路村、棠坂村等地捕获野兔 3 只。
后经鉴定，严某非法捕获的野兔
物种为华南兔，属于国家保护的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三有”野生动物。2022 年 5 月，
市人民检察院以“刑事打击＋公
益诉讼”的方式，对严某“非法
狩猎罪”提起公诉。最终，市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近年来，国内华南兔数量虽
有一定恢复，但威胁其长期生存

的因素仍然存在，主要是栖息地减少和
捕猎活动，因此国家十分重视保护和恢
复这一生物资源。早在 2020 年 4 月 19
日，江山市人民政府就发布《关于规定
我市陆生野生动物禁猎期、禁猎区及禁
用工具和方法的通告》，保护野生动
物。严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在禁猎区和
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非法狩猎野生保
护动物，破坏了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已经触犯了法律法
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日常生活中，像严某这样不主
动获取相关信息的群体，对于保护野
生动物的相关法律法规知之甚少，稍
有不慎就会因无知而逾越法律红线。
但无知并不代表无罪，因小利也不能
失大义。广大市民应自觉摒弃滥捕、
滥杀、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对一切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行为
说“不”。

捕获3只野兔 “换”得拘役仨月
■ 段婧华

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
拥有一台变形金刚玩具是多少男孩
子童年的梦想。近期，有个“大男
孩”身穿高3米的变形金刚出现在须

江边，引起了众多市民
的关注。

日前，记者在双塔
街道民声社区一幢住宅
中，见到了变形金刚的
装扮者祝飞龙。戴着一
副黑框眼镜的他与记者
聊天时略显拘谨，但当
话题转移到变形金刚上
时，他的话匣子打开了。

“ 那 些 年《变 形 金
刚》电影很火。看过电影
的人大多知道，这个红
蓝相间的机器人是汽车

人的领袖——擎天柱，这个黄色的机
器人就是比较出圈的大黄蜂了。”祝飞
龙介绍起了他的“宝贝”。在10平方米
不到的储藏室内，擎天柱、威震天、

大黄蜂等变形金刚的部件整齐地排列
在地上、柜子中，看起来酷炫且有金
属质感。“这些是2018年购买的，当时
每个机型花了 1 万元左右。”祝飞龙
说，当时购买变形金刚，一方面因为
从事婚庆相关工作，可用于暖场活
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情怀。

“像我这个年龄的很多人是看着
《变形金刚》长大的，从小就特别想拥
有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玩具。所以当
时做婚庆要购买暖场活动装备时，我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变形金刚。”35岁的
祝飞龙拿起一个大黄蜂的头盔介绍，
这些机甲用料是 EVA 材料，轻便舒
适，但整套上身，也有三四十斤重，
每次出门不到20分钟，全身就湿透了。

现在属于婚庆市场的淡季，看着
在仓库落灰的变形金刚，祝飞龙就想

着穿上它们出去逛逛，没想到收获了一
大批“迷弟”“迷妹”。

安装小腿部件，绑好大腿部件，穿
戴好身上及头部的盔甲……一个高达3
米的机械巨人出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
变形金刚一出门就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
欢迎，变形金刚走到哪儿，孩子们就追
到哪儿。穿戴着变形金刚的祝飞龙会主
动与大家打招呼、握手，看到有人要求
合影，他也会停下脚步配合。

“小朋友尤其是男孩子，对机甲没
有抵抗力，认识我的朋友天天吵着让我
穿上机甲，出去给他们的小孩拍照。看
到孩子们开心，我的心情也好。”祝飞
龙说，目前所有的合影都是免费的，每
次出门被孩子们围绕的感觉，让他颇有
成就感。

须江边来了“变形金刚”
■ 周耕 王逸琳

近日，在山深线廿八都镇浮盖
山村路段，一辆白色小车冲入道路
绿化带，车子卡在了石堆里无法动
弹。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廿八都中队民警立即前往现场勘
查。经了解，男子毛某某驾驶一辆
白色小车带着家属从福建游玩返回
江山，当行驶至此路段时，因分心
驾驶导致事故发生。

毛某某尴尬地解释，前面路过
疫情防控服务点，在拿手机扫码
后，他一边驾驶车辆，一边
想把手机放回架子上，其间
未注意前方道路情况导致方
向盘偏移，稀里糊涂地冲进
了路边绿化带，车辆卡在了
石堆里无法移动。万幸的是

驾驶员及乘客均规范系好安全带，未
发生人员伤亡。民警一边安慰惊魂未
定的乘客，一边对驾驶人毛某某进行
严肃批评教育。随后，毛某某联系了
吊车，顺利“解救”出车辆。最终，
由拖车拖往修理厂修理。

交警提醒：开车看手机、抽烟、
喝水、化妆……这些都属于“分心驾
驶”行为，会分散驾驶员注意力。为
了行车安全，广大驾驶员要做到开车
不分心，小心谨慎驾车。

交警提醒：分心驾驶要不得

开车时摆放手机 车子冲进绿化带

■ 毛小俏

近日，由虎山街道市心社区
组织的公益书法班开课，为中小
学生的暑假生活添上一缕墨香。
自2011年起，该社区每年暑假均
开展为期1个月的公益书法班，
今年的书法班为春泥计划内容之
一。来自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市心
社区分会的老师教孩子们写毛笔
字，培养其良好的书写习惯。

公益书法班开课
■ 郑雪怡 程诗瑶 摄

【案情】张某对陈某
有好感，为博得陈某欢
心，应陈某要求，多次通
过支付宝及微信向其转
款。后张某认为陈某利用
暧昧关系一直索要钱财，
遂拒绝陈某后续要求，并
要求返还之前款项，将其
诉至法院，法院支持张某
诉请。

【评析】《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
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
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
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
不当利益。

恋爱过程中，一方以要
求对方支付金钱而主导恋爱
进程，另一方则以迎合对方
的金钱需求以维系恋爱关系
进而达到缔结婚姻的目的，
在此交往过程中支付或接受
款项，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
财产权利为目的，从法律意
义上可以理解为附有解除条
件的赠与行为。当不能达到
给付钱款一方所追求的缔结
婚姻为目的时，该解除条件
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法律上
的意义及效力。

（市司法局 供稿）

恋爱时的转账能否要回？

关爱未成年人

祝飞龙穿戴着变形金刚机甲上街

为进一步加强城区市容秩序
和环境卫生管理，有效遏制私搭乱
建行为，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
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衢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 等有关规定，在我市
建成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洗衣池整
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整治范围
双塔街道、虎山街道、清湖

街道建成区范围
二、整治时间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8月10

日是宣传发动、自行拆除阶段；8
月 11 日至 8 月 20 日前开展集中整
治活动，8 月 21 日后进入巩固提

升、常态长效管理阶段。
三、整治重点
1.占用公共区域搭建的洗衣池；
2.污水未接入管网的洗衣池；
3.其他私搭乱建的洗衣池。
请广大市民群众积极支持和配

合洗衣池集中整治，自觉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服从管理，抵制各类不文
明私搭乱建违法行为，共同营造文
明、卫生、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江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江山市双塔街道办事处
江山市虎山街道办事处
江山市清湖街道办事处

2022年8月2日

关于开展城区洗衣池集中整治的通告

暑期，学生成了不少商家的消费主力军。
“趁大人不注意，侄子偷偷买了 600 元钱的盲
盒。”近日，市民朱先生焦急地向市市场监管局
求助，称其10岁的侄子偷偷在某文具店购买了
600元奥特曼盲盒卡片，希望工作人员帮助协商
退款。接到投诉后，工作人员携投诉人一同前
往商家调查核实。

“盲盒已经被孩子打开了，就算退还给我，也
无法进行二次销售。”商家表示。市市场监管局
工作人员介绍，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
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花费600
元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大额消费，应征
得家长的同意，商家应与家长进行确认。

“孩子是分多次来店里购买，不是一次性消
费600元，如果是一次性大额消费，我肯定也会确

认一下的。”商家表示。但商家称，由于店内监控
损坏，无法证实孩子是否分多次购买。工作人员
站在双方的角度进行协调，最终商家同意退还盲盒
卡片的盈利部分120元，同时再另外补给消费者30
元，共计150元现场给付。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盲盒作为近些年来风靡的消费方式，因其类
似于抽奖的营销策略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青少年群体心智还未发育成熟，更易沉迷于此类
消费方式。市市场监管局、市消保委提醒广大家
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要从小培养其科学消费
观，避免一次性给与过多的零花钱；要多关心爱
护孩子，关注孩子的动向，避免在未经过家长同
意的情况下进行大额消费。与此同时，商家也应
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消费提示，在遇到未成年人
进行大额消费时要与其家长进行确认，共同关爱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消保委表示：家长要培养孩子科学消费观

10岁男孩花600元买盲盒
■ 谢宇飞 王燕

爱家先爱己 健康才有底
——健康江山公益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