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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压岁钱归谁碰到新难题
每年春节，
“压岁钱”归谁，在有十几岁孩子的家庭中，几乎是
若是能有计划的使用倒也罢了，可越来越多的孩子一掷千金
一个固定的家庭争议焦点。对家长们来说，想将老一辈给的红包 “打赏平台主播”
“
、充值网络游戏”
的新闻爆出，
让家长不得不增加
现金“收归公有”并非难事，但中青年一代动辄给晚辈发个微信红 了一份忧虑：
如果是孩子偷了家里的钱干这些事，
好歹还能跟直播
包、扫码转账，再想让临近青春期或者正处叛逆期的孩子交出来， 平台、游戏公司掰扯一番，争取能够获得退款，至少是大部分退
就不那么容易了。
款。但孩子若是用
“自己的”
钱，
还有没有办法能够把钱要回来呢？
“帮你收着压岁钱”
早糊弄不了孩子了
视亲戚关系远近，
北京普通家庭近年来的
压岁钱多在 500 元至 3000 元不等，在初代 90
后已经开始发压岁钱的时候，
已经成年的部分
末代 90 后还掺和在 00 后、
10 后一群孩子当中，
借着
“上大学、
没工作”
的理由继续收压岁钱。
但是真让家长发愁压岁钱怎么用的，并
非已经成年、拥有足够自控能力的他们，也不
是还没有多大反抗能力和自主意识的小学二
三年级以下的儿童，唯有那些十几岁的少年
着实令家长们头疼。
市民姜女士 11 岁的儿子小金同学正上
小学五年级，从一年之前就希望能买个手机，
注册一个微信账号，加入本班的班群，却始终
不能如愿。大年初二，在收到姥姥姥爷合送
的 2000 元、亲姨送的 1000 元压岁钱，再加上
之前一天奶奶放在枕头下的红包之后，自认
为凑够了买手机的钱，正在欢欣鼓舞，却不料
刚回到家，这些钱就被亲妈连钱带包全部“收
缴”，理由还是早几年就听腻了的：
“先帮你收
着，给你存起来，就存在你的账户里。
”
姜女士说，从孩子上一年级起，家人就用
他的名字在银行开了账户，事实上这几年的
压岁钱全都存在里面，家长真的没动过。不
过这个说辞早就让孩子受够了：钱虽然在小
金同学的名下，可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都
在爹妈手里，所谓“自己的钱”，却没有支配
权。前些年拿上 10 块钱买几张贴画就可以
和同学们玩得不亦乐乎，如今半个班的同学
在微信群里玩得兴高采烈，他只能在第二天
听着同学们课间闲聊头一天群里的趣事，小
小的心脏里，多少有点不那么清爽。
比小金高一个年级的小董同学已经有了
手机，他的父亲董先生更是闹心：孩子已面临
小升初的关口，在兴趣班都停上、专心要走学
霸路线的时候，孩子突然爱上了手机游戏，动

如今职场人士压力都比较大，工作久了
难免会把一些“职业病”带回家。这种“职业
病”并不是指肩周炎、咽炎等身体上的不适，
而是指把一些职业习惯、工作情绪带入了家
庭生活当中，比如用和下属说话的口气吩咐
孩子、用大人的工作标准来要求孩子、致力于
树造自己的权威等。长此以往，就会对家庭
和谐、孩子成长带来负面影响。现在春节假
期已经结束，爸爸妈妈们又要回归工作岗位
了，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就开始担心家长们时
不时冒出来的“职业病”
。
那么，在跟孩子相处时，家长应该采取哪
些措施把“职业病”关在门外？应该如何避免
这些小烦恼？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孩子
还没出门呢
“作业”
先来了
教育孩子是小学老师的天职，但要是把
这种做法时时在家里实施，就容易让孩子“头
大”。佳欣的妈妈是一位小学老师，每次要出
去旅游或者参加特别的活动，妈妈都要布置
写一篇游记或日记，经常是还没出门呢“作
业”先来了。即使在假期里也是如此，不管学
校的语文老师有没有布置写日记的作业，
妈妈
要求佳欣每天都要写一篇，
“出门得写，
不出门
也得写，写回忆写之前的事儿什么的”。刚开
始，佳欣还用“今日无事可记”糊弄，可也不能
天天用，而且如果日记写得不好，妈妈特别严
厉，会撕掉让他重写。为此，佳欣特别苦恼，
“撕日记我就很生气，
觉得又得重新写一遍，
是
老师检查作业但自己作业没做好那种感觉，
而
且妈妈就是老师”。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
佳欣的日记都写得很正式，
每一篇都有起承转
合，
却把真情实感埋藏在心里。在一次和妈妈
沟通过后，妈妈终于答应了佳欣的要求，写得
不好也不再撕掉，而是留下再继续写，有时候
为了写到满意的一篇，
同一天的事情佳欣需要
写三四遍，
一本日记本很快就用完。
令记者惊讶的是，佳欣的妈妈不是语文
老师，而是数学老师。一天一篇作文的指导
虽不专业，却颇有“教育职业病”的范儿。而

辄还要在游戏中充值。春节时，老家的亲戚
从家族群里加了孩子的微信，把压岁钱转账
过来。董先生用同样的方式还了礼，接着就
想让孩子将收到的钱上交，但是根本做不到。
“孩子已经开始长大了，不能再想着单纯
用爸妈的权威压服了。直接抢手机，或者逼
着他转账的事儿还是做不出来。但是好好讲
道理，也没什么用。如果他会花钱也就罢了，
比如下次英语班续费，直接让他交，我也没意
见，怕就怕过不了几天，全给手游公司了。”董
先生的猪年春节，过得不是那么愉快。
孩子压岁钱打赏主播
家长可能要不回来
通州公安分局牛堡屯派出所曾处理过一
起孩子在手游中充值引发的纠纷。陈女士 13
岁的儿子用她微信绑定的银行卡给手游账号
充值，分 10 多次，前后充了 1 万多元，陈女士

取款时发现没钱了，于是报案。民警调查后
判断是孩子偷偷转账，陈女士一口否认：
“孩
子才 13 岁，怎么可能会干出这种事情？”孩子
被丈夫带到了派出所，在民警的询问下，立即
承认“买游戏装备了”
。
考虑到孩子年龄、事件性质，这个事情够
不上立案标准，但民警还是帮助他们联系了
游戏公司客服，协商退款事宜，对方回复“可
以退款”，但需要事主提供一系列的材料，来
证明玩家为未成年人。民警帮助陈女士夫妇
进行操作，将孩子身份信息等材料通过电子
邮箱提供给游戏公司。最终，经过民警帮助
协调，陈女士收到了游戏公司的退款。
记者从几个公安分局了解到，孩子从爸
妈账户上转账到自己手机上，打赏主播、充值
游戏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警方通常不会为
此立案。

且妈妈不只管佳欣，还管佳欣的表弟，这导致
表弟都不愿意和姑姑一起出去玩了，因为不
和姑姑一起出门就不用写作文。在佳欣看
来，妈妈管自己就像管学生。每次放寒暑假，
佳欣都提不起兴致。
专家
职场人士压力大容易
“串场”
乐友学院院长彭茜告诉记者，现在职场
人士压力都比较大，这边是工作，要考虑老板
和业绩；那边是生活，要照顾老人和孩子，网
络上一句戏称“每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
也能让很多人产生共鸣。这样的双重压力
下，很多职场人容易出现“串场”的情况，将工
作情绪带回家，把“职业病”带回家：比如用和
下属说话的口气吩咐孩子，用大人的工作标

这样的事跟父母闹别扭，因为他的老爸太忙
了，根本没时间管他。不过，大北的烦恼也不
少，在他看来“忙碌的老爸一点也不可爱”。
大北老爸是一家企业的领导，因为工作特别
忙，大北老爸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有时候打通
了他又在开会，匆忙“嗯嗯”几句就挂掉，常常
是通话时间不足一分钟。即使是问老爸“今
天是否回家吃饭”这样的小问题，老爸也常常
不直接回答，而是用不置可否的“嗯嗯，好好”
来应付，这让大北和他的妈妈哭笑不得，非得
再打一遍电话才行。平常和大北交流的时
候，老爸喜欢一边敲着桌子一边质问他，就像
在和下属说话。
成长过程中缺少来自父亲的慈爱，大北
一直感觉到权威感的压力，老爸说什么也都

一位一线民警告诉记者，孩子的年龄和
他有权支出的消费额度确实存在关联，但是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如果钱款的数额不
是特别巨大，而且若是孩子本人的压岁钱，就
算直播平台、游戏公司拒不还钱，闹上法庭，
家长也未见得能够要回来。
父母作为监护人
有权
“代为保管”压岁钱
那么，
如果孩子真的把几千乃至上万元压
岁钱一股脑打赏给了主播们，
或者换成了游戏
里的虚拟装备，
家长们就彻底没办法了吗？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许浩律师认为，压
岁钱在民法上属于“赠与”。一旦给付孩子，
孩子接受后，
“ 赠与”即行成立。
“ 压岁钱是孩
子的，父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从民法上，
有权代为保管孩子的压岁钱。所以，家长们
说
‘先给你存着’，法律上也算师出有名。
”
依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
8岁以上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们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需由其法定代理
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如果这
个行为是让未成年人纯粹获益，
或者是与他的
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行为，
可以独立实施。
不过话虽如此，现在的经济环境、网络环
境确实也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孩子拿着几千
元去买电视，显然并不合适，商家跟孩子做这
笔生意，极有可能最终需退货退款；然而同样
拿几千元在网上买个游戏装备、给游戏账号
充值，是否能一概认为“实施了与年龄、智力
不适应”的民事行为？毕竟玩手机游戏，对孩
子而言并不算什么过分行为。
许浩说，
《民法总则》第十条明文规定，所
处理的民事纠纷，如果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
下，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一般能够打赏主播、游戏充值的未成年人都
超过了 8 岁，比如在 10 岁到 17 岁这个年龄
段，的确是存在着一个比较尴尬的认定情况，
这往往需要法官进行自由裁量。但正如总则
第十条的规定，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些行
为，即使孩子用的是自己的压岁钱，也不能说
是一种值得社会鼓励的行为，如果走上法庭，
法官很可能会考虑到孩子年龄、阅历所带来
心智不健全等因素，酌情要求平台或游戏公
司退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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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起矛盾……当家长们的“职业病”说来就
来，不分时间不论场合不管对象，拦都拦不
住，
就会带来一些问题。
虽然很多网友在长大以后理解了父母的
辛苦和不容易，与“犯职业病”的父母达成和
解，但他们仍然希望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能
少一些争吵和烦恼。佳欣就表示，妈妈是老
师也有好的地方，因为妈妈“懂行”。佳欣说
妈妈特别注意保护他的学习兴趣，遇到有老
师布置了抄写多少遍这样的重复性作业，妈
妈就会和老师沟通，在征得老师同意后就会
以听写一遍全对来代替。如果妈妈更多的是
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发挥自己的工作优势，那
自己的假期会快乐很多。
建议
如何把
“职业病”
关在家门外
彭茜建议，当经历了忙乱的一天回到家
时，家长在进家门以前，可以先在家门口做个
深呼吸，告诉自己已经将工作情绪锁到办公
室了，没有带着它们回来。也可以回家就换
准来要求孩子，致力于树造自己的权威，不愿 不敢反对。而且父亲的做法不但让他产生了 下职业装，换上家居服和拖鞋，通过换装的动
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竭力掩饰自己的弱点 关系上的疏离感，甚至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 作，提醒自己从外表到内心都回归到家庭
等。这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人认识到了这个 包括对等级森严的工作的厌恶和抗拒。在谈 了。还可以通过卸妆、蹲下来和孩子说话、对
问题，并尽力去调整、规避，有的人却认为这 到职业规划时，大北立刻说：
“我肯定不会在 着镜子看自己的面容、与孩子说话前先听听
很正常，长此以往，就会对家庭和谐、孩子成 大企业里工作，想起来以后上司也敲着桌子 自己说话的语气等方式将真实的自我带回
长带来负面影响。
说话，我就头疼。”他希望的，是在中小型创业 家。
在彭茜看来，把“职业病”带回家容易将 公司找一份基于业绩的岗位。不过虽然有这
同时，在与孩子交流时，父母应避免对孩
家庭变成另一个职场，甚至是“战场”。一旦 样的期待，但他还是首先遵循父亲的意愿，去 子说
“你必须……”
“你马上给我……”
“我早就
遇到孩子不服从、不配合，或没有达到要求的 一家央字头单位实习了。
告诉过你……”
“我这正忙你别打扰我……”
这
情况，家长往往容易被激怒，感觉受到挑战，
网络上也时常能见到有网友发文吐槽把 样的句式。可以预先设定一个情绪空间（一
从而容易引发亲子矛盾。而家庭教育比学校 “职业病”带回家的爸妈。比如有一位知乎网 个相对封闭的房间）或情绪闹钟（感觉情绪激
教育更重要，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也更深 友就表示，做记者的父母会把“高效、冷静、客 动时给自己三分钟），当遇到孩子不听话、不
远。这一评论也得到几位采访对象的认可， 观、现实”的职业惯性带入生活中，但这些在 服从时，先停下来，到情绪空间让自己冷静下
大学生大北就表示，感觉父亲对自身权威的 这位网友看来“大概就变成了‘不近人情’ 来，或用情绪时间想想，我们是要“赢得”孩子
重视超过了对事实的认识，即使是自己出现 ‘犀利’
‘不浪漫’
‘节奏飞快’”，并为此和父 还是“赢了”孩子。同时，还要敢于向孩子认
错误，也会通过“咱们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 母吵过很多次，还对父母职业有了偏见。有 错，当发现自己又犯了“老毛病”时，要及时停
来转移话题。
的家长职业是警察，孩子犯错时就像审犯人 下来，真诚地对孩子说“对不起，我犯了一个
网友
一样管理孩子，孩子有点什么毛病，就上纲上 错误，我向你道歉”。职场讲究输赢，但家庭
“奇葩”
爸妈真不少
线，引起孩子的逆反；还有的医生家长特别爱 却不是个讲输赢的地方。
现在已经读大学的大北从来不会为作业 干净，结果孩子有洁癖，跟同宿舍同学相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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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别把
“职业病
职业病”
”
带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