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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 城 记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者
李璇) 在聊城，今年“三八”妇女
节的礼物悄悄“变身”，不少年轻
人放弃了传统的送花等方式，改
送一些实用有创意的温情礼物。
商家推出的自制礼物和一些有意
思的卡片受到年轻男士热捧。

“今年，我打算自己动手做一
盒巧克力送给女朋友。”8 日，正
在一家甜品店选购巧克力模具的

小刘说，往年每到妇女节，他都会
给女朋友送鲜花或现成的礼品，
今年想选择一些有新意的礼物。
他感觉这种 DIY 礼物的方式挺
新鲜，礼物中注入了自己的心意，
女朋友应该会更喜欢。

在柳园路一家精品店选购礼
物的张先生说，他准备送给女朋
友一个保温水壶，因为女朋友经
常到外地出差。“希望她在外奔波

时也能喝到热水。”另一位年轻男
士表示，准备给女友送双袜子。

“希望它能代替我保护她的脚，这
样我们的爱情才能走得更远。”

记者走访发现，城区柳园路
和聊城大学附近的不少精品店，
都推出了富有创意的妇女节礼
物。不仅有实用的温情礼物，也有
让顾客自制的饼干、巧克力、玩偶
等。“DIY 礼物推出以来，最近每

天都有不少男士通过这种方式来
组合礼物。”聊大附近一家精品店
的工作人员介绍，店里一些“最佳
妈妈证”、“好老婆证”等有意思的
小礼物，也卖得不错，不少年轻人
都一次买两个，一个送母亲，一个
送女朋友。

相比传统礼物，不少年轻人
都表示，创意礼物不仅价格便宜，
而且礼物内容有喜感。

妇女节礼物悄悄“变身”

放弃送花改送实用创意礼物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者 李璇) 8 日是国
际妇女节，不少商家针对女性推出各种促销。宣传
海报上，传统的名称“妇女节”被商家冷落，而是以

“女人节”、“女生节”、“丽人节”等代替。商家表示，
变换名称多是为迎合城市女性心理。

8 日，城区不少商家围绕妇女节推出了金银饰
品让利、钻石玉器“满 2000 返 200 ”、品牌化妆品

“满 300 送 30”、品牌女鞋店全场 7 至 8 折等促销
优惠活动。有的超市还推出女士购物送鲜花，美容
店也推出各种优惠吸引顾客。与往年妇女节促销活
动不同的是，“妇女节”一词多被商家冷落，而是改
叫“女人节”、“丽人节”、“女生节”等。

东昌路一家品牌鞋包店挂出了“幸福女人节”
的粉色标语；柳园路一家品牌女装店，贴出“ 38 女
人节，经典款一折起”的促销海报；振兴路一家超市
的巧克力专区，则挂出“浪漫丽人节”的标语。一商
家工作人员表示，用“女人节”等名称代替“妇女
节”，是为迎合城市女性心理。

“‘妇女’的叫法，让人总感觉是家庭主妇。而现
在城市女性多追求一种独立时尚、美丽优雅的生活
态度。”柳园路一家品牌女装店的女店主表示，“妇
女节”的叫法容易让人感觉被叫老了好几岁，用‘女
人节’的名称更能得到大家认同。

“中午男友送我一盒巧克力，却对我说‘妇女节
快乐’，让我感觉很别扭。”采访中，不少未婚女士表
示，3 月 8 日也是女孩的节日，而且自己还不想被
叫做“妇女”或“女人”。

“妇女节”受冷落，改叫“女人节”
商家表示，变换名称为迎合城市女性心理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马帅 赵晓
翠 ) 市民孙女士 8 日致电本报
女性法律咨询热线 8451234 说，
她与男友已订婚半年，没想到男
友突然提出分手，双方因为退不
退礼金至今争吵不休。律师说，根
据《婚姻法》有关司法解释，礼金
应该返还。

孙女士说，她与男友感情不
错，俩人去年订的婚，订婚时男方
给了礼金和黄金饰品。“订婚后我
觉得他对我比较冷淡，但没多想，
最近他突然提出分手，还让把礼
金全部还给他，我觉得是他欺骗

了我，应该给我补偿。”
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树杰说，目前因彩礼形成的纠纷
不在少数，还因此发生过刑事案
件。“聊城一个男子跟女友订婚
后，又提出解除婚约，经媒人协调
达成协议，女方归还了绝大部分
礼金，男子回家后他父亲嘟囔他
不争气，男方赌气又去女方家，接
着男方的亲属也去了女方家，双
方打了起来，结果女方唯一的弟
弟被捅死。”

张树杰说，民间订立的婚约
不属于法律行为，没有法律约束
力，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解除婚

约。而对于俗称“彩礼”的订婚礼
金，一般是应当予以返还的。对
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
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
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
予以支持：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的；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婚前给付并
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这是因为，彩礼的给付不
同于一般的赠与行为，彩礼的
给付目的性非常强，就是为了
男女最终缔结婚姻关系，当缔
结婚姻这一目的不能实现时，

给付的礼金或者贵重物品如金
银 首 饰 等 应 予 返 还 。”张 树 杰
说，如果双方已经登记结婚或
者已经共同生活，则彩礼是不
应予返还的。解除婚约的情况
下，双方在彩礼返还问题上应
尽量沟通协商，互谅互让，妥善解
决，避免发生纠纷或悲剧。

有市民订婚半年分手，礼金退不退起争议

律师：结婚不成礼金应返还

咨询：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吵
架时他经常大打出手，我该怎么
办？

律师：遇到家庭暴力可以
求助于第三方，可以找居委会
或村委会协调，也可以向妇联
求助。如果伤情比较严重，可以
做鉴定，根据鉴定结果断定轻
伤还是重伤，打人一方需要负
刑事责任。目前，家庭暴力多表
现为冷暴力，夫妻感情破裂后
形同陌路，这样求助法律也无
济于事，还是需要双方协商解
决。

咨询：我和丈夫协议离婚
了，孩子的抚育费应如何给付？

律师：子女抚育费的数额，
可根据子女实际需要、父母双
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实际生活
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
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
之二十至三十给付。负担两个
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
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
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
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
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
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
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比例。
抚育费应定期给付，有条件的
可一次性给付。对一方无经济

收入或者下落不明的，可用其
财物折抵子女抚育费。父母双
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
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
费，但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
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
子女健康成长的，不得协议。

咨询：我现在怀孕了，丈夫
竟然提出离婚，我该怎么办？

律师：《婚姻法》第三十四
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和分
娩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
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
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
请求的，不在此限。

也就是说，法律虽然限制

男方在女方怀孕和分娩后的
一定期限内的起诉权，但在特
殊情况下仍可受理男方的离
婚请求，这里，关键是看哪些
情况属于“确有必要”而不受此
限制。

从审判实践及最高人民
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看，“确
有必要”的情况，目前一般是
指女方因通奸怀孕(不包括女
方婚前与他人发生性行为而
导致怀孕)的情况。男方在女
方通奸怀孕后或在女方分娩
一年内提出离婚诉讼的，法院
就应受理。

本报记者 刘云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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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者
李璇) 妇女节的到来，让城

区花店的生意又火了一把。8
日，记者在市区多家鲜花店了解
到，买花的人中未婚年轻男子居
多，丈夫送妻子鲜花的却不多
见。

8 日，在城区不少花店都会
看到年轻男子挑选鲜花，有的是
送母亲，有的是送女朋友。“去年
我还没有女朋友，给妈妈买了一
大束花，还准备了一个按摩器。
今年有了女朋友，肯定两个人都
得送。”在城区兴华路一家花店
买花的男士笑着说，他买了两束
花，康乃馨送给妈妈，百合给女
朋友。该鲜花店的老板介绍，已
婚男子买花送给妻子的不多，一
上午还没遇见一个。

8 日下午，在东昌路一家花
店，一位中年男子正在给妻子买
花，精心挑选了 10 枝康乃馨、10
枝玫瑰。该男子说，他与妻子结
婚已 10 多年了，由于自己长期
在外工作，家中老小全靠妻子照
顾，妻子多年来的辛苦他都看在
眼里。但不善表达的他从未给妻
子送过花，只是在回家时尽量帮
妻子做家务。“去年的母亲节，
10 岁的儿子送给她母亲一朵康
乃馨，当时妻子感动的都哭了，
我才受到启发。情人节的时候，
我在外地出差。赶上妇女节，我
想送给她一些漂亮的鲜花，让她
高兴高兴。”看到此景，花店的老
板也感慨地说：“今天卖出多少
花，多得都记不清了，给结婚十
几年的妻子买鲜花的，这还是头
一回见。”

头条相关>>

买花的多是年轻人

给妻子送花的不多见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者
李璇 ) 8 日，不少女性上班

族在享受半天假期的同时，还收
到单位发放的洗发水、护肤品、
购物卡等节日福利。而节日当天
不少“一无所有”的男性上班族
则“怨声载道”，纷纷大呼“求过
节，求平等、求福利”。

“单位给每位女职工发了一
张电影票，下午还能放半天假，
我们约好一起去看电影。”刚工
作半年的小张，在城区一家培训
机构做会计，8 日是她工作后的
第一个妇女节。“单位给我们安
排了免费体检，主要是检查女性
的一些易发疾病。”已经工作 5
年的刘女士说，她所在单位每年
妇女节都会组织女职工体检，还
请相关专家解答女性在生理和
心理方面的问题。记者在走访中
了解到，8 日不少单位都为女员
工放假半天，并发放了购物卡、
洗护用品等节日福利。

妇女节当天，不少“一无所
有”的男性上班族则“怨声载
道”。“单位女同事放假半天，还
有福利可拿，我们正常上班不
说，还要分担女同事的工作。”在
城区一家商场工作的林先生说，
往年妇女节他们男职工虽然不
能拿与女同事相同的福利，但单
位也会象征性给予安慰奖励，但
今年单位对男职工没有任何表
示，让不少男同事大呼不公平。

“男人不仅要在外工作赚
钱，还要买房、买车、养家糊口，
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啊。妇女节光
买礼物就得花将近一个月工资，
为啥只有三八妇女节却没有男
人节呢？我们也要过节、要平等、
要福利。”采访中，不少年轻男性
表示，应该给男性也设立一个

“男人节”，可以借机舒缓一下生
活压力。

女性有假期有福利

男员工妇女节求平等
商家 8 日的促销海报上，“妇女

节”被“女人节”代替。
本报记者 李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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