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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借条帮儿孙买房不可取
很多老年朋友在换房时， 在江女士的心里是千好百好，
为了帮儿孙将来省点儿税费， 然而后来孙子找的女朋友怎
什么条件都不提，把房子直接 么都不入江女士的眼。以前
写在儿孙名下。这本是一片好 对她千依百顺的孙子更是犯
心，
但事实上，
这种失去房屋控 了牛脾气：
“我就看她好，非她
制 权 的“ 裸 赠 ”，风 险 十 分 巨 不娶。”这可把江女士气坏了，
大。这两天，北京市民江女士 “没想到他这么不听话，不听
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
我话，就别住我房。 ”孙子立
即反驳：
“ 房子写的可是我的
没想到
“他这么不听话”
名字。”这下江女士受不了了，
十几年前，家住北京崇文 一气之下，住进了医院。
门外的江女士家拆迁，
分了三套
附带义务尽量明确具体
房子，
正好他们老两口一套，
儿
女各一套。到了房产登记的时
对于老年朋友在世，房产
候，
看到很多邻居都把房子写成 提前给儿孙，北京市君永律师
了孩子的名字，
说是为了以防将 事务所律师徐颖表示，
“老年朋
来房产过户缴税。江女士想： 友都心疼孩子，但这件事一定
“现在儿女都有房了，
自己这套 要心狠，因为老年人已经是弱
房将来就想留给一手带着的小 势群体了，
除了房子，
可能什么
孙子。与其将来缴税，
不如现在 都没有了。别为了省点儿税
就给了。
”
于是，
就把自己住的这 钱，
把整个晚年都搭进去”
。如
套房子写了孙子的名字。
果一定要给，可办理附义务的
那时候，十几岁的小孙子 赠与，
并尽量明确具体，
比如儿

贴身衣服线下购买
进入立冬节气，记者走
访多家大型综合超市和商
场了解到，冬季防寒类衣物
开始热销。其中，保暖内衣
格外受市民追捧，更成为中
老年消费者的最爱。
在家乐福等多家超市，
销 售 人 员 介 绍 说 ，折 后 约
100 元 的 套 装 销 售 最 为 火
爆，很多款型开始断码。有
的品牌在落地展示架上单卖
保暖秋裤，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
“老年朋友喜欢穿保暖内
衣的特别多，特别是上了岁
数，
膝盖不能受凉，
这种带护
膝夹层的很受欢迎。
”
“老年朋友身材发福，
网上很难挑选弹力适中且
合身的衣物。”正在挑选保
暖内衣的刘女士告诉记者，
她认为贴身衣服最好还是
线下购买，能够试试是否合
身。另外，她告诉记者，自
己挑选的准则是要亲肤舒
适、保暖性好、防静电。专
业人士提醒消费者，应注意
一些营销噱头，例如“热力
卡、暖力卡、魔卡”等，这些
是被行业标准所禁止的。
在面料选择方面，推荐全棉
保暖内衣，以防皮肤过敏。
（摘编自《今晚报》
）

孙一个月给多少赡养费、是否
请保姆照顾等。如果说儿孙没
有履行相应义务，就可撤销赠
与，撤销权自老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
行使。当然，
这样做的话，
不能
避免税费，
但养老是大问题，
即
使不能避税，也不建议老年朋
友去做那些风险较大的行为。

借款事实。法院在审查时，
要看
老人当初是否真实地把几百万
资金借给了儿孙。如果没有的
话，
光有借条，
法院是不会支持
要求儿孙偿还借款的请求，
因为
双方之间实际上是赠与法律关
系，
而不是借贷法律关系。
对此，当事人之间可以写
一个协议，
写明资金是由老人出
资，
然后房产登记在儿孙名下，
帮买新房须签明协议
房产实际上是由老人所有，
在这
此外，还有人会直接帮儿 个约定的前提下，
同时附一个义
如果以后儿孙尽到了赡养义
孙买新房，
并觉得可以让儿孙写 务，
一张借条来维护老人的权益。 务，
房产在自己百年以后可以正
（摘编自《北京
徐颖表示，
这也是不可取的，
因 式归儿孙所有。
为把钱赠与给儿孙和让儿孙写 晚报》
）
借条，
这实际上形成了赠与和民
间借贷两个法律关系。
赠与因为没有附条件，
把
钱交付给儿孙后这个行
为就已经完成并生
效了，
而民间借贷需
要双方存在真实的

阳台种水果有些小窍门
很多花友习惯在阳台上 来决定浇水量多少。秋季果实
种花、种草，但如今，水果也成 成熟期后，
减少浇水量，
太多的
了热门
“选手”
。在阳台上种植 水分会造成果实开裂。无花果
水果，
不仅可以修身养性，
如果 耐旱但不耐寒，秋末霜降前后
种得好还能直接食用，水果中 要及时搬到室内养殖。
有很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大
【圣女果盆栽】 圣女果也
有裨益。如果有兴趣，可以选 就是大家常说的“小西红柿”。
几款
“入门级”
的练练手。
种植前，先要在花盆内部放上
【无花果盆栽】 无花果根 底肥，
最好是鸡粪、
鸽粪等有机
系比较发达，需要准备一个大 肥，
并与土壤充分混合；
秧苗刚
点的容器，
并且需要露天阳台、 栽种到花盆里的时候，要保证
院落等较大空间的生长环境， 土壤不要太湿，否则容易徒长
土壤要求肥沃、
透气性好；
浇水 （茎叶疯狂伸长）。待出新叶
基本可以根据其枝叶生长进度 后，
可晒太阳，
但要保持水分充

足和通风良好。另外，小番茄
苗开始分叉后，得把下面的枝
条剪除，
避免消耗大量养分。
【葡萄盆栽】 种葡萄最好选
择深四十厘米以上的花盆。葡萄
喜水，
但根又怕涝，
可在盆底排水
口放一些碎瓷片等，
保证多余水
分及时排出。尚未结果的盆苗，
每7－10天施饼肥水1次，
施到9
月底为止。已结果的葡萄，
每5天
施1次。果实采收后再按盆苗施
用。每次施液肥后，
都要立即浇
水。此外，
葡萄的卷须也要及时
清除。(摘编自《都市快报》
）

供暖不热自己先排查
眼下，部分城市已经开始
供热。对广泛采用地采暖供热
的小区来说，如果家中出现不
热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天津市
供热专业人士刘子昆介绍，如
果发现家中某些区域不热，可
以自己先进行一个初步排查，
加快维修进度。
采用地采暖的小区，每层
楼都会有一个管道井。打开管
道井后，先摸一下引入自己家
中的这根管道热不热，同时看
一下管道的截门是否处于未开
启状态。如果没问题，再回到

室内继续排查。凡采用地采暖
的房间，一般在屋门附近设有
一个分水器，查看里面供热管
道上的截门是否完全打开。当
截门把手与管道呈 90°时，说
明截门处于关闭状态；当截门
把手与管道重合时，说明截门
处于打开状态。如果管道井和
屋内分水器都查完没有问题，
那就有可能是管道内杂质太
多，
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维修。
此外，地采暖和普通暖气
片一样，
在供热初期，
管道内气
体可能会不断积存，若不及时

排出将影响系统正常运行。居
民可以打开屋内分水器的放气
阀，将气体排空后再拧紧。在
做这一步时，要在专业人员指
导下进行。此外，家中安装有
温度调节器的地采暖用户，应
注意缓慢升温。如果发现家中
木地板边角处有翘起或渗水情
况，要第一时间关闭家中分水
器 的 截 门 ，同 时 拨 打 报 修 电
话。另外，地面上不宜放置玻
璃器皿等容易因高温破裂的物
品，防止热胀冷缩物件开裂伤
及人体。
（摘编自《今晚报》
）

生活 小神器

买鞋量脚神器

老年朋友们出行不
便，想买双新鞋时，总是担
心逛街麻烦甚至容易摔
倒，也有的因为自己脚气
太大，担心试鞋尴尬。托
儿孙们买的话，有时又不
能保证合脚，本期我们就
为您推荐一款量脚神器。
使用时，将脚掌垂直
放入量脚器，脚后跟贴合
量脚器后挡板；确定脚掌
达到伸直状态，将滑动挡
板移至脚尖处，挡板垂直
处的左侧刻度就是脚掌的
长度，右侧则是参考鞋码
（测 量 范 围 ：9-31 厘 米 ，
8-52 码），并同时列有买凉
鞋、棉鞋、单鞋和脚宽脚胖
时的参考值，
简单方便。
备注：各大购物网站
均有销售，您也可以去大
型实体超市咨询选购，参
考价格在 25 元左右，购买
时请认准成人使用版。
■生活小妙招

冰箱要除霜
贴张塑料膜
冰箱用久了，
总是会结
着厚厚的冰霜。到底怎样
才能快速清除冰霜？
在清理冰箱前，
首先拔
掉冰箱插头，
然后将所有食
物移出冰箱外，
接下来，
在冰
箱中放上几碗热水（60 摄氏
度左右，
在冰箱的底部最好
垫一条毛巾），
几分钟后，
冰
块就会大量融化脱落。如果
冰箱已经冻得连门都打不
开了，
则可以用吹风机吹冰
箱门周围的缝隙，
把门打开
再进行上述操作。除掉冰
霜后，
可在冰箱内壁上涂层
植物油，待冰箱下次结霜
时，
因为冰箱壁附有大量含
油成分，
霜与箱壁之间的吸
力大大降低，
就可轻松剥离
结块。还可剪一块稍厚的
塑料薄膜贴于冰箱结霜壁
上，除霜时，将冷藏室的食
物暂取出，
再把塑料薄膜揭
下抖动一下，
冰霜即可全部
脱落。
（摘编自《姑苏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