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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畑畑 整理

微播报

本报讯 “既然不能推开
门就看到一个恢复了正常的世
界，那就努力一下，让人在揭
开锅盖的那一瞬间，觉得一日
三餐还是一如往常。”宁波大
学科学技术学院的大三学生杨
柳婷在网上晒出了疫情期间的

“美食日记”。
在这个因疫情而显得无比

漫长的寒假期间，她在厨房里
释放想象力、动手能力和旺盛
精力，每日钻研新品菜肴，用
手艺为饭桌添彩，用美食缓解
疫情带来的焦虑情绪。

初试手艺，百道新
菜让长辈乐不可支

“今天的饼皮有点丑，但
是菠菜卷双拼还是很美味！”
杨柳婷晒出了最近的新菜品。
菠菜榨汁和面做饼皮，里面夹
上肉片和新鲜的生菜，外面撒
上黑芝麻，像是煎饼果子的升
级版。

从东北锅包肉到广西螺蛳
粉、韩式辣酱烤肉到五分熟的
菲力牛排、甜点还有芝士古早
味蛋糕、酸奶慕斯蛋糕等，杨
柳婷融汇中外美食的朋友圈让
人垂涎三尺。说到做菜的初
衷，她直言，一开始想通过自
己做减脂餐达到减肥目的，但
随手一刷就刷到很多美食制作
的视频，餐桌的菜也就越来越
丰富。

杨柳婷的父母工作忙碌，
她就挑起了照顾长辈的担子。
每天的午餐成了爷爷奶奶最享
受的时光，他们总是满怀期待

地看着孙女从厨房搬出一道道
他们从来没吃过的菜肴。“看
着食材都是在菜场常见的，但
是婷婷总能做出我们没见过的
样式！”

为了把菜肴做得符合长辈
的口味，她还调整了配料表，

“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平
常吃的都是口味清淡的杭帮
菜，所以做川菜的时候我会适
量减少辣椒，更注重突出食物
的鲜味。”

在食材和烹调方式上，她
大量选择了即使牙口不好的老
人也能享用的菜色。经过她
的悉心照料，80多岁的爷爷
奶奶不但没有因为不能随时
出门遛弯而觉得烦恼，反而
心甘情愿地宅在家里看小孙
女来回“折腾”。偶尔出门，
他们还会眉飞色舞地向邻居
们说起自己的宅家伙食，引起

旁人羡慕。

专业摆盘，课堂所
学为菜品增光添彩

有邻居对杨柳婷的爷爷奶
奶调侃说，大学生在家学做
菜是不务正业，但她表示，
做菜的时候也能学以致用。
菜肴的味道到底如何，只有
品尝的人才知道，用图片进
行展示时，精致的摆盘在很
大部分上决定了食用者对食
物味道的定义，而学产品设
计专业的她将建模渲染、材
料设计等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用到了摆盘上。

“产品设计在建模渲染阶
段会有很多不同的配色选择，
菜品摆盘也一样，要利用食材
的纹理、颜色、形状、结构，

达到平衡视觉与味觉。”杨柳婷
表示，《材料构成》这门课给了
她很多灵感。例如柔软细腻的蛋
糕适合木质盘或是白色盘，用干
净的底色平衡蛋糕给人带来的甜
蜜感觉，而在旁边放一杯咖啡则
更有视觉“解腻”的效果；韩式
炒年糕本身的颜色就非常鲜亮，
让人有饱腹感，用生菜铺底的深
色平盘盛出，再点缀上白芝麻，
可以达到“让主食变零食”的错
觉。

杨柳婷从厨房获得的成就感
和治愈感已经不再局限于朋友
圈，在小红书、抖音账号上，
她详细编辑了图文、视频制作
教程，获得不少网友的评论和点
赞。手持设计专业为她锻造的钥
匙，她表示将从课堂中吸取养
分，在厨房里继续磨练自己的厨
艺，争取走出“美食博主”的发
展道路。

大学生宅家两月
“跨界”成美食博主

本报讯 古有孟母三迁，
今有择校而居。一些家长为了
能让孩子上理想的学校，不惜
重金买学区房。陈先生就看中
了一所小学，专门找了一处二
手房源准备购入，以便让孩子
能在身边就近上学。谁知合同
签了，定金也付了，才发现学
位已经被卖家优先占用。面对
这种情况，陈先生能否选择毁
约并拿到违约金？日前，慈溪
法院杭州湾新区法庭处理了该
起案件。

付了定金的学区
房却被房主优先占了
学位

陈先生是从杭州来杭州
湾新区工作的。他打算在新
区买套合适的学区房，等一
两年自己事业相对稳定后，
孩子可以转学过来。精挑细
选各种房源后，陈先生看中
了世纪城某小区的一套二手
房，该小区附近就有一所他
认为不错的小学。

2018年 7月 1日，陈先生
与房主刘某夫妇签订了《房地
产买卖居间合同》。合同对定
金支付、后续正式合同签订时
间等事项作了比较详细的约

定：刘某夫妇将名下位于该小
区的一套房子及车位以115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先生，合
同签订日陈先生支付定金 10
万元，合同签订后 10日内再
支付 50 万元定金；双方于
2019年 8月 1日前按本合同约
定的主要购买条件签订房屋
买卖转让合同；刘某夫妇可
使用房屋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刘某夫妇收到全款后按
2000 元/月支付陈先生租金，
陈先生如因个人原因不能购
买，可换别人名义购买，刘
某夫妇的户口在 2019年 12月
31日前迁出。

在上述《房地产买卖居间
合同》签订后，陈先生按约支
付了 60万元。在正式的买卖
合同签订前，刘某夫妇告知陈
先生，称需要使用该房屋权证
为自家要升小学的孩子进行入
学登记。对此，陈先生回复表
示，只要后期不影响他家孩子
就读就没事，同意刘某夫妇从
中介处拿走了房屋权证。

之后，陈先生打听到，原
房东如有孩子已在相应小学就
读的情况下，可能影响新迁入
房东孩子顺利入读。这下，他
坐不住了，赶紧找刘某夫妇商
量，结果双方发生争议。

陈先生认为这样一来自己
的孩子将不能就读理想的小
学，故不愿意再签订正式房屋
买卖合同办理过户手续，而刘

某夫妇认为陈先生是无故违
约。双方就此问题进行多次协
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

合同约定未明，买
卖未成各有各的未尽
之责

2019年8月，刘某夫妇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起诉陈先
生，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
程序。随后，陈先生提出反
诉。同年 10月，法院对两案
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

庭上，双方均认为交易难
以为继，同意解除之前签订的
《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但
是，刘某夫妇认为责任在陈先
生，是他未按约办理房屋转让
手续，要求法院判令扣掉 23
万元定金作为违约金。而陈先
生认为，双方在中介公司签合
同时就说好了自己买房是为了
学区，现在刘某夫妇的孩子占
了学校入学的学位，再买这套
房子已经没有必要，要求对方
悉数返还 60万元，并另行支
付23万元违约金。

经过查看双方提交的材
料，法官发现对于子女入读相
应学区这个事，双方并未作出
明确的书面约定。随后，法官
又向相关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了
调查。据调查，在目前政策
下，刘某夫妇的子女以涉案房

屋为依据在对应校区学校就
读，陈先生购买房屋后其子女
在对应校区学校就读将不属于
第一类招生，后期招生政策存
在调整的可能。

双方均主张对方违约，需
要支付 23 万元违约金，那
么，这个“锅”到底该由谁来
背？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涉案
《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虽然
明确了买卖价款等主要买卖条
件，但双方在合同中也表明了
尚需签订新的正式的合同，故
应当认为双方之间是预约合同
关系。在签订该预约合同后，
双方均负有进一步达成正式买
卖合同的磋商义务。当事人未
能签订本约，并不能直接认定
其违约，而应审查本约未能签
订是否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

本案合同签订后，涉案房
屋发生了变化，即刘某夫妇使
用该房屋的权证进行了入学登
记。虽然双方签订的预约合同
中未就子女入学的有关事项进
行约定，陈先生也无证据证明
其签订预约合同时向刘某夫妇
明确了子女就读的需要，但涉
案房屋的上述变化对于购房者
而言显然属于重要事项。陈先
生以此为由，拒绝签订本约，
不应直接以此认定其存在违
约。

本案中上述事实的发生经
过双方磋商，故应审查双方对

该事件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刘
某夫妇曾就使用该房屋权证登记
入学事项征求陈先生意见，陈先
生表示同意，前提为不影响其子
女入学。而根据法院的调查，虽
然购房者子女就读对应校区学校
的顺位下滑，但也并非全无入学
希望，双方在此前的磋商过程中
又并未明确该“影响”的具体指
向。

综上，法院认为，双方对合
同解除无争议，故《房地产买卖
居间合同》应当解除。双方在签
订预约合同后进一步的磋商过程
中因涉案房屋相关入学问题产生
分歧，而该分歧的产生双方均不
存在过错，后续双方也就此进行
了协商，现双方各主张对方支付
违约金 23万元的诉请，法院均
不予支持。目前该判决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合同解除，陈先生已
经支付的购房款应予返还。

法官提醒
为了给孩子更优质的教育资

源，很多家长都愿意去购买附带
学位的房屋，着急下定金锁定房
子，却忽略了当中的法律风险。
目前各地的学位政策各有不同，
家长在购买相应学区房时应尽可
能全面了解相关入学政策。如购
买房子是为了获得学位，在购房
合同中应明确购房目的，并保证
学位并没有被占用，必要时固定
好和卖家或者中介的聊天内容，
以更好地维护好自己的权利。

付了定金的学区房却被卖方优先占了学位

这笔买卖不成的“锅”该由谁背？
本报讯 日前，慈溪法院

民一庭法官两天成功调解两起
民事纠纷，并促成当事人及时
履行完毕，审判、执行有序衔
接，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这是一起发生在两家承接
活动的合作同行公司之间的委
托合同纠纷。原告是鄞州的一
家文化传播公司，被告是我市
的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由于该
案证据欠缺，存在事实不清、
法律争议较大的问题，案件审
理一度陷入僵局。

3月25日上午，在做了精
心准备后，民一庭法官鲁文文
第二次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
经过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及帮
助沟通，鲁法官成功促成双方
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争议，并达
成由被告公司返还原告公司
37万元款项的调解协议。

由于该案立案后，原告公
司即申请冻结了被告公司的银
行存款。被告公司负责人表
示，没有另外的流动资金可以
用来足额支付这37万元，希望
法院在解除冻结的同时直接扣
划账户内的余额。为充分保障
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官
向原告公司释明情况并征得了
同意，由法院在扣划冻结账户
内存款的同时解除保全措施。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真正实现案结事了，鲁法官

“趁热打铁”，利用当天中午休
息时间，加紧制作解除冻结、

扣划存款的裁定，下午又抓紧时
间前往银行扣划了相应的款项并
解除了被告公司其余存款的冻
结。在查询确认扣划款项已到账
后，鲁法官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
随即发起案款发放流程。次日，
原告公司回复确认已收到法院发
放的案款。调解加执行一步到位
得以解决。

另一起是离婚纠纷。3月26
日上午，在鲁法官的居中调解
下，原被告双方就离婚、子女抚
养、嫁妆返还等事项最终达成调
解，并决定女方当天下午即去男
方处取回嫁妆。由于在上午的调
解过程中，双方的矛盾显得较为
激烈，为确保嫁妆能顺利完成交
接，避免产生新的矛盾纠纷，民
一庭安排鲁法官在内的三位工作
人员下午同往现场监督嫁妆交接
履行。

不出所料，在嫁妆清点、搬
运期间，双方多次发生争执，所
幸在场的法院工作人员及时制
止、协调。至当晚6点，所有嫁
妆交接完毕，双方在交接清单上
签字确认。在确保搬运车辆安全
驶离现场后，鲁法官一行才离
开。

近年来，慈溪法院不断完善
“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不断
强化审判法官执行意识，促使案
件真正案结事了。将调解与执行

“无缝衔接”，为当事人所想，避
免过程中新矛盾的产生，从源头
减少执行案件。上述两案，也是
该院努力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司
法成本、快速办结案件的一个缩
影。

被冻结的款项
调解次日顺利到账
达成离婚调解

现场监督嫁妆返还
悉心调解促纠纷化解 审执对接助执行攻坚

孩子的天性总是好奇且带着发现的。女孩正在通过摄影爱好者的长焦镜头观察滩涂
上的海鸟，好奇的男孩却从另一端也想去探索些什么，让人看到了镜头之外的一种乐
趣。 ■拍拍小友 叶云川

童趣

■全媒体记者 孙佳韵
通讯员 宋超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刘山山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陆思颖

微 信 网 友 Moon：
“妈妈，我帮你把冷冷的
冰激凌吃掉了，外面的
蛋卷你可以吃了，舔得
可干净了！”谢谢，真是
个贴心的皮袄子。

（4月13日13时37分）

微信网友 weiwei：
整个过程，我只被需要
出示一次五官，所以我
如同付钱码……

（4月13日21时42分）

@流口水的小丸
子：绿化带私自种菜，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忙
处理一下！

（4月13日15时24分）

微信网友跟老莫学煲汤：有组织有纪律，挨家挨户讨吃
的。 （4月12日17时3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