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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22 日电（记者王淑娟、郑生
竹、宋佳）被告知数万元英语培训费可以 0手续费
分期付款，没想到却入“坑”被贷款。“学费分期成
就高薪人才”“分期付款实现梦想”……不少培训
机构打出的诱人广告背后陷阱重重。

有消费者反映，当前，一些培训机构宣称可分
期支付培训费，但实际上是诱骗学员贷款。近期，
知名培训机构韦博英语多地关店，不少没有完成
课程学习的学员，却被迫继续偿还金融贷款。

不知不觉分期付款变贷款，培训

机构关门学员被迫继续还款

面对费用高达 45800 元的英语学习课程，上
海的曹女士原本有些犹豫，却没禁得住韦博英语
销售员的“忽悠”：据称，该机构与招行信用卡有合
作，可以 0手续费分期付款，支付一笔头款后，后
续每月只需支付 1400 多元。

2018 年 11 月，曹女士与韦博英语签订了“入
学注册合同”。直到韦博英语关店，看到很多维权
的人说被贷款了，她才发现自己也上当了。曹女士
表示，她后来才得知，所谓的分期付款实际上是贷
款，以其名义借出的 3 万多元贷款，早已由银行一
次性支付给了韦博英语。

韦博英语关店后课程已经无法完成，但因担
心不按期还款会影响征信，曹女士只得继续偿还
这笔被强行绑定的贷款。

在一个 400 多人的“招联金融退款微信群”
里，不少人反映遭遇被贷款。

“当时，韦博英语只说与招联金融有合作，可
以 0 利率分期缴费，没说是消费贷款，还说退学时
随时可以取消还款。”上海的沈女士今年 6 月在韦
博英语给女儿报名了 40800 元的课程。在韦博英语
工作人员的推荐和代操作下，使用了招联金融的
教育分期。“本来是为了规避培训机构跑路的风险
才选择分期支付，没想到却掉进了贷款的‘坑’。”

记者从上海市消保委获悉，2019 年 10 月以
来，与韦博英语相关的投诉激增。据悉，韦博在全
国范围内关店涉及大量学员，其中大部分都用了
贷款，牵涉的既有商业银行也有互联网金融平台。

韦博英语事件并非孤例。“新华视点”记者在
“黑猫投诉”和“聚投诉”平台发现相关投诉达上千
条。投诉对象包括韦博英语、华尔街英语、英孚英
语等培训机构，投诉金额集中在 2 万元至 5 万元
不等。

混淆概念宣传、代客操作掩盖贷

款实质

说好的分期付款是如何变成贷款的？
记者走访上海、北京、南京多地的教育培训机

构发现，培训机构大多将课程周期设置为 1至 2
年，有的甚至长达 4 年，高额的培训费用下，为了
让消费者“掏腰包”，培训机构往往诱导学员用分
期交费来降低报名门槛，并混淆概念，掩盖贷款

实质。
大部分学员表示，销售人员一直宣传是分期

支付，因此，他们以为分期付款的对象是培训机
构，并不知道实际每月支付的钱是在进行金融借
贷还款。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建表示，
培训机构隐瞒贷款的事实，并以分期付款诱导消
费者签署合同，可能构成欺诈。

在操作环节，一些培训机构以协助填写机构
验证码等各种理由“代客操作”，直接通过学员手
机进行贷款申请。

北京的林女士告诉记者，报名时，韦博英语的
工作人员热情主动地帮助完成了整个手续，“只要
我提供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其他都是销售人员
在我手机上操作的。”事实上，正是在这类手机操
作过程中，学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与银行
或金融机构的借贷协议，成为贷款人。

记者体验发现，“培训贷”申请流程很简单，手
机下载相关 APP 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就能操
作，从注册、申请、提交材料，整个流程仅需几分
钟。记者在一家银行的手机应用里进行消费分期，
登录账号后，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证信息，也没有人
脸识别等身份识别，就轻松申请了分期。

一些学员质疑，为何金融机构把个人的教育
贷款直接打给培训机构？金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出于资金风险控制的考虑，为防止资金被挪作他
用，与教育相关的贷款通常都是直接受托支付给
相关培训机构，但多数学员对此并不知情。

一些韦博英语学员提供的合同中写道：学员
通过第三方分期支付费用，学员应与该第三方单
独签署相关协议；韦博英语对于学员与该第三方
签署的分期付款协议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少学员
说，报名过程中只和培训机构签过合同。但他们并
不知道，在手机操作环节已经悄悄勾选了与金融
机构的协议。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教育培训机构与金融机
构合作存在很多不合规的环节，没有充分尊重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涉嫌强制、搭
售贷款分期业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说。

银行以及金融平台为何乐于与培训机构合作
办理相关业务？多位金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培训
机构会以获客费、市场营销费等名义支付一笔费
用给金融机构。

违反培训收费相关规定，应加强

对贷款资金的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
的意见》明确要求，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
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

记者调查发现，通过“培训贷”，培训机构从金
融机构一次性贷出学员应缴纳的学费，再由学员
还贷给金融机构，以规避教育监管。

事实上，“培训贷”已成为培训机构的重要商
业模式，培训机构借此吸引学员，提升业绩，获得

的资金用于扩张。由于资金缺乏监管，一旦培训
机构跑路，风险就暴露无遗。

上海市金融工作局 6 月发布关于“培训
贷”的风险提示指出，部分正规培训机构表面
上提供课程费分期服务，实质却通过实际贷款
机构一次性向客户发放贷款，贷款金额直接委
托划转至培训机构，客户后续通过分期方式进
行还款。此种经营模式，若涉事机构在经营过
程中出现问题，易产生客户未能正常接受服务
的问题。

“金融机构为扩大市场份额，容易降低对培
训机构的风控力度。”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
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凤岩认为，金融机构应当
优化与培训机构的合作方式，加强对机构的审
核和贷后管理。不仅要审核借款人，更要监控培
训机构经营财务动态，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应
对，以降低因培训机构跑路给消费者造成的资
金损失。

刘俊海提醒，现在各类金融贷款和移动支
付非常便捷，提供消费金融的机构也越来越多，
对于消费者而言，要认认真真看合同，不要轻易
让别人帮助操作，保护自身权益。

说好的分期付款，咋就变“培训贷”了

本报记者韩振

“过去，这些藏品散落在巴蜀各地，不被人们
重视，随时可能被损毁。为挽救这些文化载体，我
25 年来耗费巨资搜集 10 余万件古代建筑构件，
就是为了让它们免于损毁。但现在，它们在我手里
也处境堪忧，随时有损毁风险。”重庆大圆祥博物
馆馆长刘健忧心忡忡地说。

2013 年成立的重庆大圆祥民间博物馆是西
南地区最大的巴蜀古建筑藏品博物馆。该馆收藏
了 10 余万件木雕、石雕等古建筑构件，被业内人
士认为具有很高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该馆前期投入巨大，后
期又面临运营、资金、场地等难题，不但藏品文化
价值无法有效挖掘，还因火灾、蚁害、潮湿等威胁，
随时有损毁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在当前一些博物馆真假难辨、
赝品泛滥之际，对真正投身于文化艺术传承与保
护的博物馆，应当予以足够重视、扶持，以让面临
损毁、正在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起来。

承载传统文化基因的博物馆

重庆市璧山区城南约 20 公里，有一座金剑
山。山下有个叫健龙镇新石村的地方，这里有一座
清代工业遗址，名叫天福碗厂。碗厂始建于清咸丰
四年，兴于民国，盛于新中国，后来逐渐衰败。

如今，这里是大圆祥博物馆所在地。博物馆原
封不动地保留了六根大烟囱和十几幢旧式生产车
间、办公楼、职工宿舍，这一切都在诉说着它久远
的历史。

走进博物馆，5 万余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和厂
区里，各种藏品眼花缭乱地呈现在眼前。有巴蜀古
门、古窗、匾额、木雕、石雕、柱础等建筑构件，也有
古床、古柜、厨、桌、椅、橙、架等古旧家具，还有神
龛、神位、佛道造像等传统文化藏品。

“我过去一直从事房地产行业，看到这些精美
文物散落在民间，随时可能损毁，就一件件买了回
来。随着物件越来越多，我把这个厂房都买了下
来，专门存放这些藏品。”重庆大圆祥博物馆馆长
刘健介绍说，这些建筑物件雕功精美，寓意深刻，
体现着巴蜀地区独特的工艺和文化。“一些木门上
精美的绘画，是用原生态矿物原料一层又一层堆
画而成，这种工艺现在已经失传，很值得研究。”

“这个博物馆的收藏展示出了片段的重量和
基因的能量。”曾对该馆做过研究的清华大学建筑
历史与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刘畅说，该博物馆收

藏的古建筑构件是感人的片段，这些片段甚至在
一些古镇中都已消失。业内人士认为，这些藏品包
含了厚重的历史信息和技术工艺，承载着沉甸甸
的传统文化基因，显得异常珍贵。

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委会主任委员何
智亚表示，重庆大圆祥博物馆是西南地区规模最
大的古建筑构件博物馆，不仅对研究古建筑工艺、
风格等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巴蜀传统文化的
特性，寻求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结合点，从而更
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大圆祥博物馆的藏品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还
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重庆市文旅委副主任朱
茂表示，这些藏品不仅是艺术品，还展现了当时的
道德水准、社会规范、风俗民情等，同时具有与旅
游融合的巨大潜力，可以形成产品、体验，产生巨
大经济价值。

“捧着金饭碗讨饭吃”

刘健说，尽管大圆祥博物馆的价值和意义得
到广泛认可，但受制于多种因素，该博物馆处境堪
忧，不少藏品不但价值无法有效挖掘，甚至最基本
的保护都无法保障，随时有被损毁风险。

“首先是藏品不能估值作价，无法融资和开展
合作。”刘健告诉记者，由于无力聘请专业机构估
价藏品，致使金融机构无法认可其价值，因而无法
融资贷款。一些市场主体虽愿意进行项目合作，但
由于藏品价值不确定，导致股权划分困难，项目合

作无法进行。“我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刘健说。
其次，营运保护费用巨大，长年亏损，面临倒

闭风险。刘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博物馆 42 名员
工每年工资及运行费 300 多万元；10 余万件藏品
的日常保养、保护费用每年 300 万元。由于位置偏
远交通不便等原因，博物馆的门票收入每年仅几
十万元。“所有钱已都用于收集藏品，导致后期养
护投入不足，博物馆随时面临倒闭。”刘健说。

“博物馆还面临火灾、蚁灾、盗窃、抢劫等安全
风险。”重庆大圆祥博物馆顾问何世维说，博物馆
无财力投入完善的消防设施，更无防白蚁措施，既
面临火灾风险又面临白蚁啃食隐患。同时，博物馆
的安保、安全措施也极不健全，珍贵文物被盗、被
抢的风险很大，并且由于博物馆藏品的特殊性，又
不能参加保险。

基本的安全尚无法保证，挖掘其文化和艺术
价值更是免谈。记者在该博物馆看到，受制于场地
太小，藏品多数是堆码式展陈，大量木制藏品露天
摆放，毁损严重。

“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甚至连最基本的图录
都无法制作，更不用谈挖掘藏品的文化和艺术价
值了。”刘健介绍说，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对
博物馆藏品的研究兴趣浓厚，但缺乏资金支撑，难
以形成成果。“有一次，一个高校的研究机构多次
来我们这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成了著作，但因
为缺乏几十万元资金，这个成果现在也没能出
来。”刘健叹息着说。

重庆市璧山区文旅委副主任洪军表示，璧山

区历来重视文化资源挖掘和文物保护，尤其是
今年全市层面开展“晒文化·晒风景”活动后，
对文化的重视、挖掘和投入日益加大。“当前，
区里正围绕大圆祥博物馆制订相关规划，但大
圆祥博物馆藏品多、体量大，加之当前对民间
博物馆保护缺乏顶层设计支撑，地方政府在保
护和挖掘时，财力、专家等资源有所欠缺。”洪
军说。

真藏品怎样才能“活”下去？

业内人士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
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挖掘，采取多种措施“活化”
文化资源、提升民族自信，在这种背景下，一批
民间博物馆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但由于政策
上缺乏扶持，民间博物馆普遍生存艰难，一些博
物馆甚至靠卖藏品求生存，造成部分文物的
流失。

“目前，国家对文物保护日益重视，但对民
间博物馆还缺乏足够的扶持政策。”朱茂说，民
间博物馆也是在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宜
从全民族文化保护的高度，将其纳入扶持范
围，从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予以支持。“像大
圆祥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如果没有足够的支
持，有可能造成藏品损毁，到时不仅是大圆祥
博物馆的损失，更是整个民族的损失。”

何智亚等专家也认为，近年来，国家对文化
保护重视，主要体现在对国有博物馆投入力度
逐步增大，但民间博物馆还缺乏有效投入。“国
家可以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将部分代表性博
物馆纳入扶持，防止优秀文化资源因保护不力
而损毁。”何智亚说。

“就大圆祥博物馆来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
该博物馆藏品的保护、研究及开发。”刘畅等专
家建议，相关部门可组织文化旅游专家和研究
机构对藏品进行抢救性整理、深入研究和挖掘
其价值，并开发文化产品；同时，发挥博物馆社
会效益、文化效益、经济效益，将该博物馆打造
成青少年教育基地、古建筑研究基地、旅游目的
地等。

一些专家认为，真正要让民间博物馆藏品
“活”起来，要通过科学评估赋予藏品一定的价
值，使藏品具备贷款融资等金融功能。如此，博
物馆才能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从而大大拓展
生存和发展空间。但在目前，评估资源稀缺，评
估费用过高，民间博物馆往往只能“望而却
步”。

真正的藏品怎样才能“活”起来？
重庆一座民间博物馆的困境与呼唤

前不久，重庆大学
博物馆疑似展出大量
赝品引发关注。但是，
与赝品泛滥同样值得
关注的，是真正文物的
没有尊严。

大圆祥博物馆的
文物不算娇贵，远比不
上一些博物馆保险罩
里的瓷器玉器，但它们
依旧需要最基本的保
护，需要能遮风避雨的
场所。然而，尽管这些
古建筑构件的真实性
几乎没人怀疑，尽管它
们蕴含着“片段的重量
和基因的能量”，体现
着古巴蜀地区独特的
风土人情和文化艺术，
但对它们来说，最基本
的需求都是奢望。

这种现状多半与
它们的“身份”有关。它
们不属于公办博物馆，
无法享受财政拨款的
照顾。由于公办博物馆
数量有限，对收藏文物
的价值和对象要求又
相对较高，大量文物很
难有资格进入公办博
物馆，往往只有民间博
物馆能收留它们。

收藏者的不同，决
定了这些文物的命运。
实际上，让他们都过上
“保险罩里的生活”可
能也不现实，但我们希望它们能得到足够的
尊重，因为它们身上同样蕴含着传统文化的
密码。尊重这些民间文物，也是对传统文化
的尊重，也是对过往历史的尊重。即便它们
并非价值不菲，但一旦遭到毁损，失去的将
是一段记忆；而只要它们存在一天，这种文
化就不会消失。

对这些民间文物来说，活下去是最基本
的尊严。但这些文物渴望着更高的尊严，那就
是活出“价值”。这些文物，也应该被了解、被
欣赏、被研究，也应该变得鲜活，深入人心。

关注这些民间文物，我们还有一种期
待，就是希望它们能有机会取代赝品，真正
浸润人心。这些真实的文物，是赝品的“照妖
镜”，每个人看了它们都能知道赝品是荒唐
的，都无法容忍赝品的存在。

这就是民间文物的价值。它们是真正的
文物，能让每一个赝品现出原形。它们需要
被保护，需要被呵护，人们对它们的每一份
付出，它们必将会加倍回报。

（本报记者韩振）

给
真
文
物
以
应
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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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这些藏品包含了厚重的历史信息和技术工艺，承载着沉甸甸的传

统文化基因，显得异常珍贵

这些藏品不仅是艺术品，还展现了当时的道德水准、社会规范、风

俗民情等，同时具有与旅游融合的巨大潜力，可以形成产品、体验，产生

巨大经济价值

如果没有足够的支持，有可能造成藏品损毁，到时不仅是大圆祥

博物馆的损失，更是整个民族的损失

真正要让民间博物馆藏品“活”起来，要通过科学评估赋予藏品一

定的价值，使藏品具备贷款融资等金融功能。如此，博物馆才能与其他

市场主体合作，从而大大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

（上接 1 版）甘南作为全国的生态屏障，
90% 以上区域属于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
区，整体属于生态脆弱区、灾害频发区、连片
贫困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

同时，经过多年发展，草山资源已不堪重
负，传统农牧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旅游资
源“靓”而不优，环境脏乱，游客吃不习惯、住
不自在，转型发展需要突破瓶颈。

面对现状，甘南州大胆探索，在“环境革
命”的同时打造以“生态人居、生态经济、生态
环境、生态文化”四大工程为核心的生态文明
小康村。截至目前，全州累计投入资金 126 亿
元，建设红色旅游型、生态体验型、休闲度假
型、民俗文化型、特色产业型生态文明小康村
1303 个，全面提升了农牧村发展水平。

香告村是甘南州第一批建设的主打特色
旅游的生态文明小康村，靠着“卖风景”2017
年就实现整体脱贫。村民走出牧场，放下羊
鞭，收入更高了。

甘南州规划，“十三五”期间，要建设
1500 个生态文明小康村，借助“环境革命”着
力铸就乡村整形起飞平台，向世人展示新甘
南的美好形象。

环境嬗变激发幸福追求

甘南州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彻底改善农
牧村综合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源，引
发了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一系列嬗变，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越走越宽。

甘南州碌曲县尕秀村几年前还只是一
个杂乱的草原定居点。从去年开始，全村借
助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成为甘肃省旅游
示范村，391 户居民有 65 户开起了藏家
乐、牧家乐，当年实现集体收入 320 万元。
去年下半年，村里建设的大型旅游配套设
施“晒金滩帐篷城”投入使用，引入两家大
型旅行社参股。今年预计实现旅游收入 800
余万元。

2016 年，甘南州游客人数突破了 10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 . 27%，旅游综合收入达
到 46 . 78 亿元。2018 年，甘南州旅游人数和
旅游收入持续保持双增长，全年接待游客
1217 . 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7 . 04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3 . 6%。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生态发展正在转
变成一种有品格的力量，不断激发着藏区群
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动力。

玛曲县欧拉乡班禅新村才多一家去年自
发加入了当地的生态志愿者队伍。植树、植
草、在草原上捡拾垃圾已成为他们的自觉行
为。才多和妻子也开始关心自己的生活品质，
他们打算把攒下的钱送孩子上更好的学校。

“环境变了，人心也变了。是美的生态激
发了群众追求幸福的动力。”甘南州州长赵凌
云说。 新华社兰州 10 月 22 日电

藏区新观察：

“环 境 革 命 ”

激活乡村振兴

培训机构大多将课程周期设置为 1 至

2 年，有的甚至长达 4 年，高额的培训费用

下，为了让消费者“掏腰包”，培训机构往往

诱导学员用分期交费来降低报名门槛，并混

淆概念，掩盖贷款实质

一些教育培训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存

在很多不合规的环节，没有充分尊重消费者

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涉嫌强制、

搭售贷款分期业务

现在各类金融贷款和移动支付非常便

捷，提供消费金融的机构也越来越多，对于

消费者而言，要认认真真看合同，不要轻易

让别人帮助操作，保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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