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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经纬
以案说法

域外法规

柏林：上传图片惹官司
法在身边

穿上汉服，捧起《论语》或《弟子规》，
开始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这个场景
经常出现在一些国学培训班里。 有数据
称，目前，全国经营范围包含国学教育的
相关企业已达到 4000 余家。

当“国学热” 吹进了少儿培训机构
后，是番什么景象？ 哪些内容才是真正的
国学教育？

自编教材，课程售价高达 10 万元
在北京亚运村的一栋写字楼里，聚

集着各类培训机构。 其中，一家国学培训
机构环境略显雅致，门厅里摆放着《千字
文》《千家诗》《声律启蒙》 等由该机构统
一编写的教材。

上课时， 国学班教师正使用多媒体
设备，教孩子们认识汉字。 屏幕上显示出
一个“耳”字，周边是其古文释义，十来个
孩子正在听课。 这家创立近 20 年的书
院，有不少拥趸。 在北京、上海等地有着
百余家分校， 提供国学培训， 辅之以书
法、篆刻、国画等传统文化课程。 该机构
的培训费价格惊人： 个人单学科包含 80
个课时，售价 11800 元；多学科的亲子课
堂收费近 4 万元； 一个 VIP 课程， 售价
100640 元。

该培训机构的曾老师介绍，“暑假来
临，报名人数正在持续增多”。
无统一师资标准，国学培训班乱象丛生

2006 年， 王吟默从北京师范大学中
文系毕业后，便进入了这个行业，开始接
触国学教育。 十余年间，他先后在两所全
国排名前十的知名教育培训机构里，教
授国学班。

国学培训机构乱象丛生， 王吟默透
露，“成熟的培训机构有十分完备的国学
课件，教案内容非常详细，表达能力优秀
的教师完全可以凭借记忆进行一场表
演，即便是毫无国学知识基础的人，也可
以登上讲台。 但是，当学生问起一些教案
之外的问题，他们总是支支吾吾。 ”

调查发现，目前，国学培训机构并没
有统一的师资标准， 一些教师持有语文
科目的教师资格证，但是，语文科目和国
学内涵并不完全重合， 而在一些规模小
的培训机构里， 未持有该证的人也大有
人在。

家长盼速成，容易入误区
曾有家长找到王吟默， 称赞自己的

小孩“有着非常扎实的国学功底，能够熟
背《三字经》《弟子规》”。 但是，王吟默无
奈表示，“这些只是国学经典中识字类书
籍，部分内容还涉及封建糟粕，不应该被
视为孩子们掌握国学知识的唯一标准。 ”

王吟默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按照规
范的课程体系讲解、认知《论语》，需要花
两年时间，“但是，家长们等不了那么久，

他们更愿意选择速成的学习模式。 而培
训机构采用的背诵、表演等方式，就能满
足家长的需求。 ”他本人曾因为这种模式
跟原公司分道扬镳。
规范培训市场，形成系统国学教材、课程体系

在一些培训机构里， 国学经典被夸
张地剪辑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陕西师
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曹胜高表示，在
讲授国学时， 要遵照孩子的年龄特点和
认知规律，循序渐进，有针对性地讲解国
学经典或者背诵国学名篇。 尤其需要强
调的是， 国学教育要和当代社会生活结
合起来，不要把孩子圈养起来，脱离现代
社会进行复古的教育。

2019 年 3 月 20 日， 教育部发出通
知， 要求认真排查并严厉查处社会培训
机构以“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
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 时隔十
天，教育部再次印发通知，不得以“国学”
为名，传授“三从四德”等封建糟粕。

“国学教育是一个社会事业，需要教
育行政部门、学校、培训机构等共同协力
推动。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表示，
学校应该成为国学教育的主体， 政府主
管部门把国学教育主导权赋予学校，同
时制定相对统一的国学课程标准， 规范
培训机构的市场行为。

陈鹏

国学培训越来越热的背后

[案情]1998 年出生的小郑，是苏
州某学院大学生。 2015 年 7 月，他父
母花 300 万元买了一套近 200 平方
米精装修房屋，房产证只写了小郑一
人。 因平时父母给的零花钱少，小郑
竟将父母为其买的这套市场估价已
达 465 万元房屋以 320 万元出售给
沈某，一个月后，双方签订了《房屋买
卖合同》，沈某支付小郑定金 5 万元。
当父亲告知这套房子的价值可能达
500多万元时，他后悔莫及。之后小郑
提出反诉，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
合同。 诉讼过程中获知 465万元的评
估价后，沈某表示自愿以评估价购买
涉案房屋。

[释法]� 法院认为，首先，立法并
未对于显失公平进行数值意义上的
差价界定。 其次，双方协议成交价为
320 万元，为评估市场价的 69%，但上
述价格为小郑主动出价的情况下，双
方议价形成， 在双方磋商的过程中，
沈某没有欺诈、胁迫等行为。 “因此，
在缔约过程中，沈某并无恶意缔约的
故意； 同时其自愿提出以评估价 465
万元购买房屋。 ”综上，法院判决双方
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 小郑应协助沈
某将不动产过户，同时沈某支付小郑
购房余款 460 万元。

万承源

[案情]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蹦床导致儿童
受伤的案件。“我在蹦床上一个格子
玩的时候，被一个胖胖的小朋友弹起
来了， 然后我就右胳膊着地摔了下
来。 ”6 岁的小可抱着胳膊哭着对妈
妈说。 见小可受伤，刘女士立即将他
送往医院治疗， 经诊断为右手骨折。
事后，刘女士找蹦床馆索赔，不料遭
到拒绝。

[释法]法院调取监控录像并组织
原、被告双方进行现场勘验。 最终查
明，事故发生时蹦床馆未悬挂《入场
须知》， 也没有要求小可的监护人签
订《蹦床安全须知》，在没有监护人陪
同的情况下就让小可进入蹦床区域；
《蹦床安全须知》 等提示对于一张蹦
床的人数限制等内容没有规定。法院
审理后认定，上述情形都是导致小可
受伤的原因，据此判决蹦床馆应承担
对小可的全部赔偿。

徐伟伦 马云骢

孩子独玩蹦床摔骨折
经营方被判全赔

学生暑期做兼职须知法懂法
做兼职需要订立劳动合同吗？

今年上大四的小康已经
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和公司
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但他
的时间比较充裕，所以想利用
暑期再找一份兼职。 前不久，
他应聘成为一家公司的兼职
工，但最近公司称为了规范管
理，要和兼职员工签订一份劳
动合同， 可小康有份工作，不
想再签合同。

天津中岳律师事务所的
潘玉华说，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六十九条规定，非全日制用
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
协议。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
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
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
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
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因此小康可以拒绝与该兼职
公司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做兼职可以随时辞职吗？
大三学生小薇前不久刚

刚找到了一份兼职，需要每周
末到公司工作两天，可工作了
不到一个月，同学帮小薇又找
到了另外一份兼职，这份兼职
收入要比小薇现在的兼职工
作收入高。面对小薇突然提出
辞职，公司主管表示小薇违反
约定，要扣掉一半工资。

潘律师说，《劳动合同法》
第七十一条规定，非全日制用
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
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

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法律赋予非全
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和用人单
位双方任意解除权，但终止用
工应该通知另一方。通知可以
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
头形式。也就是说小薇作为兼
职工是可以随时辞职的，如果
其工作没有违规造成公司损
失的情况，她也无需向公司支
付赔偿。
做兼职可以约定试用期吗？

小昕在读高一，放假他不
打算回家，便在学校附近找了
一份兼职，并对工作时间和薪
酬等问题和用人单位进行了
协商。 然而小昕正式报到上岗
后，该单位却提出他工作的第
一个月会作为试用期，这让小
昕感到疑惑，兼职工作也可以
约定试用期吗？

潘律师说，《劳动合同法》
第七十条明确规定，非全日制
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
用期。这在非全日制用工的试
用期问题上最大限度地维护
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为非
全日制工原本就属于灵活用
工形式，劳动关系的不确定性
比全日制工要大很多，而且非
全日制工的收入一般都低于
全日制工， 因此根据以上规
定，小昕可对单位直接提出质
疑，并告知其兼职用工单位不
得与兼职工约定试用期。

张玮

下班后，21 岁的柏林女孩兰特前往餐馆吃饭，
点的东西是法国蘑菇汁牛排。 厨师格尔端着牛排
送到兰特面前， 椭圆形的盘子中间摆放着 3 块煎
得焦黄的牛排，上面浇着清香的蘑菇汁，牛排的边
缘放着 3 瓣洋葱。 兰特觉得食物非常漂亮，狼吞虎
咽地吃掉十分可惜。 兰特准备用手机将美食拍摄
下来，上传到社交网站供朋友欣赏。

这时格尔立刻阻止道：“用手机难以拍出好看
的照片，无法完美呈现厨师精心烹制的食物，会影
响厨师的声誉。 美食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站供他人
分享，受到拍摄效果的影响，容易让没有来过的人
失去新鲜感，无法再让他们感到惊喜，另外还有侵
权的嫌疑。 ”但是兰特并没有在意。

把图片上传到社交网络后， 兰特很快接到法
院的传票，格尔以侵犯艺术品产权的名义起诉她，
要求赔偿 4000 欧元。法院审理时，兰特依然坚持自
己的观点，消费者到餐馆购买食物后，拥有食物的
支配权，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处理。 格尔坚决反对，
食物是厨师的艺术品，自然享有“著作权”，拍照上
传需要取得他的同意，否则就构成侵权。

分析案情时法官说， 随着给美食拍照迅速流
行，拍照上传网络的行为已相当普遍，餐厅已经很
难阻止，德国只能出台法律，将精心摆盘过的餐点
列入版权法管辖范围，经过精心烹制的菜肴，是创
造者的艺术品，范围涉及烹调过程中所有个人创造
的步骤。

法官还特别指出， 餐厅里精心制作的美食，受
到版权法保护，厨师有权决定自己的食物放在哪里
被复制以及复制的程度。 即使顾客没有商业目的，
仅仅在社交网站供朋友欣赏，也需要得到厨师的同
意，在不经厨师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食物照片上
传至社交网络属于侵权，最高可以处罚 9999欧元。

法官最终作出判决，支持格尔对美食享有“著
作权”，顾客拍照需要取得他同意的主张。 在厨师
劝阻的情况下，兰特依旧拍照上传图片，侵犯了格
尔的“著作权”，兰特必须及时撤销上传到网络的
照片，并赔偿 4000 欧元。 杨洋

降价145万卖房
大学生反悔被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