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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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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授课没有签订合同，双方是否算
建立了合同关系？教授者和学习者对授课
效果的认识不一，如何进行客观评判？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英占认为，如支付到个人账户上的学费款
项能证实其身份确为该公司工作人员，以
公司名义收取了学费，同时，培训班下发
了相应的课程表，即可视为双方已经确立
培训服务合同关系。消费者的义务，是支
付学费，而培训机构需要向消费者提供与
约定课程内容一致的课程，双方建立了事
实合同关系。消费者提出的课程内容不一
致的情况，可能是培训机构未履行全部合
同义务，可以要求退还相应费用，或是修
整这部分未履行义务。

王英占介绍说，消费者可以向消费
者协会投诉，同时，这是一种商业经营
行为，也可以向工商局投诉，还可以通
过法院起诉途径维权。如果该培训是以
公司名义，那么账目应该通过对公账
号。该事件中的培训机构如果确为通过
个人账号收取学费，消费者也可以向税
务部门反映。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陈小虎同样认为，培训机构通过网络
公示了相应课表和支付方式，消费者通
过对方指定的方式支付了学费，双方合
同关系成立。

因为双方合同约定义务的履行地是
网络，消费者可以在自己的网络终端所
在地或是对方公司注册地的消费者协
会、工商部门投诉，或是提起诉讼。而对
于消费者认为实际授课内容与课程表内
容不符，陈小虎表示，要看是否与事实出
入较大，需要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教学
与承诺不符。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费英娜

7月12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
“当小时”位于青羊区的工作室地
点，此处悬挂“当小时”工作室的
牌子，但大门紧锁，敲门许久也不
见回应。随后，记者拨通了成都当
小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黄女士的登记注册电话，对方
表示，她不是黄女士。记者表明来
意后，对方表示，此事公司已交由
律师处理，不会再作回应。记者进
一步询问其身份，对方随即挂断
了电话，亦未回复记者短信。

7月11日，“当小时”微博发布
了“当小时工作室声明”，声明部
分内容为：“近日，本工作室发现
国风摄影学堂第二期少数学员在
微信交流群中恶意编造、传播本
工作室拟于2018年7月11日启动的
国风摄影学堂第三期售价199元
基础课与第二期课程内容相同的
不实言论，已经严肃影响工作室
正常工作。在此期间，某竞争对手

不断通过恶意编造不实信息，借
此大肆宣传其自营的摄影和培训
项目，并联络新闻媒体进行不实
报道，现在工作室已经无法正常
开展工作。”声明中还表示：“不再
对相关事宜给予任何回应，并将
委托律师维护本人合法权益。”

记者从“当小时”微博上看
到，“当小时”微博认证为摄影师、
微博签约自媒体，粉丝量为31万
余。6月、7月，“当小时”都有在微
博上回应二期课程事宜。

更早时候的7月7日，“当小时”
发布微博表示，“要给前两期的同
学道个歉，直到二期结束我才开
始真正的反省自己，每个人的基
础不一样，之前只有一个课，我的
侧重点是告诉大家怎么用爱好来
养活自己，怎么让大家更多看到
你拍的照片。这次大家的反应让
我认识到，基础薄弱的同学可能
并不适合我自己的成长模式。”

声明中，“当小时”工作
室表示，学员反映二三期课
程费用问题期间，某竞争对
手不断通过恶意编造不实信
息，诋毁工作室及“当小时”
名誉，并借此大肆宣传其自
营的摄影和培训项目，并联
络新闻媒体进行不实报道。

记者发现，第二期培训课
的部分学员，确是从事摄影相
关工作的。学员王女士称，群

里大概一半的人工作都与摄
影有关，王女士本人是从事儿
童摄影工作的。网友懒福表
示，自己是从事后期修图的。

为什么从事摄影相关工
作，会报“当小时”的摄影课
程？网友“萌得飞起的小林”
说，他报这个班是“可以和另
外的摄影课程互补”。而做儿
童摄影工作的王女士表示，自
己每年都要报两个培训班。

17日下午，记者见到了面馆经
理韩先生，他说：“其中确实有一个
是破损的，如果主动说一下也就没
什么，因为要让我们管理者有数。”
韩先生说，“但另一个碗，明明没有
破损你为什么要扔了，而且还不承
认，认错态度还不好，这就叫恶意损
害财物。碗本身不值什么钱，但现在
的性质就不一样了。”韩先生说，看
起来800元的处罚确实很重，但是根
据陈大姐平时的工作表现和丢碗后

的认错情况来看，就并不算重了。
那么，这个处罚是否有相应的

依据呢？对此，韩先生介绍，面馆有
自己的规章制度，按照此前制定的
规定，恶意损坏食材餐具等财物
者，将处以200到500元的罚款，情
节恶劣严重的，处以500到1000元
并开除。“对她处罚800元是符合管
理规定的。”

不过，记者在面馆现场并未看
到有张贴该规定。韩先生介绍，每

隔一段时间会对员工做培训，陈大
姐最近也参加过一次，管理规定虽
然没有张贴，但有电子版。

对于陈大姐一方要求退罚款
的诉求，韩先生介绍，经过协商，曾
达成协议将罚款降为400元，剩余
的工资会如数进行结算，但目前陈
大姐邀请了电视台，并播了一些

“不实的情况”，对面馆造成了名誉
上的负面影响，“要先把这些事情
处理好了再来结算钱。”

扔掉两个十多元钱的面碗
洗碗工丢了饭碗+罚款800元

处罚，合理吗？
面馆经理：其恶意损坏财物且认错态度恶劣 律师：处罚金额与实际损失严重不符、不具合理性

今年50岁的陈大妈没有想到，洗碗时扔掉的
两个价值10来元的碗会让她既遭到了800元的罚款
还丢掉了工作。今年6月下旬，陈大妈从德阳乡下来到
成都打工，在一家面馆干起了洗碗工，月工资2600
元。但刚刚干了20来天，却就此失业。

面馆方认为，800元的罚款看起来很重，但从陈
大妈的工作表现和认错态度来讲则并不算重，并称扔
掉的两个碗中有一个的确是破损了，但另一个却是完
好的，陈大妈的行为算是恶意损坏财物，同时在调查
时其认错态度恶劣，属情节严重，依照店内规定作出
了800元罚款和开除的处罚。

面馆对于陈大姐的处罚是否合理合
法呢？成都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真含
认为，按照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是可以
按照规定的相应规章制度对员工的违规
行为进行处罚，但有前提条件，即该规定
本身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规章制度的
制定首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还需通过民
主来制定，如职工代表大会或员工进行审
议通过，再者制定的规定要告知每一位员
工，比如进行张贴或者培训签字告知等。”
刘真含说，如果规定制定时没有达到上述
的条件，则不具备合法性。另外，在规定本
身具备合法性后还需具有合理性。在本案
中，陈大姐丢掉的两个碗价格合计不过二
十来元，但处罚的罚金达到了800元，处罚
金额与实际损失存在严重不符，那么就不
具备合理性。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也
表达了同样观点，他特别指出：“该规章
制度即使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
也是极端不合理的，违反了基本的公平
公正原则，这种赔偿超出损害价值，且超
过太多。在劳动过程中，如果员工给用工
单位造成损害，是可以要求赔偿的，但这
种赔偿一般是原价赔偿，不可能是惩罚性
赔偿。”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一场网络培训后，近200学员中有107人要求退款

学员：培训内容未达预期

这钱，能退吗？

今年5月，成都市民王女士通过网络，花费约
2000元，报了一位古风摄影网络红人“当小时”开设
的“国风摄影学堂”摄影培训课程。一个月的学习时
间，王女士觉得，所教授课程与宣传的课表内容有很
大出入。

与王女士有着类似感受的，还有第二期培训班的
其他成员，近200人的培训班，目前已有107人在培训
班微信群中报名，要求退还报名学费。要求退款的学
员认为，退款的原因是授课内容与之前宣传的课表不
符；而培训方发布的声明则表明，学员退款的原因是
“某竞争对手恶意编造不实信息”。

学员交钱后，培训方按约提供了培训服务。如今，
学员认为培训内容未达预期，这钱，能退吗？

陈大妈今年50岁，原本在
德阳打工，今年6月来到成都，
在太升路附近一家名为“阿兰
顶牛肉面”的面馆干洗碗工，每
月工资为2600元。不过，刚刚干
了20来天，就遇到了不顺。

陈大妈称，14日晚8时许她
在后厨洗碗时，发现了两个存
在破损的面碗，想着没办法继
续使用，就扔到了垃圾桶。陈大
妈说，其中一个碗破损厉害，已
出现漏水，另一个的外侧也出
现了裂纹。扔碗时，她并未向主
管进行汇报。没想到，就是这两
个“破碗”给她带来了麻烦。

当晚8时40分许，面馆经
理在后厨巡查时，发现了陈大
妈扔在垃圾桶的面碗。按照经
理的说法，查看发现，其中一
个碗的确破损了，但另一个碗
却是完好的。既然是完好的为
什么要丢了呢？经理开始询问
到底是哪位员工丢掉的碗。期
间，还调取了监控画面，并在
微信群里发消息，希望能够有
人主动承认。“但并没有人出
来，其实后面已经知道是谁
了，还是没有人来主动说。”最
终，面馆经理还是找到了陈大
妈，并希望陈大妈解释清楚。

当晚11时许，面馆经理在微信
群内给出处罚结果。对陈大妈作出
罚款800元并予以开除的决定，罚
款从还未下发的工资内扣除。对这
一决定，陈大妈和家人很不理解。

“她晚上11点时就给我和我爸
发了微信。”陈大妈的女儿住在簇
桥，据其称，当晚母亲在微信中说
扔了碗，被罚了款，叫过去接她，之
后才了解到详情。“罚那么多也太
不合理了，一个碗也就10来块，工
资才2600元呢，罚就要罚800元？”

第二天一早，女儿便带着陈大妈

再次来到店内，希望经理能够给出说
法，退还罚款。“当时他不在店内，电
话通了一两次，后面就一直没有接
了，我们还报了警，最后叫了电视台
的，他才过来。”女儿介绍，“但现在罚
款也没退，工资也没有拿到。”

对此，面馆经理韩先生介绍，
当晚在调查丢碗时，从发布消息到
正式处罚隔了两个多小时，但陈大
妈一直没有主动承认。“找到她时
还说只丢了一个破了的，但监控中
明明丢了两个，况且其中一个是完
好的，我们找了几个人确认都是好

的，她才说那就算是她丢的嘛，态
度还不好。”韩经理同时称，“如果
两个碗都是坏的话，那我把那个碗
拿出来放在旁边的时候，她怎么又
拿去洗了放回碗架了？”韩先生介
绍，面馆的碗的确不贵，一只碗的
价格大概在10元左右，尽管罚了
800元，但并无不妥。

陈大妈女儿则表示，母亲并不
太识字，且上班不能耍手机，因而
没有看到相关消息。另外对于其中
一个完好的碗，女儿称，尽管内部
没有问题，但外部确实有裂纹。扔碗 发现有碗破损

洗碗工顺手丢进了垃圾桶

处罚 一个碗价值10来元
洗碗工被罚800并开除

店家 恶意损坏财物态度差
罚款依照规定进行

处罚金额
与实际损失严重不符

律师说法律师说法
西安网友阿惑（网名）告诉记

者，2017年，他在网上看到“当小
时”拍的一组古风照片，很喜欢，
就关注了微博。今年5月在其微博
上看到摄影招生的信息，招生宣
传写了很多摄影基础课程以及如
何营销，“都是作为一个摄影新手
特别需要的，虽然报名费2000元
左右，还是抵不住诱惑报了名。”

阿惑说，开课后，他认为讲
课并未按之前公布的课表进行，
原本计划讲摄影基础、相机介绍
的课程却在讲一款与摄影课程
无关的计时软件；摄影基础课课
程时间，却在讲化妆，且一直在
为别人的化妆课打广告。“课程
包含了视频课程，结果却教我们
录制抖音短视频。”阿惑说。

有学员为课程“掐了表”，100

分钟，有30分钟用于同学互动，6
分钟等待各种文件响应，23分钟
复述同学回答，7分钟空白等待学
生思考，暖场散场6分钟。剩下不
到半个小时是知识讲解，其中大
约47%的知识，是免费微课内容
分享过或公众号分享过的。

此外，学员们还反映导师对
学员课后提问不回复、作业不点
评等问题。于是，学员们在微信
群中发起联名要求退还学费，从
学员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上可
以看到，排队的学员有107名。值
得注意的是，学员们均是通过微
信转账或支付宝的方式支付报
名费，没有签订相关的合同。多
名学员告诉记者，上课前他们只
知道“当小时”的网络身份，对其
真实信息一无所知。

课程内容与课表不符学
员
质
疑/

合同关系成立
若确未按照课表内容授课

需返还相应学费

工
作
室
声
明/

竞争对手恶意编造不实信息

培训质量有问题

同行恶意竞争？
还是

成都商报记者在“当小时”
微信公众号发布于4月30日的

“摄影课课表”上看到，此次培
训共有36堂正课（小课），除正
课外最开始还有4节很重要的
人生课题，讲述“摄影的目的和
意义”“目标制定”“时间管理”

“各地分组搭档”等内容。
正课部分，例如第7堂课

内容为“光的艺术”，“你想知
道的用光技巧都在这里；自然
光的应用：太阳光、阴雨天、雪
景、怎么拍？自然光不足时怎
么办？补光道具、道具光源、打
光工具的应用；夜景拍摄技
巧；案例分析”。学员王女士告
诉记者，讲灯光的部分，有学员
询问如何打光，对方却表示，打
开就好。

阿惑也表示，一些摄影的
基础技巧，并没讲到，例如第2
节前期基础课，课表内容是讲
相机基础课程，上课时却播放
国外的视频解说课程，而不是
现场教学。课程中的相机镜头，
包括镜头的区别、相机的区别，
都没有细讲。还有摄影前期，也
都是录制的视频，照着PPT念，
然后一边重复同学们的留言，
一边讲自己的经历。

上课内容
是否与课表一致？

疑
问❷

疑
问❸

第二期上百名学员对授
课内容提出质疑要求退款后，
也有质疑声表示，学员是因为
第三期课程收费明显低于第
二期。第二期实际收费为1788
元至2088元不等（组团报名、
提前预约等折扣价格。）而第
三期发布的课程收费为199
元。对此，“当小时”在11日的
声明中解释，“本工作室第三
期199基础课程并非第二期全
部课程，第二期共计1000分钟
（每节25分钟，共40节）课程内
容，该期于2018年5月11号开
课，2018年6月14日结课，因学

员技术差异，本工作室对第三
期也为1000分钟的课程内容
作出调整，第三期1000分钟课
程=199基础课（11节，每节课
10分钟）+688元后期课+1288
元进阶课。故第三期199课程
基础仅为第二期1000分钟课
程的部分内容。”

而网友阿惑、阿Q、懒福等
表示，他们一直质疑的是“当小
时”的授课内容和质量，第三期
的报名价格只是一个爆发点。
王女士说，课程的科目表是自
己想要学习的内容，但讲出来
的内容，就非常尴尬了。

要求退费是因第三期培训费低于第二期？

纷争是同行竞争，恶意诋毁？

律师：若确未按照课表内容授课，需返还相应学费

处罚通告截图

律师说法律师说法

有学员为课程“掐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