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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丹）21 日
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
第2021017期开奖。这是双色球游
戏在2021年彩票市场春节休市结
束后的第一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
球号码为09、15、18、29、32、33，蓝
球号码为02。

当期双色球头奖6注，单注奖

金为895万多元。这6注一等奖花
落5地，江西1注,海南1注,云南2
注,陕西1注,新疆1注,共6注。

二等奖开出116注，单注金额
25万多元。当期末等奖开出1377
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4:2，
三区比为1:2:3；奇偶比为4:2。其

中，红球开出一枚斜连号09；一枚
隔码29；三枚重号09、15、18；一组
二连号32、33；一组同尾号09、29；
蓝球则开出02。

当期全国销量为4.42亿多元。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8.79亿
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
中得1000万元。

开市首期 双色球017期头奖6注895万

据中彩网报道 正当大家
沉浸在牛年过节的喜庆当中，
广西刮刮乐即开票也迎来了开
门红：2月18日，一位90后小
伙子兴高采烈到柳州市福彩中
心兑奖。

原来，沈先生是位年轻的
90后购彩者，平时隔三岔五地
到福彩销售站买刮刮乐。今年
过年，在城中区五星街逛街的
沈先生看到路边有刮刮乐户外
小卖场，便拿出100元现金购
买了十张面值10元的“好运十
倍”。刮开票面后，他发现号码
中出现了数字“34”，对应奖金
竟有400000元！

沈先生表示兑奖完后马上
再去购买彩票，希望在奉献爱
心的同时还能中大奖，今后也
还会保持理性购彩，支持福彩
刮刮乐，支持福利公益事业。

好运十倍 90后小伙中头奖

据中彩网报道 浙江省第4个“辛丑
牛”200万诞生啦！7日上午，温州福彩
中心迎来了一对非常甜蜜的年轻夫妻小
陈和小李，他们领走了温州第一个福彩
刮刮乐“辛丑牛”系列生肖票头奖。正处
于福彩刮刮乐“辛丑牛”系列生肖票派奖
活动期间，这对幸运者除了得到100万
元奖金外，还额外获得了100万元的派
奖奖金，总奖金合计为 200 万元（税

前）。这也是“辛丑牛”上市以来浙江省
中出的第四个200万大奖。

5日上午，这对小夫妻在家楼下闲逛
看到了福彩站，想试试运气，带着期待又
激动的心情购买了一整本刚刚上市的福
彩“辛丑牛”系列生肖票。刮着刮着，发
现零零碎碎中了一千多块钱，小陈对爱
人小李说：“这说不定是个好兆头！我们
再去买两本试试看！”接着，小陈便又买
了两本福彩“辛丑牛”系列生肖票。当看
到刮出三个相同图符，并且右边奖金区
赫然写着100万时，两人都有点儿不敢相
信，反复看了好几遍。

兑奖时，小李还分享了一件趣事：
“我们中奖之后，第一时间就跟朋友分享
这件喜事，居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
还把中奖彩票拍了照拿去给福彩站老板
看，老板笑着调侃道：你们哪个网上下的
图呀？”

温州首个
“辛丑牛”200万元大奖诞生

当然，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讨
论：5万元的补偿是否太少了？
网友评论道。

冯淼表示，每个家庭都不一
样，很难有统一标准。在《民法
典》大框架下，这个定量主要是

由法官合理合情合法地行使自
由裁量权，5万元的经济补偿主要
是考虑到以下因素：双方婚后共
同生活的时间；女方在家务劳动
中具体付出的情况；男方个人的
经济收入；当地一般的生活水平。

不过，冯淼表示，在《民法
典》将适用条件放宽之后，肯定
相关的案件会有所增加，“但在
实践当中，如何确定这个案件的
补偿数额，也需要不断地积累经
验。”

网友讨论5万太少！法官：判决时考虑到四个因素

据《齐鲁晚报》报道 民法典出台后，关于全职太
太“离婚时可以向对方提出家务劳动补偿的主张”这一
点，不少人存在疑问。最近，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就首次
审结了一起适用民法典新规定的离婚家务补偿案件，
就是涉及全职太太的离婚案件。

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共同财产由双方平
均分割，同时判决男方给付女方家务补偿款5万元。
这一判决，冲上了微博热搜。

2015年，陈先生与王女士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子。
2018年，双方开始产生矛盾，并于当年7月开始分居至
今。自2018年11月之后，孩子一直随王女士居住生活。

陈先生在2019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后来
又撤回了起诉。2020年，他再度提起诉讼要求离婚，法
院判决驳回了陈先生的离婚请求。

2020年10月，陈先生又一次向房山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孩子归陈先生抚养，并要求
分割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

妻子王女士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不同意
离婚。而且，婚后王女士照顾孩子、料理家务，陈先生除
了上班，其他家庭事务几乎不关心也不参与，所以王女
士要求分割财产，并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16
万元。

这一次，法院一审判决准予陈先生与王女士离婚；孩
子由王女士抚养，陈先生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享有
探望权；共同财产则由双方平均分割。而对于王女士要
求的补偿款，法院判决陈先生给付王女士家务补偿款5
万元。

全职太太离婚要求家务补偿
法院判决男方给付5万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专
门审理家事案件的主审法官、副
庭长冯淼表示：这个案子一审判
决离婚，是因为原告在第一次离
婚起诉撤诉，第二次离婚起诉判

决驳回诉讼请求之后，第三次又
提起了离婚的诉讼，这种情况下
已经表示双方的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离婚的
条件，所以最后法院判决准予双
方离婚。

本案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
“家庭劳动补偿”。冯淼表示：婚
后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的分割，
主要是对现存的有形财产的价
值进行分割。而家务劳动它可
能形成的是无形的财产价值，比
如说配偶另一方个人能力的提
高，个人学历的增长，这些在有
形财产当中都是无法体现出来
的。

其实，“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并不是今年才有的。已经废止
的《婚姻法》曾规定，一方主张离

婚家务补偿必须以夫妻双方书
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为前提。但
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中国家庭实
行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一般
人不会在婚前去设定这样一个
协议，婚后财产等于“左口袋进，
右口袋出”，夫妻之间并不会算
得那么清楚。于是，这条规定实
际上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而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8条
中有了新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
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
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
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
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
院判决。

主审法官：家务劳动有无形的财产价值

这就是房山法院此次判
决的重要依据之一。

全职太太离婚获5万元家务补偿
网友:太少！主审法官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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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消协不久前发布的2020年十大
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在线教育机构榜上
有名，其中提到：2020年7月，“学而思”网
校存在低俗视频、教唆早恋等突出问题；在
线英语学习机构“阿卡索外教网”被曝外教
教学质量差，迟到、玩手机等现象屡见不
鲜；“哒哒英语”被指擅自修改课程属性，主
修课缩水变身口语课。

业内人士认为，在线教育机构种种乱
象的背后，是资本的狂飙突进，以至于教育
性越来越弱，资本性越来越强。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作为在
线教育的重要分支，从2014年到2020年
七年间，K12（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在线
行业总融资金额约600亿元，其中头部品
牌融资金额就约290亿元。整个在线教育
行业2022年市场规模将超过5400亿元，
其中K12在线教育作为重要分支，2022年
市场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

“一些机构只是将在线教育视为一个
流量生意，少有人真正从教育的角度去思
考如何打造一个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平
台。”刘启明建议，可由客观的第三方非营
利组织对各家机构的师资、教学效果等进
行科学评定。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
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王继
新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在线教育机构
资质和内容监管，保护学生和家长利益，建
立在线教育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负面清单制
度，对于列入负面清单的机构和人员依法
依规进行处理。

同时，相关在线教育机构应加强行业
自律，将更多精力放到教学研发上，而非一
味进行“烧钱大战”。

在线教育被视为流量生意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王菲菲 李紫薇李伟

“ 花 9 块 钱 买 10 节
课”“49元33节课,再包邮
送教辅材料”“19 元20 节
课，另享受价值 499 元大
礼包”……山西太原的白
女士发现，她和孩子被在
线教育的广告全面包围。

“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寒假期间，各大
机构纷纷开启“抢人”模
式，不少机构以低价为噱
头引家长“入网”。在声
势浩大的宣传中，上课的
都是“名师”，效果都是

“提分明显”，帮助孩子
“实现假期弯道超车”。
但实际上，不少机构的老
师资质存疑，课程质量良
莠不齐，一些老师无心授
课，而是一门心思做销
售。

这个假期，在线教育广告充斥
各大短视频平台、社交App、综艺
节目、路边广告牌。“今年的在线教
育广告特别多，卖的课都出奇便
宜。有的机构9块钱10节课，有的
19块钱30节课，很多还送号称价
值几百元的教辅材料大礼包。没有
最低，只有更低。”白女士说。

相比动辄一小时几百元的线下
培训，这样的低价课程对不少家长
颇具诱惑力。事实上，低价里面暗
藏套路。

浙江温州的李女士近期为孩子
买了多种低价课程。“这些课听起来
大都很生动，但老师们讲解关键知
识点的时候往往点到为止。课程的
总量虽大，却不成体系，也不会深入
讲解，而是不断引诱孩子和家长买
课。只有购买正价课之后才会系统
讲解，但正课的价格就没那么便宜
了。”

从事在线教育行业10多年的
刘启明告诉记者，低价诱惑是在线
教育机构最常用的营销手段，主要
是为了引流，效果也不错。

刘启明告诉记者，部分在线教
育机构营销攻势强大，小视频广告
大多是请演员来扮演各种角色，有
的演老师,有的演家长、学生、机构
领导等。

记者发现，这些广告普遍套路
化，大力制造冲突、加剧家长焦虑。
有网友将这些模式总结为：逆袭情
景“爽剧”、家长痛点情景剧、价格对
比情景剧等。

“为了博眼球赚点击量，卖课广
告虚构故事、制造紧张情绪，把本来
就很焦虑的家长搞得人心惶惶。”刘
启明说。

据了解，在线教育行业投入的
巨额资金真正被用在课程研发上的
并不多。以“跟谁学”为例，其2020
年第三季度的销售和营销费用为
20.56亿元，研发费用是2.2亿元，
营销费用是研发费用的9.3倍。

除线上线下广告外，在线教育
机构还做起了“口碑裂变”营销，即
利用家长推销课程。刘启明告诉记
者，家长之间推荐课程本无可非议，
但在企业刻意推动下，有的家长专
门做起了拉人头的生意，一个人头
能获利上百元。

“我们报的课就是一位家长推
荐的，说某个老师上课有多好，但交
钱后发现，上课的并不是这个老师，
更没想到家长推荐是为了报酬。”李
女士说。

低价销售隐藏套路

无论线下还是线上培训，
师资是家长最为看重的。但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准入门槛
低，一些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师
资质堪忧，而且管理松散、流
动性大，难以保证教学连续
性。

在机构的宣传语中，老师
要么是经验丰富，“名校20年
一线教研”，带的学生考上名校
不是梦；要么是名校毕业，北
大、清华的比比皆是，哈佛等海
外名校的也不鲜见。“先不论真
假，即便真是名校毕业，也不一
定擅长教学。”家长王女士说。

多位在线教育机构的老师
说，机构通常会在广告中宣称
某位老师是金牌讲师，授课课
时超多，经验丰富，但“这些都
是老师自己写，别吹得太离谱
就行”。

记者还发现，培训机构的
不少老师是无证上岗。

曾在在线教育机构“学霸
君”任职的高老师告诉记者，机
构对教师资格证并不在乎，招
聘的时候要求本科就行，对专
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他只经过
一轮远程试讲就通过了招聘程
序，开始授课。

赵悦2019年在读研究生

时曾在“学霸君”担任兼职教
师，在同为兼职老师的室友推
荐下，没有经过面试就直接上
岗带课。“上课内容没有人监
管，有时候甚至通过微信语音
给学生上课。”她说。

“先上课再考证”的现象在
在线教育机构中司空见惯。“机
构这边放得很开，有的教师无
证授课两三年。因为怕教育局
查，现在也会要求教师们去考
证。”在太原一家在线教育机构
任教的薛强说。

记者发现，很多头部在线
教育机构的授课教师是与人力
资源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教师
实际上与机构没有直接关系。
业内人士表示，教师外包的模
式极大降低了在线教育机构的
成本，利于增加利润和迅速扩
张。但这种情况下，机构对教
师的管理就比较松散，无法保
证课程质量。

薛强说，日常只有一到两
个教师与他线上联系，负责核
对业绩、下达通知、发放教学资
料等，“没有固定的部门，也没
有固定的同事，缺少业务讨论
和交流的氛围，也缺少组织纪
律，始终游离在机构外部，但是
又从事了核心业务。”

有的教师无证上岗

在线教育机构的课程质量和授课效果
究竟如何？记者发现，尽管其中不乏精品，
但大量低质课程也混杂其间，课程质量不稳
定、不可控。

太原的张女士为女儿购买了某在线教
育机构的阅读作文课，发现老师教的都是套
路，作文题都有模板，阅读题都有公式。“功
利性很强，不强调思维方式和基础素养的提
高。”她说。

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一些热门的在线
课程噱头很大，实际效果如何却存疑。如某
AI教育平台做了一套教学系统，宣称AI老
师已达到了20年教龄的水平。但事实上，这
套系统连当地用什么版本的教材都不清楚。

记者了解到，一些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师
并不专注教学，而是绞尽脑汁地售课。

高老师告诉记者，公司给他们下达的重
要任务就是让家长不断买课、续班，为此还
要参加专门的话术培训。在考核指标的指
挥下，教师如想增加收入就必须做一个好销
售，而不是钻研如何提高教学水平。

“很多时候，学生叫我老师，我都在心里
暗暗惭愧。其实我们是半个老师、半个销售，
真的配不上‘老师’这个称呼。”高老师说。

记者在高老师提供的一份名为“转化话
术七问”的培训资料中看到，针对经济条件
不太好的家长，培训机构引导其使用信用卡
付款或者进行网贷。

曾在“学霸君”负责课程销售的赵老师
透露，公司围绕帮助家长办理贷款进行专门
培训，提供了贷款办理的详细流程和链接。

“在公司的管理规则下，我必须说服更多家
长购买课程、办理网贷，才会被视为一个合
格、优秀的员工。”他说。

教师要参加话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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