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投诉

穿对“轻动鞋”温暖过一冬

生命在于运动，老人需要适当活
动，才能保证身体的活力。随着冬天的
到来，气温降低，人们的户外活动会随
之减少。很多老人陷入“天气寒冷——
减少活动——体质下降——怕冷畏寒
——穿得更厚——活动不便——减少
活动”的恶性循环。所以，老年人想要
轻松过冬，不论是日常穿着、遛弯逛
街，还是早晚锻炼,脚上的鞋需要在保
暖的同时，兼顾舒适和灵活。选择一双
合适的冬鞋，更是尤为重要。

健康专家建议：冬鞋最好选择纤
维、毛绒等质量轻、保暖效果好的材
质，在选鞋时要符合“保暖、软弹舒适、
轻便灵活”三个指标。

不累脚、不冻脚、不挤脚 保暖软弹舒适

广告

耐磨抓地，出门更放心
鞋底采用原生橡胶实心外底，隔凉隔寒，耐磨防

穿刺。花纹为户外攀岩专用设计，抓地性能好，降低
湿滑路面打滑的风险，为冬季出门保驾护航。

防风保暖，冬天不冻脚

鞋内里采用远红外聚暖纤维，柔软浓密，聚能锁
温；鞋口采用天鹅绒材质，亲肤细腻，护住易冷的脚
踝，防止鞋里灌风，出门不冻脚。

软弹贴合 走路不累脚

鞋中底采用PU发泡材质，软弹轻便，贴合脚型，
减轻走路时的冲击，久走不累脚。

耐刮耐碰，出门更安全
鞋头和后跟采用羊猄绒材质，全方位包裹脚跟和

脚尖，耐刮耐磕碰，出门更安全。

又一知名在线教育机构倒下又一知名在线教育机构倒下！！
““学霸君学霸君””创始人承诺绝不跑路创始人承诺绝不跑路；；南京两家线下门店已闭店南京两家线下门店已闭店

近日，多名家长向记者反映，从2020年12月27日开
始，在线教育机构“学霸君”线上课程，无法正常使用，学费
也无法退还。1月2日凌晨，学霸君创始人兼CEO张凯磊发
布了一封公开信，承诺绝不跑路，绝不推卸责任，问题不解
决不宣布破产。扬子晚报记者搜索发现，南京有两家学霸
君线下店，探访后发现，两家均已闭店不再营业。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李冲 实习生 胡佳颖

前有“优胜教育”、现有“学霸
君”，在线教育机构的倒闭，让人对
这一行业再次引起关注。在线教育
这一行业目前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扬子晚报记者采访了网经社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在线教育分析师陈礼
腾，他分析称，在线 1对 1模式过
重。学霸君主打1对1模式，师资成
本高，且随着规模的扩大边际成本
难以收敛。尽管1对1模式单价高，
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需要投入大
量时间精力来进行教学产品的打
磨。当前，在线教育疯狂吸金，马太
效应加剧，中小平台生存空间被压
缩；此外，教育行业不同于其他行
业，最终还是要回归教育的本质
——教学质量，不能完全市场化，警
惕沦为“资本游戏”。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李旻律师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如果因为资金链断裂，导
致家长支付的培训费用没有上完，家
长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对

培训机构而言，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家长在签订合同前，首先要
对教育机构的主体进行调查；第二，
合同本身的权利、义务要用明确的方
式记录下来；第三，签订合同时，要对
合同解约的违约条款等作出明确约
定。在平台爆雷后，家长可以通过诉
讼去维护自身权益，如果平台涉及到
后续的清算或破产，家长可以凭判决
书去申报债权等。”

此外，业内人士表示，在线1对
1 曾是在线教育最火热的赛道。
2019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
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
明确要求，按培训周期收费的，不得
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
费用。但“在线1对1”的模式很容
易出现违规问题，尤其在“预缴学费
越多，单价越便宜”的促销政策下，
机构经常鼓动家长一次缴纳数万元
学费，留下爆雷风险。建议家长收
集证据进行维权，同时建议之后缴
费时，不要一次性缴纳太多。

扬子晚报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学
霸君1对1在南京有两家线下门店，两
家都位于江宁。1月4日上午，记者前往
位于南京江宁区新亭西路和文靖路门
店，发现两家均大门紧锁。记者准备离
开时，文靖路店有人开锁进店，他表示，
自己也是刚来这边工作的，具体情况不
熟悉，但店已经不开了。“这里只做线下
咨询，不上课。”

新亭西路店的门口贴了一张转租公
告，扬子晚报记者拨打电话询问情况，对
方称：“我们属于加盟店，只做销售，用户
在线下咨询、体验后，在线上缴费上学。”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租房合同年底到期，

“2019年年底装修好之后，遇到疫情，一
直到2020年5月份才开始营业。开业6
个月的时间，效果并不好，来试听的人不
少，但转化率不高，即便如此，为数不多
的成交客户中，也不乏一口气交3万元
的家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来也不
打算做了，没想到现在总部又遇到问题。

1月2日凌晨，学霸君CEO张凯磊
发布公开信称，一位潜在投资人“估计爆
雷后的道德风险，不能投钱了，”这意味
着学霸君最后的外部救助不再，“奔跑了
8年的学霸君在2020年的冬天倒下了。”
他表示，过去3年，学霸君没融过一笔大
钱，最少5次游走在资金链崩断边缘。

“2020年下半年付费39000多元，
为孩子购买了360节课，现在只上了30
节课，却突然发现学霸君这个平台倒
了。”江苏一位学生家长向扬子晚报记者
反映，报的线上课程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了，学费也没有办法退还。

据媒体报道，目前学霸君上海和北
京总部的办公室已经无法进入，上海办
公室物业公司在劝说用户和员工分流至
派出所和劳动仲裁机构，北京办公室也
已上锁，现场有民警维持秩序。

另一位家长是在“双11”大促时缴
费的。她告诉扬子晚报记者，自己也是
在最近几天才知道学霸君1对1的很多
老师被拖欠了工资，说明资金链早就出

现了问题。“在倒闭前还在大力促销，太
过分了。”这位家长表示，还有课程顾问
在12月份催用户续课，称元旦起将全面
上调课程价格。

扬子晚报记者1月4日在学霸君的
多个维权群里，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数
千位家长正在商议维权的事。从群里的
600多名用户的收费接龙信息看，家长
在学霸君1对1的学费少则3000多元，
多则5万多元。“偏偏在期末考试这个节
骨眼上停课，气死了。”一位家长说。记
者发现，很多家长用的是分期付款的方
式交的学费，“现在既不能退款，又不能
上课，钱还得继续付，焦虑。”一位家长
说。

天眼查信息显示，学霸君关联
公司上海谦问万答吧云计算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法定代表
人为张凯磊，旗下业务主要包括拍
照搜题、在线1对1辅导等。

截至2017年，学霸君共完成6
次融资，最近的一次是2017年1月
的1亿美元C轮融资，距今已经过
去近4年。目前的注册用户近500
万人，付费用户5万余名。

南京两家线下门店均已关门 加盟商称成交不多

“在倒闭前还在大力促销，太过分了”

链接：学霸君共完成6次融资

南京中7位数500万大奖
今晚奖池9536万！

1月3日，体彩7位数
第21002期开奖，当期南
京中出1注500万元特等
奖。今晚开奖前，7位数
奖池高达9536万元，敬请
关注。 苏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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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1002期）
中奖号码：前区前区：：02 16 26 31 34后区后区：：09 11
奖等等 级别级别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基本基本 33注注 1000000010000000元元

追加追加 11注注 800000080000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基本基本 6868注注 223170223170元元

追加追加 1414注注 178536178536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139139注注 1000010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523523注注 30003000元元
体彩“排列3”（第21004期）
中奖号码：5 0 1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412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27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004期）
中奖号码：5 0 1 5 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41注 100000元
福彩“七乐彩”（第2021002期）
中奖号码：2 3 10 13 16 23 26
特别号码：8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1注 1167651元
二等奖 11注 15164元
三等奖 203注 1643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518万元。
福彩“东方6+1”（第2021002期）
中奖号码：8 4 1 5 7 9+猴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0注 0元
三等奖 1注 10000元

本期投注总额59万元，一等奖无人中，奖池
资金累计9326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福彩“15选5”（第2021004期）
中奖号码：5 8 11 13 14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98注 2535元
二等奖 5694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73万元。
福彩3D（第2021004期）
中奖号码：9 8 1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578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181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221万元。

福彩“快乐8”(第2021004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3 8 11 12 13 14
16 22 23 27 33 37 46 48
51 52 53 63 75 80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福彩“刮刮乐”
2021 年 1月 3日江苏中奖注数

123769注，中奖金额23048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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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1”模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记者探访

专家说法

南京的“学霸君”线下门店已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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