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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公益信用教育：为大学生点燃信用火种
■ 本报记者 皮磊

工作几年之后，小王打算贷
款买套房。 然而在查询个人征信
状况时，银行却告知其征信存在
问题，没有贷款资质。

原来，小王在上大学时曾申
请过国家助学贷款，毕业后因为
更改联系方式、工作繁忙等原因
忘了还款。 此前，小王对此并不
太在意，但现在真的影响到自己
的生活，他感到非常后悔。

像小王这样的情况并不鲜
见———助学贷款、信用卡逾期未
还或恶意透支等行为影响个人
征信的情况在大学生群体中时
有发生。 然而据调查显示，很多
人并未接触过系统的信用教育，
高校信用课程也几乎是空白。

不良信用记录会让个人信
用大打折扣，严重的还会被列入
银行征信系统黑名单，方方面面
都会受到影响。 失信记录一旦出
现就很难抹去，很容易成为人生
的污点。

基于此，2015 年 9 月， 上海
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真爱梦想）与蚂蚁金服旗下独立
第三方征信机构芝麻信用合作
成立了国内首个信用基金———
真爱梦想—芝麻信用专项公益
基金。 基金计划三年投入 1000
万元，面向大学生群体开展信用
课程。 项目也希望以此为基点，
逐步将信用教育扩大到各个群
体， 进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

激发大学生的信用意识

今年刚刚毕业的肖亮是信
用课程的一名种子讲师，主要负
责大学生讲师培训。“今年 2 月
份，我在实习期间接触到了信用
课程这个项目，当时我是第一批
去试听课程的大学生，且参加了
之后的每一次试课，后来就决定
加入这个项目。 ”

肖亮谈到，信用课程最主要
的目的就是激发大学生的信用
意识，同时补充一些金融方面的
知识。 每次课程大约持续 2 到 3
个小时，分为四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是“信用初理
解”， 即让学生梳理自己对信用
的初始理解；

第二个模块是“信用的原

点”， 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们明
白为什么要重视信用，信用对个
人的价值、 社会的意义和重要
性；

第三个模块是“信用加油
站”，即让学生了解什么是信用，
西方国家如何构建信用体系，以
及个人信用是如何被评价的；

第四部分是“信用目的地”，
让学生了解如何积累个人信用，
如何维护自己的信用、积累信用
的一些方式等，主要目的是提醒
学生养成良好的信用习惯。

“我们会从中国古代最基础
的信用案例聊到现代的信用体
系，也会介绍英美等国家的信用
体系，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
常成熟。 ”肖亮谈道，讲师们也会
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因
为很多人没有听过或者对此并
不了解。

截至 2015 年 4 月底，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征信系统已收
录自然人 8.6 亿多， 收录企业及
其他组织近 2068 万户。“我们会
给大家展示央行的信用报告，告
诉大家查询个人信用记录的方
法。 这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
用，很多同学在课程结束后都会
去查询自己的信用记录。 大家都
意识到了，信用问题确实非常重
要，而且真的有一些机构在记录
着自己的信用。 ”

此外，大学生讲师也会为学
生们分析失信带来的影响，小王
的遭遇就非常具有说服力。“现
在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名单中
的人会被限制乘坐高铁、 飞机
等，也没办法办理贷款。 同时，我
们也会提示大家，有时候失信并
不是自己主观原因造成的，告诉
大家要主动去管理自己的信
用。 ”肖亮告诉记者。

为保证课程生动有趣，吸引
更多学生参与，信用课程大多以
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而每次上
课，讲师们都会讲到下面这个案
例：

有一位年轻教师，工资微薄
但很稳定，无不良嗜好；另有一
位高中毕业、交际圈广泛的无业
青年，有抽烟喝酒等各种不好的
生活习惯，但他的银行流水非常
高， 还有一张额度为 10 万元的
信用卡。 那么作为个人借款行

为，应借给谁？ 如果作为高校联
合储蓄委员会成员，又会给谁贷
款？ 如果两人去银行贷款，银行
又会贷给谁？

通过类似的案例，讲师们适
时引入一些关于信用的知识。 比
如，信用考核的维度是什么？ 银
行能获得的金融信息有哪些？ 征
信数据如何对金融业和个人生
活发挥作用？ 如何提高个人信
用？ ……

将大学生培养成
信用传递载体

目前，信用课程在大学校园
的推广主要采取与高校社团、校
园组织合作的模式。 肖亮实习期
间所在的创行（成立于 1975 年
的全球性非营利机构， 由 36 个
国家的 1700 所高校的在校大学
生、学术界人士和企业界领袖组
成）正是项目的合作伙伴之一。

真爱梦想通过大学生社团
招募志愿者，将其培养成种子讲
师， 然后让他们自行组织开课、
管理课程进度、 组织线下活动
等。 也就是说，信用课程其实是
从大学生到大学生的传播，同龄
人与同龄人的对话。 在授课的过
程中，大学生讲师也会根据实际
情况和听课者的反馈，不断更新
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

“信用课程现在主要面向大
学生。 ”真爱梦想“火堆事业部”
（负责筹款） 总监宿彦慧表示，
“我们觉得大学生是推广信用教
育的核心主力军，也是未来社会
发展的生力军。 选择大学生群体
作为切入点，是希望把大学生培
养成种子，给他们赋能，让他们
成为信用传递的载体。 未来无论
是到工作岗位，还是成为志愿者
服务更广的人群，我们都希望他
们去播种信用意识。 ”

据宿彦慧介绍，芝麻信用专
项公益基金负责提供专业知识
和教学物资后盾，真爱梦想主要
负责信用课程的开发、执行和活

动落地， 并对项目进行专业管
理， 确保公益资产信息公开透
明。 为此，项目组专门建立了课
程开发委员会，其中包括来自金
融界、教育界、心理学等领域的
专家。 同时，项目组也联合了真
爱梦想课程研究院等机构，共同
进行信用课程的开发。

在课程活动中，项目组会鼓
励学生讲师大胆创新，比如通过
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授课。 讲师
将语音、PPT 截图、 线上视频链
接等素材发送给学生，方便他们
学习和讨论。 这种线上授课形式
不受地域与参与人数限制，有利
于更大范围去推广信用教育。

在课程以外，项目组还组织
开展了一次为期 3 周的校园“无
人小站”信用体验活动，共有 400
人次参与，信用消费率达 75.6%。
试点活动结束后，运营流程已趋
于完善，学生团队运用回流资金
已经可以自主持续运营“无人小
站”。 在整个课程推广及体验活
动开展期间，执行团队通过互联
网传播和校园路演等方式，间接
影响了超过 10 万名公众。

课程结束之后，项目组还会
建立线上沟通群，并通过群的方
式继续进行线上授课，以及信用
知识的分析和讨论，之后还会组
织一些线下活动，保证信用教育
持续开展下去。

自 2015 年 9 月启动至今，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信用教育课
程体系已在全国 17 个省市的 40
所高校落地， 累计开课 122 次，
近 4000 名学生参与。 在调查反
馈中，课程综合满意度超过 9 分
（满分 10 分）。

三年规划只是一个开始

据了解，信用课程分三年执
行，每一年都有具体的规划和目
标。

第一年主要是开发信用教
育的内容及形式， 面向 40 所高
校进行试点推广；第二年逐步完

善信用教育内容及推广形式，创
新信用理念普及形式，并计划面
向 100 所高校进行大范围推广；
第三年丰富信用内容及推广方
式，并尝试推动具有社会责任感
的企业或组织， 通过多元的形
式，面向大学生及公众普及信用
理念。

宿彦慧谈道，项目执行过程
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信用课程
内容的研发与设计。“我们先后
开展了 7 次公开试课，听取了不
同地区大学生的反馈及专家指
导建议，通过不断调整优化课程
方向、知识点、开展形式等，最终
确定了符合大学生特点的信用
课程。 ”

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项
目组表示，项目一开始选择大学
生群体，是因为大学生面临着就
业、步入社会等问题，需要了解
信用知识，而且他们也发挥着承
上启下的作用。 未来在课程模
块、推广机制打造好之后，项目
希望以大学生为突破口，联结更
多有志于推动社会诚信建设的
企业与公众， 发挥各方优势，支
持信用理念推广与传播；通过探
索更加多元化的形式，让公众在
实际参与中理解信用理念，提升
信用意识。

也就是说，大学生并不是信
用教育的最终目标，三年规划也
只是一个开始。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信用
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
来越重要，国家也在不断推动社
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芝麻信用
高级专家李颖表示，“芝麻信用
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部
分，有责任促进公众认识到信用
的重要性。 真爱梦想—芝麻信用
专项公益基金是全国首个围绕
信用教育的基金，这是一个很新
的尝试。 我们的初心是想提高大
众对于信用知识的了解，并希望
通过公益基金这个载体，推动信
用体验、宣传信用文化，最终推
动国家信用体系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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