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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马上远离家装暴利！
2014装修业主必读———只花5分钟让您立省8万元

时间：2014年4月26日下午2点至5点
地点：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成都市青羊区江汉路29号附10号（新华宾馆东楼）
事件：凡签约此次“联合放价活动”的业主，即可享受以下优惠
聚划算一：在原豪装工厂价基础上，立返3万元现金；前99户打进电话，还能再减
1万元（1298套餐除外）
聚划算二：免费赠送价值2万元的八大电器：美的空调
2台，创维42寸电视机1台，华帝油烟机1台，华帝灶具1
台，美的三门冰箱1台，美的10升燃气热水器1台，小天
鹅全自动洗衣机1台！
聚划算三：前99名打进电话报名，免费赠送金马一只

只要口碑，不要利润，远离家装暴利，让家装透明化，天
地和联手128家知名家居建材企业现场放价

※此次天地和联手128家知名家居建材企业
现场放价优惠空前巨大，活动仅限3个小时，活
动过后立刻恢复豪装工厂价，计划装修的业主
一定要提前报名！！

电话：028-86633336抢先
报名专线

2010年，仲志强回老家帮弟弟装修婚
房，他到装饰材料市场后，惊讶的发现：原
来，装修材料如此之贵！比他了解到的出厂
价最少要贵2~5倍，这可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仲志强靠着厂家熟人的关系，所有装
修材料和家具都是按照出厂价拿货，按照
市面价格对比计算，弟弟的一套110平米的
房子，居然少花了8万元。
这次偶然的装修经历，使他受到巨大的

启发：为什么不把所有装修产品全部按照出
厂价供货，取消一切中间加价环节，这样，老
百姓装修至少可以省30％至50％的钱。

觉得这条路子可行，仲志强立刻贷款

300万创建了天地和豪装工厂店。天地和，
就是要做厂家的直销中心，让业主拿到一
手货源，省掉一半的装修费。

2011年，仲志强在南昌成立全国第一
家豪装工厂店！

2012年，仲志强先后在武汉、长沙、无
锡成立第二、第三、第四个豪装工厂店，整
个业界大为震动！

2013年，仲志强对豪装工厂店全面改
进，模式更加成熟，又在沈阳、成都、南京、
西安、济南成功开店，天地和一跃成为中国
极具实力的家装集团，仲志强也成为当今
装修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活动仅限当天，过后立刻恢复原价！此次优惠，史无前例，空前绝后！！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推出的工厂价豪华全包套餐，不光包括设计、人工、水电
等所有的人工项目；还包括橱柜、卫浴、地板、木门、灯饰等所有主材基材，还包
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衣柜等全房家具，
以及液晶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房家电！装修完成后，家中一应俱全。同
时，在装修的过程中，业主不用自己出一分力，也不用自己买一个钉，只需配合
装修进度，所有装修项目一站式完成，不用再花一分钱，即可拎包入住！

从“普通工人”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
笔者了解到：仲总原来是建材厂的普

通工人，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开创出全
新的“工厂价装修模式”？在笔者的追问
下，仲志强道出了成功的秘密。

仲志强出身平凡，从21岁开始便进
入一家地板厂工作，从下料到喷漆每个

环节，他都非常熟练。后来他又先后去过
地砖厂、陶瓷厂、家具厂，仲志强回忆说，
他在12年的时间里，一共去过6家建材厂
和2家家具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用12
年的时间，了解透了整个家装行业的方
方面面。

一次小启发引发装修行业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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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和总裁向您郑重承诺
承诺1
保证全城超低价
贵一万补一万！贵十万补十万！

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保证比你自己装修还要省钱，如果您在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贵了，贵

1

万，补
1

万；贵
10

万，补
10

万！

承诺2
只要您不满意，我们立刻砸掉

我代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面向成都装修业主，做出书面承诺：

保证施工质量，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由天地和承担！

装修业主享有“一票否决权” 。在装修白皮书上， 每一道装修工序的
后面， 您都可以打

√

或打
×

。您打
√

， 就表示您“满意签收” 了， 我们
就继续开工！前一项不打

√

， 我们绝不进行下一项施工。如果你打
×

， 我
们就砸掉重装， 就是装好的厨房、 卫生间， 都可以砸掉重装， 天地和保
证无一句怨言， 您不用为砸掉重装的费用掏一分钱！

承诺3
在天地和装修，保证全部采用知名大品
牌，真材实料，假一罚十！

家装大揭秘
什么是真正的拎包入住！

以100平米3房2厅为例，如果是自己装修，全套家具 3.5 万元+人工、水
电3.5万元+主材、基材 4.5 万元+地板、瓷砖 2 万元+卫浴、橱柜 2 万元+
木门、灯饰2 万元+8大电器 2 万元=19.5万元，再加上交通费用、材料搬运
费用，最少需要21万元！
而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100平米3房2厅，工厂价只需 159800元，

比自己装修足足省下5万多元，省下的钱可以再买一辆小汽车。

比比价：
工厂价装修，比自己装修能省1辆车钱！

总裁名片：
仲铁锤，原名仲志强，家装界传奇人物，天地和豪装工

厂店创始人，因为他敢于在装修界承诺：不满意，立刻用铁
锤砸掉！所以业界人称“仲铁锤”！

昨日早晨， 市民杨先生在乘坐62路公交

车上班途中，看到令他感动的一幕：一位靠窗

而坐的女老师，带着一摞作业本，一路都在忙

着批改作业。 杨先生悄悄拍下女老师批改作

业的背影，并发在了微博上，在微博中感慨：

“（如果）她的学生看到后肯定会更加努力学

习。” 这则微博引来网友关注， 有网友质疑：

“老师昨晚干什么去了？”也有网友点赞：“这

就是中国好老师。”

老师公交上改作业

大清早市民被感动

昨日上午，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了杨先

生。杨先生回忆，昨日早晨，自己是从茶店子西

口上的车，上车时，这位老师已经在车上，并且

正在批改作业。随后，杨先生提前在营门口下

了车，下车时，女老师依然还在埋头看作业。

女老师年龄多大？在哪一站下的车？是哪

个学校的老师？杨先生对此一无所知，唯一还

有印象的，是杨先生瞄了一眼作业本，看到是

“语文五单元复习题”。杨先生推测，女老师

应该是62路沿线附近某个小学的语文老师。

记者沿62路公交寻找

是石笋街小学西区语文教师

昨日下午，根据杨先生的回忆，成都商报

记者沿着62路公交车站点一路找寻，在相继找

了四所学校后，位于花牌坊街西林巷的金牛区

石笋街小学西区成为记者的第五个目标。

下午四点， 正值学校放学时间。 在校门

口， 一位杨姓女老师在看过三张只是背影的

照片后， 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学

校的老师，姓蒙。”

随后， 该校常务副校长李俊芳在看过照

片后，也一眼就认了出来：“蒙老师，三年级一

班的班主任。”

成都商报记者随后了解到， 这位女老师

叫蒙琳，是石笋街小学西区的语文老师，同时

也是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今年55岁。从1986

年师范学校毕业后， 就在石笋街小学担任语

文教学工作，并一直担任班主任，教龄整整28

年了。不巧的是，昨日下午蒙老师在外参加教

学研讨会，并不在学校。

早班公交上改作业 老师说正常，这种小事不值一提

对不起，蒙老师

我们把头条留给了你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但这确实只是一件

小事，不足为道。”在听完记者来意后，蒙老师

非常意外， 更不知道自己已经在网上被关注。

蒙老师告诉记者，昨日清晨，她的确在公交车

上批改作业。这些作业是她头一天给孩子们留

的，内容是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知识点总结。

蒙琳告诉记者，自己今年已经55岁，本来

已经可以退休了，但担心中途换老师对孩子们

有影响，因此，她坚持无论如何要把这学期教

完。但正因为岁数已高，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

前阵子还住了院。蒙老师说，自己现在只教一

个班，班里共46个孩子，这次布置的作业量也

不大。如果换作以前，这点作业不算什么，就算

时间匆忙，晚上熬熬夜也就搞定了。但现在因

为身体的原因，也无法过多熬夜。蒙琳住在犀

浦，乘公车到花牌坊的学校上班，全程40多分

钟，想着反正坐车无事，加上急于在昨日上午

要评讲作业，她便把坐车时间利用了起来。

对于杨先生及网友们的称赞， 蒙琳连连

感谢，并认为大家“过于赞美了”。她反复告

诉记者，自己所做的这点，其实不算什么。蒙

琳说，按期批改完作业，本来就是一个老师的

基本职责。“一个阶段的学习结束了， 我们就

要带着学生做一次全面的检测。 假如没有及

时查漏补缺，娃娃们的问题就会越积越多，形

成恶性循环。”

55岁，她即将退休

最近身体不好

无法熬夜

利用乘车时间

她昨晚干啥去了？为何急着在公车上批改作业？

记者手记

只有了解，才有理解

四年前，也是这个有些闷热的季节，

在呼呼的风扇声里， 我跟我的

120

个孩

子，正做着中考前最后冲刺。这是我唯一

的一届学生，我教了他们三年语文。

我曾经在凌晨三点，和一位妈妈跑

遍县城里的每一家网吧，寻找一个没有

回家的孩子；我的一个女同事，为了孩子

不受中途换老师的影响，怀孕期间坚持

上课，后来遗憾没能当上妈妈；还有一个

同事，因为声带小结做手术，差点再没机

会说话。因此，加班批改作业，对于老师

们来说，还真的就是一件小事。

所以，这是一个略让人纠结的采访。

因为一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讲述这件

小事，我甚至惧怕报道出来后，一些来自

网络的评论会伤害到蒙老师。事实上，因

为一些来自教育行业的负面新闻， 教师

已经被加以了诸多阴影甚至骂名。 就像

以前总有人问我，“你上班很轻松吧，每

天才三节课，可以玩大半天”。还有人更

直白，“你暑假补课能赚好几万吧”。

其实，很多行业也是如此。医生总被

认为做的每一台手术都会收红包， 公务

员总被认为每天都有不断的宴请， 警察

总被认为刑讯逼供。当然，我们不否认有

这样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行业的主流。

所以， 这恰恰是我们愿意花一整天

时间，去找到蒙老师的原因。不为表扬，

也不为歌颂，只是想让更多处在教育行

业之外的人，能够对这个行业有一些了

解。唯有足够的了解，才能有理解。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在我打到第

16

次的时候，蒙老师终于接了电话。不出所

料， 采访被客气地婉拒：“这个小事都要

报道，好笑人哦。”这也正常。对于一个已

经

55

岁的临退休女老师来说，岁月的捶

打与历练，对于声名，已经超然。我于是

告诉她，你把这份报道，当做一份送给你

的退休礼物吧。电话那头，明显地轻轻笑

了起来：“那你给你们编辑说， 把我这个

报道放在一个边栏角落里就可以了”。

石笋街小学西区常务副校长李俊芳

告诉记者，蒙琳老师从教多年，教学经验

非常丰富， 也深受学生和家长喜欢。其

中， 最让李俊芳印象深刻的， 是蒙琳在

“家长培训” 这一领域非常有自己的一

套。 正是在教学管理上的丰厚积累，2010

年，蒙琳被评为第六届全国优秀班主任。其

他的省市级荣誉，更是无法一一罗列。

对于蒙琳老师公交车上批改作业一

事，李俊芳表示，她完全能够理解蒙老师

一开始婉拒采访的心情。“因为像蒙琳

老师这样经常加班的老师， 在整个行业

内，也是比较常见的，大家都已经习以为

常了。” 李俊芳也特别感谢了大家的关

注，但她也同时表示，希望大家能借此更

多地了解教师这个行业，“教书育人，有

其快乐，也有其辛酸，但这恰恰正是这个

行业的魅力。包括蒙老师在内，我们并不

希望大家过度地表扬， 只希望大家可以

用一种更平和的心态， 来理解和尊重所

有的老师们。”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加班，教师已经习以为常

公交上改作业

让我们更多了解教师

@

媒体人杨昆 ：

4月

24日早上7:50， 成都62

路公交车上一老师从茶店

子西口就埋头辛苦批改语

文五单元复习题， 她的学

生看到后肯定会更加努力

学习……

@

南京王进生： 注意到一位老师在批改作

业

,

每篇文章虽短，老师却圈点批注仔细

@

企鹅光影： 在公交车上改作业的老师，辛

苦了，致敬

@

花

_

小

Q

：公交车上批改作业，敬业的老师

江苏南京 2013年6月4日 河南郑州 2013年4月 广西柳州 2013年4月

就像开学前夕学生赶作业一样，公交车成了老师改作业的“热门地”。

批改作业，本是老师的本职，但这件小事，却让我们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