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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5

奇葩寒假作业
推广学院微信微博
少于100点赞要挂科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回应：该作业系老师个人行为，已纠正

2017年1月1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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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按钮，
上传您在消
费中产生的
纠纷和问题，以及您的姓名和电话，
以便我们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

■为消费者排忧解难、深入维权
■揭穿消费陷阱、曝光不良商家

一年车祸20起
有7次汽车飞上屋顶

5日下午，达州市经开区斌郎乡石观
村一车子“飞”上屋顶。房主李明军无奈地
说，这只是房屋后小坡路段发生多起交通
事故中的一起。

记者在现场看到，李明军的房屋修在
一下坡处的公路边，公路离房屋最近只有
不到1米，最远处也不足3米。屋顶与公路
路面差不多高。记者注意到，该段公路并
没有安装护栏，“车速过快，可直接冲上房
顶”，李明军父亲李文弟说道。

李文弟向记者介绍，在5日之前，曾有
1次小轿车直接冲出公路，将自己家的矮
房屋顶撞烂；有2次因小轿车没刹住车，就
直接开到了屋后的水沟侧翻……李明军
介绍，自家屋后的路段，车祸时有发生，一
年大概会有20起大小车祸，其中汽车“飞”
上自家屋顶的车祸就有7起。

房主睡不安稳
怕车子突然撞进来

李明军回忆，在2016年上半年，屋后
发生一起3车相撞事故，造成轻伤2人，重
伤3人，死亡1人。他介绍，当天小雨，一辆
大车向坡下开来，路面打滑踩不住刹车，
撞上上行的商务车和小轿车，商务车内1
人当场死亡。

从那时起，李明军就开始担心家里
人的安全，“担心哪一天房子就被大车撞
上”。李明军母亲郭光玉提及自家房子多
次被车撞，心里就害怕，“晚上都睡不安
稳，就怕车子突然撞进来”。

郭光玉介绍，家里6口人，天天担惊
受怕，就怕哪天房子再被车子撞上。屋后
离公路最近的两间房都没有人居住。在
2016年三车连撞车祸后，李明军将被子
搬到前屋的客厅沙发上，“到现在我只在
床上睡了一次。”他说。

公路2次加高
路面与房顶差不多高了

车辆为什么可以直接“飞”上屋顶？李
文弟介绍，房子是1982年修的，当时路面没
有房屋高。而这条公路原是达川区通往石
板乡镇的道路，路面一直很烂。在2012年左
右修路后，路面加高30厘米左右。2015年再
次修路，将路面加高60厘米左右。两次修路
后，共加高了1米左右，路面就与自家屋顶
差不多高了。

达州市交警第三队民警也证实，修路
确实将路面加高了，加之李明军屋后的路
段是下坡连续弯道，没有护栏等安全设施。
每到下雨天，路面打滑，下坡路段车辆车速
过快，就容易直接冲向李明军家的房屋，造
成房屋受损。

李明军介绍，原来在房屋后的公路边
还有花台，发生车祸时可以抵挡一下，后来
花台位置也被硬化成了道路。

近期将动工
在该路段安装护栏

达州市交警三大队副大队长黄帅介
绍，从2016年开始，李明军屋后路段车祸事
故增多，交警部门一直在向达州市经开区
管委会汇报情况，在1月5日面包车“飞”上
李明军家屋顶后，交警部门再次向经开
区紧急报告，希望在公路边安装护栏或
水泥墩，确保住户安全。此外，交警部门计
划设置一个醒目的下坡连续弯道标识，方
便驾驶员辨识；还要安装减速带，方便驾驶
员控制车速。

记者联系上达州市经开区管委会住建
部门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该路段未安
装护栏，目前一直在走程序找施工单位，还
未敲定哪家施工单位，预计近期在落实施
工单位后就会动工安装护栏。安装时，将首
选安装李明军房屋后的路段。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摄影报道

1月17日起
日月大道及周边道路交通有变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获悉，为
保障日月大道快速路改造，在2017年1月17日至
2018年6月15日施工期间，交管局将对日月大道及
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做出相应调整。

具体调整为：
一、三环路苏坡立交桥面由北向西右转匝道封

闭，禁止机动车通行；三环路苏坡立交底层西口北
侧辅道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除外）。

二、光华东一路（光华北三路-成飞大道）实施
机动车由东向西单向交通组织；光华北四路（光华
东一路-光华东二路）实施机动车由北向南单向交
通组织。

三、日月大道铁路跨线桥处非机动车和行人下
穿通道封闭，非机动车和行人按照交通标志引导借
用原机动车铁路上跨桥面两侧临时通道通行。

四、日月大道武青北路口东进口实施禁止机动
车调头交通组织措施；南进口、西进口和北进口实
施禁止机动车左转交通组织措施。

五、三环路外侧清江西路跨线桥至苏坡立交辅
道驶入主道进口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三环路外
侧苏坡立交至光华跨线桥主道驶出辅道出口封闭，
禁止机动车通行；在三环路外侧光华跨线桥至草金
铁路跨线桥临时新增主道驶出辅道出口一处，前往
光华大道的机动车可由此临时出口驶离主道，经培
风东路等道路绕行至光华大道。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淘宝的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因其商
品价格低廉，深受年轻人青睐。操作也很
简单，个人闲置卖家之间看中了彼此的商
品，可以通过补差价互换得到。然而，这其
中的交易并不都是一帆风顺，还有可能碰
上“卖假货”的。11日，家住龙泉的董女士
就遇到一件烦心事，“说好用我的苹果平
板换他的苹果7，但到手的竟然是一台无
法开机的酷派手机！”

闲置互换
说好换苹果7变成坏了的酷派

1月初，董女士在“闲鱼”上看中了一
台刚用两个月的苹果7。卖家“yunwo-
weiyi3344”在页面上描述这部手机为：

“iPhone7 plus磨砂黑，基本95新，用了2个
月，不想用了，出售或换ipad。票全，32位，
在官网买的。”从页面上的实物图来看，手
机成色尚可，且对方称拿iPad来换的话，只
要补301元差价就可以，董女士认为这个

价格非常划算，两人成交并相约发货。
1月11日，手机从河南通过顺丰快递

发到了董女士手中。打开包裹，一家人都
惊呆了：“根本不是苹果7，而是一台屏幕
破碎的酷派手机，并且无法开机！”她立马
电话联系到这位牛姓卖家，“他说自己的
苹果手机换我的平板绰绰有余，还说是我
给掉包了，收到了货才来演这一出。”此
时，自己的平板已被对方签收，董女士立
即报警，并告知了对方。随后，这位卖家改
口称，应该是被不法分子调了包，只要董
女士申请退款完成交易，就把平板原样寄
回。董女士将信将疑地完成了订单，不久
她便收到了退还的差价，但她就无法再联
系上卖家。“打手机一直是在通话中，‘闲
鱼’上也被拉进了黑名单。”

快递员
是坏手机 收件时还拍了照

12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随董女士

联系到了河南当地承运的顺丰快递员，
他称：“当时是我收的货，对这个件印象
十分深刻，因为本身是一台坏手机。我
就问他，寄出去干嘛？他告诉我手机出
了问题，送出去恢复资料。当时，我们留
了心，特意拍了照片，如果警方有需要，
我们可以提供。”他还表示，这位姓牛的
卖家经常来收寄快递，25岁左右，身高
170出头。

记者从“闲鱼”搜索发现，这位牛姓卖
家比较活跃。他的主页上，有一条显示日
期为2016年7月21日的评论称：“卖家是个
骗子。”联系到这位当事人后，她说去年夏
季也有过与董女士相似的遭遇。

记者联系到淘宝工作人员，对方表
示，如果买家能够提供“售假凭证或信
息”，证明卖家销售假货，一旦核实有效，
淘宝将给予严肃处罚，“闲鱼交易中会有
风险提示，此外的相关规则还在完善中。”

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戴佳佳

1月11日，有网友报料称四川一高校
给学生布置了一份特殊的寒假作业，要求
学生在寒假期间推广“航空旅游与高铁学
院”的微信、微博，且需要积累点赞，如果
点赞少于100个，则视为挂科。学生表示对
这份寒假作业不能理解，大家努力学习却
可能因为点赞不够而挂科。

昨（12）日，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对此事
进行了回应，称学校及二级学院并未布置
过该寒假作业，是学校下属二级学院老师
的个人行为，目前已经进行了纠正。

寒假作业
要求学生推广学院微信微博

1月11日，有网友在微博报料称，四川
一高校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份特殊的寒假
作业，要求学生在寒假期间推广“航空旅
游与高铁学院”的微信、微博，如果点赞少
于100个，则视为挂科。成都商报记者从网
友发出的截图上看到，内容疑似来自一学
校工作管理群，该通知内容包括放假的工
作安排以及寒假作业。

通知中提到了“寒假航空旅游与高铁
学院的微博、微信推广，每个学生不低于
100个点赞，否则视为挂科”等寒假作业的
内容和要求。

网友表示，布置该作业的是四川科技
职业学院航空旅游与高铁学院。

学生不解
辛苦学习难道不如100个赞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四川科
技职业学院航空旅游与高铁学院的多
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告诉记者，1月10
日中午，辅导员在班级群里发布了寒假
作业的通知，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学生在
1月12日至2月17日寒假期间对学院的
微博、微信进行推广。同时还要求每个
学生积累点赞，如果低于100个点赞则
要挂科。

“其他学院有没有这样布置作业不
清楚，反正我们学院都有这个作业。”
不少学生质疑为何会安排这样的寒假
作业，但老师并没有解释原因，也没有
说明如果不完成是挂一门课程，还是
所有课程。

“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学习，难道只
为了这100个赞吗？没这100个赞我们将面
临挂科，那上这个大学有什么用呢？”一名
学生说，1月11日考试结束，成绩并没有出
来，便收到学院这个奇葩作业，同学们都
感到很气愤。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在新浪微博上搜
索到名为“川科-航空旅游与高铁学院”的
账号，经多名学生确认这便是要求他们推
广的微博，记者注意到，该微博的粉丝仅
有971位。

校方回应
系老师个人行为已取消该作业

昨日，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回应，“学校
只布置了社会调查的寒假作业，没有要求
学生推广‘双微’及不达标则挂科。”四川
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黄永忠告诉记
者，经过调查得知，布置该寒假作业的是航
空旅游与高铁学院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一
名老师，该作业并未上报给学校及二级学
院，学校及二级学院官方也未曾发布过。

那为何这名老师会布置如此奇葩的
寒假作业呢？该老师向学校解释称，由于
航空旅游与高铁学院成立不久，希望学生
们能够多多对外宣传，扩大学院的影响
力，帮助学院快速发展。又担心单纯通知
后学生不完成，有些急功近利，才出此下
策。“而其口头上传达的本意是想说如果
没有集满100个赞则代表寒假作业不合
格，而不是在校期间所有学科挂科。”

黄永忠表示，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
是否挂科，由教务处在管理，而非学院自行
决定。这名老师的行为欠妥，学校已经对其
进行了通报批评。同时，对该行为进行了纠
正，学生可自愿推广，并不与成绩挂钩。

随后，记者再次联系上该学院的学
生，学生表示已经收到了取消推广学院微
博、微信点赞的寒假作业的通知。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图片源于网络）
南方科技大学今年计划在川招生45人

12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南方科技大学四川招生
组获悉，今年该校计划在川招收45名应届高中毕业
生，首次加入综合素质考核，占总成绩3%。其中，坚
持做义工、参与发明创造等均可获得加分。

据了解，今年，南科大招生录取仍采取“6+3+
1”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自主能力测试（包括机
试和面试）成绩占30%，平时成绩占10%。平时成绩
由7%的高中平时成绩，和3%的综合素质评价组成。
综合素质评价将从创新实践、学科特长、艺体素养、
社会责任、思想品德5方面10个子项来评价考生综合素
质。除拥有发明创造、获得学科竞赛奖项外，坚持做义
工、从事社会调查、钢笔字写得好等均能为录取加分。
该校四川招生组组长杨海琨介绍，这是南科大首次正
式将综合素质评价量化，并记入录取分数。

高考成绩省理科排名前200的新生有望获得约
40万元资助，可到麻省理工、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
名校交流学习一年。

今年南科大综合评价招生实行网上免费报名，
全程无纸化，截止时间为今年4月30日。去年南科
大在四川省列入提前批招生，录取最高分为理科
667分，最低分为理科616分，录取平均分为理科
635分。 成都商报记者 赵雨欣

学校回应/
该寒假作业是航空旅游与高铁学院该寒假作业是航空旅游与高铁学院

一名老师私自布置一名老师私自布置，，学校对其进行了通报学校对其进行了通报
批评批评，，该作业取消该作业取消，，学生可自愿推广学生可自愿推广

说好“用我的平板换你的苹果7”
到手“是一台无法开机的酷派”

一年7次 汽车“飞”上房顶
该屋顶离公路最近处不到1米，当地政府称，近期将安装护栏

危险的10公里
省道205遂宁段
去年53起车祸死亡16人

据新华社电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12日透露，我
国十大交通事故多发路段2016年共发生交通事故
356起，造成194人死亡。其中，四川省S205省道遂宁
市境内384公里至394公里路段，全年共发生交通事
故53起、死亡16人。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春运即将到来，为平
安顺畅回家，请广大驾驶员务必谨慎驾驶，切实遵
守交通法规，确保交通安全。

“做不好手术，明年今天就是医生祭日”

在朋友圈威胁“杀医”
发布者道歉

“如果主刀医生没把我哥的手术做好，明年今
天就是他的祭日。”近日，这条威胁“杀医”的文字在
朋友圈热传。

1月10日上午，记者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相关人员处了解到，“杀医”朋友圈发布者系95
后小伙子，事后到医院给医务人员写了道歉信。

手术做不好 明年今天就是医生祭日

“如果主刀医生没把我哥的手术做好，明年今
天就是他的祭日。”近日，这样一条“杀医”的朋友圈
动态，迅速在网上传开，定位显示，发布者位于四川
泸州西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随后的朋友圈
回复中，发布者称自己哥哥正在医院做骨科手术。

1月5日，拥有80万粉丝的新浪微博博主“@一个
有点理想的记者”转发了这则朋友圈截图和文字，收
到1000多条留言，朋友圈“杀医”成为网络热点。

评论中，网友认为这件事与医疗纠纷无关，发布
者应被严惩，“谁听起来都是一则赤裸裸的威胁”。

1月11日，成都商报记者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骨科了解到，科室内不少医务人员通过网
络知晓此事，“挺震惊的”，因为像这样赤裸裸地在
网上威胁还是第一次。

向医务人员道歉 医院未过多追究

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谴责，“杀医”文字发布
者在朋友圈发文称：“我哥只是简单的骨科手术，不
会死人也不会落下大病。本人发图只是希望得到各
位亲友的关注，并且对我哥手术后多点关心和鼓
励，并无他意。”

1月6日凌晨，网友“如果海棠”联系上“@一个
有点理想的记者”，称自己就是“那个不理智的患者
家属”，这件事情给自己上了深刻的一课，在此表示
抱歉，希望不要再传。“如果海棠”称愿意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再次致歉：对不起，所有医务人员。”

1月10日，记者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了解到，“杀医”文字发布者是一名95后，“想得比较
简单”。医院还表示，发布者到医院道了歉，本着包
容的心态，医院并未过多追究此事。

“@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如果海棠”曾请求他删除微博内容，但此时的网络
热度已不由任何人控制，即使微博删除也起不了作
何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检索发现，“如果海棠”的新浪微
博注册账号还在，其注册日期显示为1月6日，但其
微博内容已被清空，微博资料中查不到任何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蒲康林 罗敏

1月5日，又一辆面包车“飞”上达州
市民李明军家的屋顶。

从2016年的一场交通事故开始，李
明军家的房屋周围已发生20起车祸。李
明军说，全家人随时提心吊胆，担心车子
飞上房顶。

当地交警部门介绍，该房屋处于下
坡连续弯道处，一旦车速过快，或雨天打
滑，房屋就有潜在危险。达州市经开区政
府工作人员介绍，计划在该路段安装护
栏，近期落实施工单位后就会动工。

看到这样的寒假作业看到这样的寒假作业，，
学生惊呆了学生惊呆了————

公路路面与李家房顶高度差别不大
前几天，一辆车子又“飞”上房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