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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直播第二天 95.2万人次观看
成都商报“初中名校校长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今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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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去年12月，彭女士所在的公司
帮助客户在7天连锁酒店官网上定
了近百间房，并全额支付了房费。3
月16日，客户陆续抵达成都后，却
在办理入住时遭遇酒店方拒绝，称
没有房间，要入住需加价。“不加
价，一个房间都没有，加了价也不
一定有房间。”连续几天，彭女士奔
走于成都市多家铂涛集团旗下的7
天酒店，原因是她在官网上提前 3
个月为客户预定好的房间“黄了”。
无奈之下，她所在的公司与酒店方
协商，加价、退订单、换酒店，最终
让客户们有了安身之处（成都商报
曾做报道）。

20日报道出来后，7天酒店品牌
管理中心对此事作出回应，承认实
施了涨价行为，涨价的原因是网络
系统问题导致房间被低价预订，怀
疑彭女士所在的公司有恶意控房、
进行倒卖的嫌疑。酒店方告诉记者，
同期房价会根据需求有所上调，当
时由于网络系统原因并未更新房价
出现了低价预订的情况。发现此情
况后，今年2月，酒店员工多次与该
名消费者沟通说明情况，希望其取

消订单并按照更新后的价格预订，
但沟通未果。分店经过了解，发现该
客户在去年也有此行为，便怀疑该
公司存在恶意控房的情况。“因此，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部分分店并
未实际履行预订内容，提供足量房
间或预订价格，并提出价格上调。”3
月16日，酒店方称，他们已经取得了
相关证据，证明该公司是与他人签
订了代订客房协议，有倒卖房间等
违反规定的嫌疑。

对此说法，彭女士称，自己所在
公司是成都一家商务信息咨询公
司，公司帮助客户代订房间，并收取
一定服务费。“我们根据客户的数量
进行预订，并没有超量，不会影响酒
店正常运营。”彭女士说，2 月店方
找到公司协商要求退单并未同意，
是因为多年来预订正常，并未出现
异常，同时预订的 7 天部分酒店和
其他品牌的酒店也能正常入住，并
不认同酒店方面的说法。

最后，酒店方表示，目前仍为前
来入住的客商安排房间，并将继续
寻找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汇源果汁果乐饮料南充经销商
老蒲从零售商处回收了2000余个

“再来一瓶”瓶盖，但当他拿到饮料
工厂兑换时，却被告知无法兑换，有
奖瓶盖一夜间成了“废品”（成都商

报曾报道）。3月21日，成都商报记者
从涉事饮料公司获悉，目前，公司将
该经销商手中的有奖瓶盖兑奖折成
现金3700元给予支付。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将自热的“方便火锅”直接放在
玻璃桌面上，1厘米厚的玻璃桌面

“直接碎了，差点砸到脚”——3月20
日，一名网友在新浪微博发文，声讨
小龙坎“方便火锅”，她还注意到，方
便火锅产品上，“没有一处底部高温
的提醒，而提醒底部高温是商家的
责任。”

方便火锅自热时到底有多热？能
否炸裂玻璃茶几？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实验发现，注水后，方便火锅的温
度最高达96℃，若消费者不注意，接
触底部，很容易烫伤。

作为小龙坎老火锅的经营管理
方，成都小龙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小龙坎老火锅”）通过微
博表示“方便火锅炸裂玻璃茶几一事
属实”。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玻璃茶几炸裂与放置在桌面上的自
热火锅肯定有一定的关系，接下来推
出的新产品上会主动提示“底部高
温”，而对于老产品，他们会要求各渠
道的工作人员对消费者主动提醒。

网友爆料：
方便火锅炸坏玻璃茶几

“小龙坎方便火锅，放在厚1厘米
的玻璃餐桌上……吃着吃着，玻璃角
直 接 碎 了 ，吓 死 人 。”20 日 ，网 友
Hanhnm在微博上抱怨道。她表示，朋
友在微商处购买了小龙坎老火锅出品
的“方便火锅”，送给了她。按照食用说
明上的方法操作后，她将方便火锅放
在1厘米厚的玻璃餐桌上，然而吃的过
程中，玻璃餐桌的一角突然碎裂。

微博上传的图片显示，玻璃茶几
很厚，掉落的一角有约一巴掌大小。破
损一角的茶几上，摆放了写有“小龙坎
老 火 锅 方 便 火 锅 ”标 识 的 包 装 。
Hanhnm表示，在与售卖人员沟通时，
对方指责她没有常识，称“烫的东西不
能放到玻璃上面。”不过，在她看来，

“提醒底部高温是商家的责任”。而她
翻看了该款“方便火锅”的包装后注意
到，内外包装上，都没有提醒使用者小
心底部高温，“只有注意蒸汽高温”。

记者实验：
注水后 最高温可升至96℃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
小龙坎老火锅春熙路店，购买了一
盒“方便火锅”。记者注意到，这款产
品采用的自热方式，即向盒内的加
热包上注入凉水，然后加热包才开
始给食材加热。购买的过程中，工作
人员并未提醒记者注意“底部高
温”，而在火锅的外包装及内部“使
用方法”上，记者也仅发现一行“小
心蒸汽烫手”的提示。

注 水 后 ，盒 内 很 快 发 出“ 哧
哧”声，而红外测温仪器显示，不
到1分钟的时间，盒底的温度就从
注水前的22.8℃升至84.3℃。接着，
盒盖上开始冒出蒸汽，温度继续
上升，注水3分钟后，盒底的温度
上升至92.9℃，17分钟后温度上升
至93.5℃，25分钟后温度上升到了
96℃。如顾客不注意的话，很容易
被烫到。

小龙坎老火锅：
未提示“底部高温”系失误将改进

“方便火锅炸裂玻璃茶几一事属
实。”21日，成都小龙坎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通过官方微博表示。尽管网友曾表示
自家玻璃茶几已用了十几年，公司相关
负责人依然向记者承认，茶几的碎裂肯
定和“方便火锅”的产品有一定关系。20
日当天他们就联系了当事人并进行协
商，“我们对消费者的茶几进行了一定
赔偿”。该负责人表示，记者购买的“方
便火锅”与消费者反映的并不是同一代
产品，不过两者的加热包是基本相同
的，仅在“加热速度上有些许差别”。

“未能在产品上提醒‘底部高温’，是
我们工作失误。”小龙坎老火锅表示，公
司将对方便火锅产品进行升级，“新产
品上会有‘底部高温’的相关提示，预计
后天到货。”新品到货之前，会要求微
店、分销商提醒消费者“底部高温”，品
尝时在锅下面加隔热垫。 成都商报
记者 彭亮 实习生 祝浩杰 夏雨

扫码下载商报客户端，
进入“投诉”频道，点击“我要
投诉互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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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茶几上吃“方便火锅”
1厘米厚桌面炸裂

记者实测：“方便火锅”自热时温度最高96℃
小龙坎老火锅：未提示“底部高温”系失误

付款预定好近百间客房
客户来了 50多间“黄了”

7天承认涨价行为
7天酒店品牌管理中心自称涨价的原因是网络系

统问题导致房间被低价预订

“再来一瓶”没法再来一瓶

2000个有奖瓶盖
兑换折现3700元

今日直播安排

9：30~10：10
成都外国语学校
10：10~10：50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0：50~11：30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11：30~12：10
三原外国语学校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樊英 张瑾
赵雨欣 王勤 实习生 杨炼

方式一：加入成都商报“成都儿
童团”微信交流群，每一场视频直播
开始时，我们会将直播观看链接发
到群里。家长也可加“团长小秘书2
（微信号cdertongtuan3）”为微信好
友，发送“初中名校直播”，小秘书会
拉你进群。

方式二：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微
博、成都商报客户端“在现场”直播、一
直播成都商报（ID：36094193）、网易新
闻客户端（网易号：成都商报）、今日头
条客户端（头条号：成都商报直播）、凤
凰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凤凰
网等八大主流媒体平台观看直播。

视频直播参与方式

3月20日，成都商报“初中名校校长面对面”视频直播间正
式开启，成都8所初中名校校长在直播间回答家长的问题，首
日观看量高达43万人次。21日，又有7所初中名校校长来到直
播间当“主播”，家长们的热情持续攀升，观看量达到95.2万人
次。今日，8所初中名校校长将继续做客直播间，详解学校办学
的方方面面，为家长答疑解惑。上

午

2：00~2：40
树德中学博瑞实验学校
2：40~3：20
西川中学
3：20~4：00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4：00~4：40
成都美视国际学校

下
午

提问方式

小升初13群 小升初15群

方式一：在“成都儿童团”微信
交流群中提问，问题由记者汇总整
理后，交由校长在视频直播中答疑。

方式二：在视频直播页面下方的
对话框中直接输入问题，记者汇总后
将交由校长在视频直播中答疑。

石室中学初中学校校长助理
周雪芹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传承七中文化
责任是“生长和塑造”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副校长刘亚
东表示，正如学校的名字，该校继承
了成都七中和“八一”校的优点。与
七中的教学管理一体化，使用相同
的教材教辅、考试安排、试题、成绩
分析，共同备课、相同的进度……聘
请了成都七中9个学科的高级、特级
教师作为指导专家，常态化邀请七
中领导及老中青三代知名教师开办
各种专题讲座及培训班。

每个刚进校的学生都要面对一

周的军训，每个学期还有两天的小
军训和两次大型拉练活动。从大邑
建川博物馆，到龙泉山20公里负重
徒步，再到青白江团队拓展训练。这
一系列被称为“少年军校”的活动，
基于该校校长史玉川的理念，史校
长认为教育的责任是“生长和塑
造”，培养身心健康、阳光、有担当的
中国人。

成都市铁路中学：
独具特色的“立人教育”

成都市铁路中学副校长金东清
特别提到了铁中的社团建设和校本
课程研究。铁中有几大王牌社团，健

美操队屡获全国、省级比赛冠军，
2014年4月代表中国参加在美国举行
的世界啦啦操锦标赛获季军；击剑队
获得两个全国冠军，世界冠军张山、
中国国家击剑队教练王海滨亲赴铁
中作指导。排舞、啦啦操、足球、羽毛
球、建模、车模等也多次获奖。

而在校本课程方面，金校长重点
介绍了学校基于“立人教育”的立人
校本课程。一是“荣誉课程”，给学有
余力的同学设立更高层次发展的课
堂，包括英语的阅读与写作，数学与
物理的提升、竞赛课程。二是“衔接教
育”，高中主干知识需要搭建的东西，
可以在初中进行渗透。第三是国际理
解课程，初中每周有外教口语课。

石室锦城：
“三主四步”课改让教学更科学

石室锦城外国语学校已有80多
年办学历史，2009年，石室锦城加入石
室教育集团，并成为石室教育集团紧
密领办型学校。在直播间，石室锦城
副校长徐维宁介绍，在课堂改革方
面，石室锦城探索出了“三主四步”课
堂教学法。“三主”即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体验为主线；“四步”即
导入示标、循标预学、探究提升、当堂
训练。这一课改方案在学校的实践中
已取得良好成效。“‘三主四步’课堂
改革可以说是将学生的学和老师的
教，放在了更科学合理的位置上，使
得教师观念得以转变，同时提升了教
师专业化水平。”徐维宁说，对于学生
而言，他们的学习思路更加开阔，在小
组合作探究学习中，磨练了团队精神，
自主学习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成都列五中学：
100余特色校本课程
开设“自主跨班选修课”

成都列五中学是首批四川省重
点中学，今年9月，成华区政府投资2.2
亿在原址上扩建的新校区将迎来首
批高一新生。列五中学副校长罗春旭
介绍，列五集团内现有高中部、初中
部、领办列五联合中学、列五中学大
邑分校，与列五中学南华实验学校
（民办）、列五书池学校结对共建，为
学生搭建了多元的活动载体。以校本
课程为例，开设了“自主跨班选修
课”，“学校已设置中学生与法、礼仪
课、乡村民居等100余门选修课，有学
科类、艺术类、科创类、心理类等校本
教材25本。在课改方面，学校实施“四
维五段”课堂自主学习模式，关注孩
子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方法，要
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

“学”、“教”、“练”、“测”、“评”五段活动
程序，以实现“人人都有舞台，个个都
能精彩”的育人理念。

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校：
“机器人”竞赛获奖上千

“科创类社团很受学生欢迎，比
如机器人社团、未来城市、健美操、
百人舞等，都以提升学生科学、人文
素养为主线。”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
校校长助理周雪芹介绍，学校“科创
教育”的开展，是为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科学素养。以机器人社团为例，
学生先后获得国际、全国、省级奖项

6000余人次，2011~2013年连续三年
蝉联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VEX
冠军。“互联网+德育”的理念催生
了石室初中独具特色的德育模式
——“平板上的德育”，属全省首创。
学校将互联网与德育常规管理相结
合，开发了一个“普教云”德育管理
APP，将数据录入、数据存储、数据
分析、数据查询反馈等功能全部集
成到互联网在线平台上，实现了“互
联网+”时代的学校管理创新。

成都市盐道街中学：
被确定为成都市
“领航高中”项目学校

昨日，盐道街中学副校长刘瑛、
校长助理谢敏做客成都商报直播间。
刘副校长表示，近三年，学校发展突
飞猛进，教育质量大幅提升，办学影
响日渐广泛。中考一次性合格率90％
以上，重点率连年保持在50％左右，
高考本科率连续三年92%以上，院士
班一本录取率超过85％。去年，盐道
街中学从全市130多所高完中学校
脱颖而出，被确定为成都市“领航高
中”项目学校。谢敏老师介绍，学校
的育人目标，是培养“志存高远、身
心健康、学识通达、敢于创新”的现
代公民，2016年，学校被评为“全国
体育工作示范校”，原创舞蹈《乖小
丑》代表四川省参赛，荣获全国一等
奖。师者父母心，刘瑛副校长借用龙
应台《孩子，你慢慢来》中的一句话作
为直播的结尾：我们是一样的生命，
我们彼此尊重，我们一起成长。

成都49中：
新校区下半年投入使用

成都49中余光玲副校长介绍，目
前学校正在实施49中原址改扩建和
东校区新建工程。届时，成都49中占
地面积将达118亩，规模可达100个教
学班，容纳在校学生近5000人。新校
区预计今年下半年投入使用。2016年
成都49中被评为“成都市2015-2016
学年度普通高中教育教学工作优秀
学校”，还喜获“成都进步最快学校”
荣誉（共3所）。“成都49中一直在努力
实现‘教学中心，质量为大’的教学定
位，以课型要素研究为主抓手，努力
构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思
维为主攻、训练为主线’的四主课
堂。”余光玲说，学校始终坚持“学生
才是学习的主人”的理念，改变教师
只是知识传授者的角色，思维能力的
培养与品质的提升始终是一以贯之。

注水25分钟，盒身温度达到96℃ 摄影 陶轲注水17分钟后，盒底温度达到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