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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种名为“享睡空
间”的共享睡舱亮相成都，使
用者可以“扫码入住”，按分
钟计费，半小时最低收费6
元。昨日，媒体报道称，“享睡
空间”北京的网点被查封关
停，“一位自称该区域办公人
员的男子表示，共享床铺已
被警方查封。”

成都“共享睡舱”
连续两天无法使用

成都的“共享睡舱”也连续
两日出现了无法使用的情况。
记者点开享睡空间官网发现，
原本应该显示剩余床位的页面
一直处于“正在加载”的状态，
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消息一
经传开，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
称“第一次看到就觉得有安全
隐患”，也有网友评论“刚想体
验一番，结果给关了。”

“共享睡舱”怎么了？成都
商报记者联系上“享睡”空间
创始人兼CEO代建功，对方表
示，公司目前没有接到任何查
封的通知，但因为网络系统正
在升级改造，所以暂停营业。

“系统升级工作是从上
周五开始的。”他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升级是在征集了主
管部门的意见之后进行的。

在他看来，升级以后最
大的变化体现在身份认证
上。“在之前的运行过程中，
身份认证确实存在问题。系
统升级以后，要登记身份证，

并且会和公安系统联网。”

接下来只会
在相对封闭区域投放

据他透露，出于安全考
量，接下来共享睡舱只会被投
放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像成
都优客工场这种众创空间，有
门禁，也有安保人员，所以安
全上是可控的。”代建功说。

在系统升级以后，共享
睡舱晚上将不再对外开放。
代建功称，这也是为了安全，
主要满足半个小时到两个小
时之间的午休需求。而在此
前，享睡空间市场负责人则
称，享睡空间会满足一部分
加班族的休息需求，“部分网
点24小时开放。”（以下可删）

代建功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他认为现在最大的挑战
就是产品如何符合相关部门
的监管需求，“我们和政府部
门的沟通从上周开始。”

代建功承认，“享睡”空
间没有酒店行业的牌照，“两
三个舱位去办一个酒店，比
较难处理”。采访中，他把公
司定义成一个“设备或解决
方案的提供商”，并认为他们
收的不是住宿费，而是“设备
的使用费”。据介绍，享睡空
间目前的注册人数在两千到
三千之间，而成都的这家网
点，平均每天有两三个人去
体验，人均消费15元左右。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祝浩杰

“共享睡舱”被查封？
公司CEO：系统正在升级

成华区公安分局独立连分班仪式
恒大雏鹰特训团新增180名雏鹰

警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作为人民的
公仆，他们时常值守在第一线，为国家的
和平和安定，牺牲了自己与家人陪伴的时
光。作为警察的孩子，更是要接受父母不
在身边陪伴、自己一个人成长的日子。

在成华区公安分局，就有这样一群独
自成长的孩子。不过与往年不同的是，这
一群孩子，今年将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这180名成华区公安分局各个干警的
孩子或亲属，将加入恒大雏鹰特训团（第
二季），与之前分好连队的810名雏鹰一
起，在8月进行训练、接受淘汰、迎接成长。

姜程耀今年12岁，是一名6年级学
生。他的父亲，是成华区公安分局的一
名民警。在姜程耀眼中，当爸爸穿上警
服时，既无比高大威严，严肃中又带着
温柔体贴。“爸爸经常值班，他总是一个
电话就走了，总是在我深夜睡着时才回
家。”最开始姜程耀也觉得爸爸陪伴自

己的时间太少，在妈妈的开导下，他终
于理解了爸爸的工作。像姜程耀这样的
孩子在现场还有179个，通过加入恒大
雏鹰特训团（第二季），相信他们能体会
到奋战在一线的父母有多辛苦，从而做
到理解父母、以父母为榜样！

庄严宣誓
雏鹰们展翅欲翱翔

於正傲雪今年9岁，是彩虹小学的一
名3年级学生，更是成华区公安分局一名
刑警的孩子。平时虽然独立，但是她希望
得到更多的锻炼，因此自己报名参加了雏
鹰特训团。“她平时在家里面也不娇气，性
格也很好。但是我也想通过这样的训练，
看她能让我惊讶到什么程度。”作为一名
刑警，父亲於正十分支持女儿的决定。

在分班仪式现场，同於正傲雪一样
独立坚强的另外179名孩子，在宣誓人
的带领下进行了庄严宣誓，他们承诺将
在成长中回报父母，在蜕变中逐渐坚
强，做一个有智谋有勇气有毅力的人，

敢于迎接未来的挑战，在今年8月，与
990名雏鹰展翅翱翔！

同时，更为惊喜的在于，在今年雏鹰
特训团的阅兵式上，成华区公安分局还
将会有特殊的展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
智则国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面对和平常不一样的经历，这
一群特殊的小雏鹰会有怎样精彩的表
现；阅兵式上，成华区公安分局将会为我
们带来怎样的惊喜，8月，我们拭目以待！

社区安全演练
孩子们受益匪浅

“不准动，更不许过来！过来我就杀
了他！”

“同志，你先保持冷静，你需要什么我
们都可以为你准备。但请不要伤害孩子！”

上周末，晋阳街道晋阳社区、桂溪街
道永安社区、汪家拐街道文庙社区、机投
桥街道万寿桥社区闯进了一批“歹徒”，
他们掳走了社区内的孩子，并“威胁”要
求准备大量现金以及可以离开的车子，

才能放过“人质”。在“歹徒”的威胁下，这
群孩子非但没有害怕，还冷静地配合了
警察叔叔的行动。最后通过谈判以及和
孩子们的里应外合，“歹徒”被成功“制
服”，孩子们获得解救！

原来，为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教
会孩子一些基本的安全防护知识，恒大
雏鹰特训团（第二季）开启了为期一个
月的社区国防教育系列活动，成都儿童
团特约专业军事教官走进社区，在家门
口为家长、孩子带来一堂堂别开生面的

“国防安全教育亲子互动活动”。
上周末，互动活动走进了晋阳街道

晋阳社区、机投桥街道万寿桥社区、汪家
拐街道文庙社区、桂溪街道永安社区，开
展防恐防暴演练活动。通过专业教官的
讲解、社区家长和孩
子的互动，完成了一
堂有趣又有意义的安
全教育课。通过安全
演练，孩子们获得了
适用一生的知识。

新加180名雏鹰，8月一起开训！
““我承诺我承诺，，自愿加入恒大雏鹰特训团自愿加入恒大雏鹰特训团，，成为雏鹰的一分子成为雏鹰的一分子；”；”
““我承诺我承诺，，在成长中回报父母在成长中回报父母，，在蜕变中逐渐坚强在蜕变中逐渐坚强；”；”
““我承诺我承诺，，做一个有智谋有勇气有毅力的人做一个有智谋有勇气有毅力的人，，敢于迎接未来的挑战敢于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承诺我承诺，，今年今年88月月，，与与990990名雏鹰展翅翱翔名雏鹰展翅翱翔！”！”

7月14日，一位来自成都
的青年女教师出现在了上海
的课堂上，以其独辟蹊径的
教学方式，博得了现场专家
的点赞和孩子们的好评。这
一幕出现在第三届全国中学
语文批判性思维教学现场
会，暨中学生批判性思维培
养与思辨读写教学实践课题
年会上（以下简称年会），而
这位被称之为授课方式“灵
动与厚重齐飞”的蓉城教师，
就是来自于成都树德中学宁
夏校区语文组的袁文老师。

核心期刊《语文学习》相
关负责人张少杰也为袁文老
师点赞。她说：“袁老师的授课
从新颖的提问角度，以无标准
答案的开放性教学来启发学
生的思维，具有很好的引领和
示范作用。”据了解，每届年
会，都会从全国选择20位“种

子教师”来沪示范交流。
7月12至14日，第三届全

国中学语文批判性思维教学
现场会暨中学生批判性思维
培养与思辨读写教学实践课
题年会在上海举行。据了解，
此次会议由中国教师发展基
金会主办，《语文学习》杂志
和上海师范大学附中联合承
办。成都商报记者从树德中
学语文教研组了解到，经过
省市教科所教研员评选，在
全国选拔了20名“种子教
师”，其中共有4位老师在年
会上同台展示。“获得这样选
拔和展示机会的优秀老师，
称得上是万里挑一。”

树德中学语文组备课组
长代华老师和青年教师袁文
老师参加了这次会议。7月14
日上午，树德中学青年教师袁
文老师作为首届“中学生批判
性思维培养与思辨读写教学

“种子教师”与来自浙江宁波
的另一位“种子教师”孙立老
师，来自北京、西安、广东的专
家、特级教师王岱老师、陈兴
才老师、吴泓老师同台展示。

据了解，袁文老师此次
执教的阅读课《装在套子里的
人》，是树德语文教研组长袁
学民老师、钟群老师及教研组
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共同反
复打磨而成，呈现之后获得
与会专家、老师的现场点赞
及好评。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树德中学女教师 获核心期刊点赞

97岁老兵再回四川故土

祭拜新修祖坟
重走寻亲之路

今年三月今年三月，，9797岁台湾岁台湾
老兵胡定远寻找四川泸老兵胡定远寻找四川泸
州合江亲人的消息引发州合江亲人的消息引发
社会关注社会关注，，在成都商报及在成都商报及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最终帮助老人找到合江最终帮助老人找到合江
县白米镇大姐家的后人县白米镇大姐家的后人。。

77月月77日日，，刚刚出院一刚刚出院一
个多月的胡爷爷一家五个多月的胡爷爷一家五
口口，，第二次踏上泸州故第二次踏上泸州故
土土，，带着孙女孙子重回合带着孙女孙子重回合
江江，，拜祭新修的祖坟拜祭新修的祖坟，，为为
父母进香父母进香，，并沿着成都商并沿着成都商
报记者当日为爷爷寻亲报记者当日为爷爷寻亲
的路线的路线，，重走白米洞重走白米洞、、碾碾
子山子山、、太慈寺太慈寺、、灯杆山灯杆山，，并并
一一留影一一留影。。

7月9日一大早，胡爷爷一家人在外甥
们的陪同下，早早赶到石坝上，径直来到
父母墓前拜祭。看到新垒的坟墓和鎏金大
字的墓碑，胡爷爷终于露出了笑容。在胡
爷爷的带领下，一大家人分别给祖坟上
香、烧纸。胡爷爷给外甥们带来了台湾的
茶叶，而老家的亲人，则准备了胡爷爷最
爱吃的腊肉。

胡爷爷指着照片上父母坟前的鎏金
墓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他有生之年，
他每年都会回合江给父母上坟，为家乡亲
人祈福。

“妈妈，儿不孝，回来看你了。”4月20
日，当胡爷爷踏上家乡的土地，到母亲的坟
头拜祭时，老人忍不住泪流满面，愧疚之情
溢于言表。“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胡爷爷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年自己独自离家踏上
抗日前线，父母亲人都不知情，整个人就突
然消失了，生死未卜，“母亲一定很伤心。”

胡爷爷第一次省亲后离开父母最后
生活过的石坝上旧居时，专门委托在家的
外甥晚辈们对父母的墓地进行维修。此次
回来，父母的坟墓已经焕然一新，并以胡
定远爷爷的名义立了墓碑。“这是我唯一
能为父母所尽的孝道了。”胡爷爷说，自己
年事已高，不能经常守在父母墓前，只能
以这种方式尽孝并寄托哀思。

胡爷爷远离故土70余年，家乡合江早
已物是人非。胡爷爷脑海中唯一能记住
的，就是老家的几个地方：白米洞、碾子
山、太慈寺、灯杆山。正是根据胡爷爷模糊
的记忆和印象，成都商报记者沿着老人的
记忆一个地方一个地寻找，才最终找到胡
爷爷在合江的亲人。

第一次返乡省亲时，胡爷爷一直希望
能去白米洞、碾子山、太慈寺去看看。但由
于时间关系，胡爷爷比较匆忙地离开了，
这成为了他内心很遗憾的事情。此次回
来，胡爷爷专门向家人提出，必须去白米
洞、碾子山、太慈寺看看。当日下午，李家
后人开车带着胡爷爷，一点一点地寻找脑
海中的记忆。

“地方变化太大了，白米洞跟我记忆
中也区别很大，但是洞口没变，里面的水
池没变，洞外面的水井也还在的。”胡爷爷
说，在他的记忆中，白米洞里原来还有菩
萨，上面是个庙子。“原来洞里会流米浆，
刚好够一百个人吃，现在都没有了。”

此后，胡爷爷又前往碾子山。“碾子山
有个大石碾，原来当地人都拿谷去碾米。”
胡爷爷回忆说，碾子山就因为石碾而得
名，大石碾重达几百斤，要两条壮实的水
牛才拉得动。胡爷爷还记得，碾子山外面
的长江边有个大石盘，过往的船只，都人
在此用人力拉，才能往上行船。

“太慈寺变化才大哦，完全没得任何
痕迹，我刚开始都不敢相信。”胡爷爷说，
反复看了太慈寺的地貌，胡爷爷才一点点
回忆起来。“那些山头没变、水田没变，尤
其是山脚那口水井，居然还在用。”胡爷爷
说，那口水井里流出的水是甜的。

“共享睡舱”刚刚走红，又曝出被关停。昨日，媒
体报道称，北京的共享睡舱遭到警方查封已经关门，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共享睡舱”了解到，该店也连
续两日暂停开放。记者联系上“享睡”空间创始人兼
CEO代建功，对方称系统正在改造。

16日上午，在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宣誓声震耳欲
聋。180名特殊的雏鹰进行了独立连分班仪式，他们将与之前分
好连队的810名雏鹰一起，在8月进行训练、接受淘汰、迎接成长。

上次从老家回台湾后，胡爷爷又进了
医院，做了肝脏的小手术。“我刚进医院
时，医生说我要住一个月院才能恢复，但
是我五天就出院了。”胡爷爷告诉记者，自
己走路还可以，每天都散步。在外甥李水
生家，胡爷爷每天都爬楼梯上四楼，泸州
的亲人还天天陪着胡爷爷去长江边散步，

“一点都不感觉到累。”
胡爷爷家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现在

胡爷爷身体还很硬朗，在家时生活基本自
理，出门不需要护工搀扶，也不需要帮忙
洗澡。在泸州的几天时间里，胡爷爷义子
一家前往九寨沟等地旅行，受不了旅途劳
顿的胡爷爷就住在外甥李水生家，每天都
由李家的后辈们陪着胡爷爷散步。

“直到现在，我都还觉得像是做梦，我
以前从来不敢相信还能找到家人。”胡爷爷
说。根据行程安排，胡爷爷一行会今天将离
开泸州，明天返回台湾。“我必须要感谢你，
不然我还找不到亲人。”胡爷爷告诉记者，
现在义子、儿媳和孙儿们对自己很好，比亲
生孩子还孝顺。“孩子们经常会摸摸我荷
包，看我有没有零用钱，发现包里空了，他
们就塞给我零花钱。”“我现在身体还不错，
两年后我还回来摆百岁宴。”胡爷爷说。

《97岁台湾老兵四川寻亲》

“到现在，
都还觉得像是做梦”

谈寻亲

重走白米洞、碾子山、
太慈寺、灯杆山

看故土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泸州、宜宾新闻热线 13550702929

两岸家人
一同拜祭、上香、烧纸

垒新坟

成华区公安分局独立连分班仪式

坟前祭拜

家人上香

合影留念

袁文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