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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这边
什么时候可以开课啊？”

“现在还没确定呢……”
5月 10日上午，市民李女士等 4

名学生家长来到位于玉城街道天河
路一栋大厦的2楼。这里是一家名为
内蒙古脑立方全脑应用培训中心的
教学场地。只见玻璃大门紧锁，门
内空无一人。自从今年春节前，培
训班关门后，至今一直没有再开
门。而李女士等人的孩子是去年报
名参加培训班的，课程还没上完。
所以，这次4位家长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过来看一下。

吃了“闭门羹”，李女士用微信
语音联系了培训班负责人梁某某，
但得到的结果就是再等等，而这样
的回复并不是第一次。

“我们每次来看，这个门都是锁
着的，里面的课桌都搬了。”同行的
郑女士很失望，她的小孩也是这家
培训班的学员。

去年夏天，通过熟人介绍，她
们接触到了这家培训班。培训班开

设的是开发训练未成年人记忆力方
面的课程，由一名据称是从内蒙古
总部派过来的女老师谢某授课，共
50 节课，学费分 5000 元团购价和
5380元零售价两种。

根据培训班负责人梁某某的安
排，报名前，她们都试听了一节
课，均感觉良好；梁某某也口头承
诺开课没有限定时间，有空就学，
学完50节课为止。

同时，为了便于联络，也体现
家长在择课时间上的自主权，梁某
某成立了一个包括他本人、老师及
家长在内的 45 人微信群。每次开
课，梁某某在群里发通知，有意愿
参加的家长则以接龙的方式给孩子
报名，每次培训时间约2个小时。

正是这些看似诱人的条件，最
终吸引了李女士等人一次性缴纳了
报名费。

去年夏天，李女士、郑女士以
及同行的梁女士、胡女士都把孩子
送到全脑应用培训中心，一起学习
的约有 40名左右的孩子。在去年七
至八月期间，这4位家长的孩子先后
参加了五至八次不等的培训课，此
后因为参加文化课补习，就暂停了
脑力培训。

“当时他也承诺，如果跟其他的
什么兴趣班时间冲突，培训可以延
迟，只要自己有时间，都可以去补
课。”郑女士说。

“我给孩子报这家培训班，正是

看中‘时间无限制’这个承诺，否
则不会报名的，因为要上的培训班
多，孩子学习时间很紧的。” 李女士
的看法也和郑女士一样。

尽管孩子暂时中断了培训，但
从去年夏秋至今年1月，群里通知开
课的接龙信息也蛮活跃的，所以几
位家长没有特别在意。不过，后来
这个群却渐渐变安静了。于是，今
年二三月开始，还有课时没上完的
孩子家长开始在微信群里议论此
事，但负责人梁某某在群里一直沉
默不语。

不明真相的家长不得不通过各
种渠道打听，才知道是因为负责授
课的谢老师已经离开玉环，因为没
有老师，培训班关门了。

事实上，梁某某也确实在私下
里向个别家长透露了无法开课的情
况，但正式的通告始终没有发出，
导致还有一些家长蒙在鼓里。

直到 5月 8日，梁某某发了一条
类似公告的群消息，算是正式给出
了通知，而此时离年前关门，已过
了几个月。

“培训课上不了了，事前就应该
跟我们说，拖了这么久才说，就是
对我们家长的不负责，对小孩的不
负责！”家长梁女士气愤地说。

5月10日上午，当李女士以微信
语音和梁某某沟通时，梁某某一方
面承诺继续寻找合适的授课老师，
一方面作了自我辩解。

“报名时跟你们说过，3个月的
复训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去年整个
学期一直都在复训，过年前谢老师
也一直在上课，她是今年 1月 30日
才回去的。”

“但是报名的时候你没有说，要
在3个月内上完培训课呀？”

“没有说 3个月都上完，但我们
也讲过，这3个月非常关键。”

沟通中，梁某某坚持认为，家
长没有在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秋季
的这 3个月让孩子把课上完是错误
的。因此，他一再强调所谓的“3个
月关键期”。在一旁的记者接过李女
士的手机和他进行语音沟通。

“刚才听你讲的话，你告诉家长
们的是‘关键’，而不是说 3个月一
定要上完。”记者说。

“ 有 电 话 打 进 来 了 ， 听 不 见
了。”梁某某随即挂断了电话。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个微信群
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孩子还没完成培
训。在此，记者提醒家长，给孩子选
择培训班时，对于培训方开出的各种
承诺，应当理性分析；对于培训机构
而言，在招
生时，对各
种可能存在
的风险，在
事前应尽到
明确告知的
义务。
龚松董伯志

缴5000多元上培训班

课没上完培训班却关门了
近日，市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办公室工作人员，
对大麦屿街道的几家小餐
饮店进行了一次突击检
查。

当天上午 10时，大麦
屿街道主干道兴港路两侧
的小餐饮店陆续开门营
业。在一家紧挨着陈屿中
心小学的温州面馆，前厅
内摆放着一台大冰柜格外
显眼，也成了工作人员检
查的首个目标。

工作人员赵丰涛打开
冰柜，仔细凑近看了看，
没想到一眼就发现一盆熟
炒肉和一袋生肉紧挨在一
起。尽管冰柜里的食材不
多，但所有的食材都是裸
露放置。

指出冰柜里食物没有
生熟分开的问题后，正准
备进入厨房的赵丰涛又被
贴地放置的 2 篓海鲜吸引
住。地面不知为何已被打
湿，表面泛着黑色的水
渍，而装着海鲜的篓子是
镂空的，这意味着海鲜极
有可能直接与地面发生了
触碰。

进入厨房，里面有一
台较大的双开门消毒柜。
赵丰涛打开后发现，里面
确实摆满了盆碗，但却没
有在运作。

“你把插头插起来。”
考虑到一会儿会有顾客上
门，赵丰涛要求店主立即
对盆碗进行消毒，但没想
到这边连声答应的店主，
却连插头都找不到。

同样的，位于隔壁的
廖记面馆也没有好到哪里
去。进门后，赵丰涛就闻
到了一股浓重的烧烤味，
仔细一看，发现右手边的
冰柜里摆满了烧烤食材，
上方还随意堆叠着一些烧
烤专用的托盘烤具。但细
细核对过该店的营业执照
后，却发现上面并没有标
注相应的经营范围。

该 店 铺 的 立 式 冰 柜
内，同样存在生熟混放的
问题。消毒柜也没有正
常运作。打开柜门，赵丰涛随机取出2只玻璃杯检查，却发
现一只底部沾有不明液体，一只外表还残留着纸屑。

“万一有客人要用你怎么办？直接拿去吗？”面对赵丰涛
的质疑，店主一直强调这个杯子平时根本无人使用。

原本以为前厅已经问题多多，没想到走进后厨，看到
的却是更加脏乱差的一幕——整个后厨十分拥挤，装满垃
圾的垃圾桶紧挨着食品柜放置，柜门上还布满了各种污
渍；调味料直接放在操作台上，碗筷也露天摆放，没有任
何遮盖物。

在当天的检查中，大麦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边的
餐饮店也是检查的重点。

在一家名叫“菜根香小炒店”的门口，赵丰涛发现一盆
削了皮的土豆正浸泡在水里，而一旁，就是一个装满肉糜果
皮的垃圾桶。询问店员后才知道，这家店连基本的水槽都没
有。

“我们平时都用大桶接水洗菜洗碗。”正打算洗菜的服务
员解释道。

不仅如此，走进小炒店后，工作人员发现该店的两门一
窗均没有安装防蚊蝇设施，整个店里找不到一盏灭蝇灯。而
厨房内的景象更是触目惊心——盛菜用的盘子直接搁置在灶
台下方；正对着灶台的电风扇已经被油烟熏得看不出原有的
颜色。

“天气热起来了，炒菜不开电风扇不行。”在赵丰涛的询
问下，店主承认这个电风扇平时都在使用。

“今天走访下来，我们发现这些餐饮店普遍存在店内外
环境不整洁、消毒设施缺失或未正常运作、食品储存不规范
等系列问题。我们会尽快将情况反馈给相关部门，督促他们
加快整治。”赵丰涛表示。

林怡 金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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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清晨 7时左右，坎门的郭
先生已在菜市场买好了菜。由于天天买
菜，郭先生对食材价格变化十分敏感。
他告诉记者，进入禁渔期以来，在总体
价格保持平稳的前提下，目前，价格变
化较为明显的是时令蔬菜。

“各种各样的蔬菜全部都贵了。”郭
先生说。

同样是天天买菜的金先生，他的观
点也和郭先生一样。“现在的时令蔬菜，
价格确实要比‘五一’前贵。”金先生边
说，边看着自己手里提着的一篮子蔬菜。

为了印证市民的说法，记者随机了
解了15种常规时令蔬菜的零售价，发现
菜价与“五一”前相比，平均上涨了2至
4元不等。比如，包菜，现在的价格是
每公斤4元多，上个月是2元多；葱的售
价现在每公斤约10元，上个月是6元多；
花菜售价现在是每公斤8元左右，上个月
是4元多。

“比春节还要贵，春节时茭白每公斤
16元，现在却卖到了 22元，你说贵不
贵？”市民郭先生说，不仅是时令蔬菜，
鲫鱼等淡水养殖产品的零售价比上个月
平均上涨了 10%至 15%。但家禽鸡蛋和
猪肉的价格相对平稳。 （龚松 董伯志）

记者逛菜场

时令蔬菜涨价了
禽蛋肉相对平稳

本报讯 时至5月，随着气温升
高，花卉市场也逐渐升温。5月13日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玉城城区的花
鸟市场看到，多家店铺正在马不停
蹄地处理客户订单、打理盆栽、准
备送货上门。

“这段时间气温上升，不论是工
作日还是双休日，来看花买花的人

多了不少，有时都忙不过来了。”在
市场内经营花卉的清榕园林门市部
负责人陈红告诉记者，这个季节特
别适合种养花草，月季、玫瑰、绿
萝、吊兰是比较受欢迎的品种，而
且比较好养活，几乎每天都要补货。

当天，何女士和同伴一起来到
花鸟市场挑选盆栽。由于自己不怎

么会打理，经过店家推荐选购了几
盆小月季。“老板说这个好养，花开
得又漂亮，于是就选这个了。”何女
士拿到盆栽后说道。

而在另一家老太婆花店，有几
位市民刚刚买了“鸿运当头”“节节
高”“千年木”“天堂鸟”等大花
卉。原来，他们都是为新居乔迁而

来的，为的就是图个好彩头。
“5月前后，气温适宜，选个好

日子搬新房的人也很多。”店主盛荷
凤告诉记者。

目前花卉市场生意红火，价格
却没有因此上涨，大花卉每对普遍
在五六百元上下，小盆栽在 20元上
下。 （罗俊 张泽鹏）

春暖花开时 花卉销售旺

扫一扫，看视频

近日，台州市椒江区第五中学的初一学生来到了玉环市漩门湾观光农业园开展研学活动。其中的“齐心协力
写大字”环节最受学生喜爱。只见学生们十几人一组，每人拉着一条绳子，共同操作一支大毛笔，在地上写下

“齐心协力”四个字。 吴晓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