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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再赢两瓶”兑奖难
呼声·随手拍

老人找车近4小时无人管
爱琴海购物公园称已电话致歉

春风细雨化病痛
——北辰医院精细化医疗服务见闻

采访中，家住河北区诚悦家园的新一
年级学生家长赵女士告诉记者，“南普小学
7月5日发布2021年招生简章时，并没有
提到新生更换校区的情况。”报名当天更换
校区的临时通知，让她措手不及。“如果学
校提前告知这些情况，校区距离这么远，我
们会提前把孩子的户口迁到姥姥家，姥姥
家所在的小学也不错，而且离家很近。但
是学校报名当天才告诉这些情况，什么都
来不及了。”
“我们当时买格调艺术花园的房子，

就是图孩子上学方便，我们小区和南普
小学就一墙之隔，孩子走路几分钟就到
学校。但是报名当天却告知我们要去3
公里外的新校区上课，接送孩子上学成
了大问题。”新一年级学生家长杨女士无
奈地说。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并没有查到育婴里
第四小学具体地址，7月26日，记者根据学
生家长分享的位置，来到河北区杨桥大街与
津浦北路交口。在一处尚未完工的建筑前，
学生家长杨女士指着蓝色施工围挡里面的三
层建筑介绍说，听学校的人说这就是育婴里
第四小学的教学楼。透过施工围挡，记者看
到教室、体育馆等主体建筑已经完工，学校的
大门还在施工中。大量建筑垃圾堆积在围挡
内，尚未清理。整栋建筑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之间用走廊连接，教室已经装修完毕，但是整
栋建筑的门窗紧闭，引起家长的担心。“刚刚
装修好的教室，不应该及时通风放味儿吗？
教室的窗户都关着，里面的异味什么时候才
能散完？”
学校门前的津浦北路上还有大量施工

工地，到处都是施工围挡，学校围墙另一侧
的道路是杨桥大街，但是这条马路是断头
路，交通不便。从卫星地图导航看到，该校

距离格调艺术花园约3公里的路程，坐公交
车需要30分钟时间，步行近700米到天泰
路地铁站坐公交。

记者从天津外国语学校南普小学招生简
章中看到，其中办学特色一部分，提到学校坐
落于河北区南口路36号，并未提到新生更换
校区或者去别的学校上课的内容。招生简章
中还提到，目前学校有6个年级，39个班。
也就是说，学校今年有部分6年级的毕业班，
届时可以腾出部分教室。

针对家长担心的问题，记者多次联系河
北区教育局后，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已
经接到南普小学家长的上述反映意见，目前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南普小学新一年级学生
不用再去育婴里第四小学上课了，学校通过
挖掘教室潜力，已经自行解决教室不足的难
题。但是招生时为什么临时决定去育婴里
第四小学上课？整个过程是否经过了科学
民主决策？教育部门是否提前做了调查研

究？为什么长达一年的时间没有解决教室
不足？本报记者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多
次与相关负责人沟通，但是河北区教育局并
未做进一步解释。

记者了解到，随着义务教育阶段适龄
儿童人数的增加，部分学校教室资源紧张
的情况，是近些年来各区教育部门面临的
共同难题。这就要求教育部门提前规划，
未雨绸缪，做好新生入学工作，而不能随意
以及草率的决定，引起家长不必要的焦虑
情绪。希望引起相关部门重视，避免造成
不稳定因素。

截至发稿时，河北区育婴里第三小学新
一年级部分家长也给本报热线打来电话投诉
称，教育部门通知要求新生到育婴里第四小
学的教室上课，孩子们同样面临路途远、怀疑
新教室甲醛超标、周边有交通安全隐患等问
题。本报记者已将情况转告河北区教育局，
本报后续将跟踪报道此事。

新生家长：报名时被告知要去外校上课 南普小学：教室不足问题经协调已解决

学校招生应提前做足“功课”
▼ 读者来信

▼ 记者调查

尚未完工的育婴里第四小学。

天津日报：
我们是河北区新一年级学生家长，小

区属于河北区天津外国语学校南普小学
片，今年7月5日学校发布了招生简章，17、
18日两天去学校报名。报名当天，南普小
学临时通知家长，由于南普小学教室有限，
新一年级将借用育婴里第四小学上课。
在报名当天，学校才告知去外校上课

的情况，我们对此很诧异。从地理位置
看，新建的育婴里第四小学距离南普片区
约3公里左右，且没有直通的公交车，给一
年级新生家长的接送造成极大困扰，且违
背了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原则。另外，新
建小学周边道路和住宅都在施工，家长接
送交通不便，又存在各种安全隐患。
育婴里第四小学为在建小学，新装

修教室内部的空气质量是否达标？是否
做过环境检测和相应治理？是否考虑到
持续缓慢释放的甲醛会对6周岁儿童身
体健康造成的潜在伤害？这些家长们关
切的事情，河北区教育局和南普小学也
没有对家长进行说明，让上百名新一年

级的家长们惶恐不安。
河北区教育部门既然已预计到现有

教室不能满足一年级新生需要，为什么没
有提前作出安排？比如内部改扩建、提前
公布外校上课安排等。涉及上百名学生
切身利益的重要变化，为什么在报名当天
才通知，给所有家长一个措手不及？区教
育局的决定是否过于草率和随意，没有预
先通知，没有合理解释，没有回本校区的
具体时间和执行方案，草草一页纸告诉家
长不能在本校就读就结束了。

南普小学今年有毕业班，可以腾出部
分教室，如果新一年级全部去外校上课，
这些毕业班腾出的教室留作何用，是否
闲置？是否还有深入挖掘学校教室的潜
力？另外，去新建小区上课的时间和方
案是怎样的？请给家长一个确切的答
复，如确因教室不足有外校上课的必要，
为何不考虑安排行动能力和适应能力均
较强的高年级毕业班学生上课，而要针
对稚嫩的6周岁一年级新生？我们迫切
地想知道答案。 南普小学部分家长

■本报记者刘连松文并摄

■本报记者房志勇

国人多迷信高级别大医院，说起区县级
医院，很多人心里都会挂上问号：那水平能
去吗？那服务能行吗？那环境能住吗？

北辰医院，用自己的精细化医疗服务，
无处不在的细节关怀，打碎了世人偏见，成
为区域内百姓诊疗首选，院长许建辉更是
被评为“全国优秀医院院长”。她告诉记
者，“什么叫以病人为中心？说白了，就是
事无巨细，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要为病
人想到做到。医院，就应该是一个五星级

的服务场所。”

细节让人温暖

王奶奶因患腿疾，五年未出门。她告
诉记者：“我就怕去医院，一进门那消毒水
味儿就让人肝颤，叫不出名的科室，还有那
挤满楼道的病人，一看就眼晕腿软。我宁
可在家忍着，也不去那地方受罪。”后来，王
奶奶被家人送到北辰医院。“一进门，我就
喜欢上这里了。门诊大厅那叫敞亮，地面
擦得跟镜子一样，挂号窗口一大溜，不用排
队。还有咖啡厅、超市、家属休息区，墙上
挂着液晶电视……”最让王奶奶感到特别
的是，医院一改传统冷色调，橘黄色的墙面
涂着树木和小鸟，生机盎然。穿着礼服的
年轻导诊员，老远就笑着迎上来。大娘竟
有些恍惚：“这是五星级酒店吗？”

登堂入室，闻不到消毒水味儿，每个科室
窗明几净，透过玻璃就能看到检验科医生做
化验。而老年人就医一站式服务，更让王奶
奶惊喜：“以前做个检查，楼上楼下一通跑，可
在这里，检查就诊在同一楼层，还是一室一患
呢。在这里看病，觉得很体面，受尊重。”

医院里更多细节越发让人温暖：
一条贴在地板上的黄胶带，甚是醒目。

记者走近一看，原来地面裂了条缝，瓷砖有
些上翘，在没修缮前，这亮眼胶带就是安全
警示。工作人员说：“裂缝虽小，也是安全隐
患，千万不能绊着病人。”

一条拉绳尽享方便。院内垃圾箱，除了
注明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外，最特别的是每
个箱盖上有根拉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患
者不用靠近垃圾箱，就能把盖子提起来丢垃
圾，方便又卫生。”

最全导诊图印地上。患者来到院内岔
口，迷茫不知所向之际，不用找人问询，低头
看地足矣。地板上有接续不断的蓝色箭头
指引你，准能找到所去科室。“整个医院，各
个科室坐落的楼宇和层数，还有到达每一楼
层后科室的分布，我们都做成导诊图印在地
上，方便患者准确快速就医。”

记者看到，就连诊室中椅子的摆放，检
查、治疗仪器的位置等等，全都标注得一目
了然。
“病人最容易感到无助，也最需要关

怀。人性化关怀，就得从细节抓起。”院长许
建辉再次强调细节的重要性。“我们医院引
用了五星级酒店的待客之道，病人来到这
里，就会感到自己成了主人，医护人员个个
都跟仆人似的服侍他。”

如此细节关怀，可谓做足了功夫。

“软服务”体贴入微

和看得见的硬环境相比，北辰医院的
“软服务”更是体贴入微。

黄大娘日前因脑出血到北辰医院住院救
治。“孩子不在身边，老伴儿腿脚不便，正发愁
没人照顾呢，没想到这儿的医生护士这么
好。打饭倒水不用摁铃，到点就有人送；还陪
我聊天，给我宽慰，那真叫周到、细心，儿女也
难做到。”黄大娘对记者说，“出院了，医护人
员还送我回家，说实在的，我都不想回家了。”

医院脑系科护士长贾丽娜告诉记者，医
院收治的，像黄大娘这样的老人特别多。“除
了治病，我们还想给老人送上一份情感上的
享受，这样更有助于他们治疗康复。”

采访中，记者发现医院大厅设置了自助
鉴诊机、自助取片机、自助清单打印机、医生

满意度评价系统等一系列从门诊到住院的
信息化设施。“这些自助设备太方便了，不用
二次排队。以前取个报告得等俩小时呢。”
一位正在打印报告的市民告诉记者，“看病
也方便，上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到点准能
看上，不用排队，也不担心有人加塞儿了。”

院办负责人王翠英告诉记者：“我们设
立了网络、客服电话、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
预约诊疗服务，还引进门诊二级叫号系统，
实现分诊叫号，保证医患间‘一对一’诊疗，
保护患者隐私……总之，医院所有的配置，
都是为提高就医效率，减轻患者焦躁心绪，
尽可能给患者舒适感。”

一次治疗解决诸多后患

北辰医院的精细化医疗，更体现在对患
者治疗的前瞻性上。林先生是糖尿病患者，
最近到医院检查后又诊断为尿毒症。血透
室主任郑凝考虑到患者未来需长期血液透
析，为减轻反复置管的痛苦，避免长期留置
导管引发感染，于是就联系泌尿科会诊，确
认林先生身体状况适合做永久性血管通
路。于是两科专家“双剑合璧”，共同制定个
体化“生命线”，成功为林先生搭建了血管通
路。从此，林先生长期利用这个血管通路，
定期做血液透析治疗。一次治疗，就解决了
诸多后患。

许建辉告诉记者，“常规化治疗仅能治
表。而我们推行的联动治疗，就是多科室联
动，共治顽疾，尽最大可能，一次性解除并发
症、后遗症，不给病人留下后患。”
“连患者将来可能出现的隐患都考虑

到、解决掉，这个医院真是细到极致了。”林
先生连连感叹。

花香自有蜂蝶来，这个当初负债累累、
日门诊量仅有800多号的区级医院，如今已
是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
等综合性医院，日门诊量2500余人次，年出
院病人2.5万余人次。

■本报记者韩爱青

近日，市民姜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
反映，他在西青区中北镇万科西华府购买了
一套一楼带小院的房子，可房屋建好后他傻
了眼，小院外有一堵高高的景墙，几乎将屋内
采光全挡住，“我在买房时销售人员并没有说
明有这堵景墙，现在屋里这么暗，怎么住人？”

姜先生介绍说，因为想和亲戚住在一起，
2019年他去西华府看房时，明确告诉销售人
员要一楼带小院的房子，并且要一次购买同
层的两套房，“当时只有博华苑8号楼1门1
楼的两套房没卖出，销售人员直接推荐了这
里，102房价比101略低一些，销售人员说是
因为房子旁边有大门、配建等公共设施，并没
有提小院外有景墙。”姜先生提出买二期的房

屋也可以，但销售人员不断游说他买一期，于
是他花费了700多万元购买了这两套房子。
今年5月份，房子建好，眼看就要交房了，他
去看房时，发现102小院外突然多出了一堵
约3米高的景墙，即便外面太阳光特别充足
的时候，屋里光线也不好。他找到销售人员
要求拆除景墙或者退房改买小区二期的房
屋，遭到拒绝。姜先生说，如果销售人员提前
告知院外有景墙，会影响采光，即便房子再便
宜，他也不会买，买房子是个大事，谁都想住
得舒舒服服，这样的采光，他不能接受。

7月15日，记者在博华苑8号楼102小
院外看到，这里紧邻小区一个出入口，这堵景
墙的存在就是为了支撑出入口上方的造型顶
棚。景墙距离小院围栏仅四五米远，大约有
五六米长，将小院围栏完全挡住。因姜先生

还未收房，记者无法进入屋内。但从他提供
之前看房时在室内拍摄的照片上看到，从客
厅的大玻璃窗向外望去，视线被一堵景墙遮
挡住，室内光线偏暗。

西华府开发商天津万科地产工作人员王
小姐表示，经核实，当初业主在购房时，项目
沙盘上对景墙是有明示的，销售人员也曾告
知业主小院外有景墙。双方签署的购房合同
里，有关于这个大门两侧可能会有光、噪音之
类不利因素的提示，而且102这套房子售价
本身就比旁边楼座同位置便宜，在定价的时
候就已经考虑到景墙会影响房屋采光的因
素，所以是相对合理的。景墙确实不能拆除，
该公司一直在与业主沟通解决此事。

对于天津万科地产的解释，姜先生说不
能接受。当初他在买房前看沙盘时，并没有
景墙，这墙是后来加上去的。尽管房屋购房
合同里提及房屋紧邻大门，但并没有明确说
明有景墙，也未写明墙的高度和长度，“销售
人员为了尽快把房子卖出去，拿提成，向我隐
瞒了小院外有景墙的事实，这是销售欺诈。”
姜先生说。

天津北辰医院收到这样一封感
谢信：“我父亲多年饱受阿尔兹海默
症折磨，今年夏天，又突然进食困难，
发烧憋气，只好奔北辰医院住院急
救。父亲因病频发狂躁，不配合治
疗，病情反复，我们家属也是情绪焦
躁恶劣。可人家医护人员，脾气可不
是一般的好，一边给病人治病，一边
还宽言软语地安抚家属。老人病危，
主治医师靳克，还有呼吸科王丹娜大
夫干脆放弃休息时间，抢救呵护病
人，还宽慰照顾我们，往往一整夜不
喝水，那份热心、精心和细心，至今回
想起来仍然让我们感动不已。父亲
最终还是走了，可北辰医院却让我们
终生感激！”

患者在医院治好病，给医护人员
写感谢信是常有的事。然而，患者故
去，家属还寄信感恩，这就少见了。

收到这封感谢信的北辰医院，到
底有何“奇药妙方”呢？

小院外一堵景墙影响采光

业主质疑万科西华府销售欺诈

■本报记者赵煜

66岁市民李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7月3
日，他在爱琴海购物公园与老同事小聚，取车时忘记了停车位，
找了将近4个小时仍未找到，其间多次联系爱琴海购物公园的
客服、安保，却无人理睬。

李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停车场很大，类似的地方也很多，他转
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自己的汽车。“我身体不好，心脏又刚装了
支架。在地库里一个多小时没找到车，想找保安也没有。”李先生
回到商场一楼，找到商场保安寻求帮助，可保安表示，停车场现在
不属于商场管，得找物业。可物业在哪里，他也说不清楚。此时
已经接近下午3点钟，李先生累得汗流浃背，心绞阵阵作痛。“我
只好打110求助，民警让我先找商场客服试试，并给了电话。”李
先生说，拨打完爱琴海客服电话后，工作人员表示，她会向领导汇
报，可半小时过后，没见任何动静。于是李先生再次联系了客服，
得到的结果是，已向领导汇报了。而当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距
离李先生找车已经过去了近3个小时。无奈之下，李先生只能再
次拨打110求助，在管界派出所两位民警的帮助下，足足花了一
个多小时才找到车，而当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李先生失望地
表示，作为顾客的老年人遇到困难时，却得不到商场的任何帮助，
只有搪塞和糊弄，商场的管理让人失望。

记者联系了爱琴海购物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确实存在老
人所说的问题。总值班人员已通过电话方式致歉，也对未能帮
助当事人找到车辆的部门和人员给予批评，根据公司规章处
理。后续将全面梳理各个环节，完善流程，有效形成管理闭环。
要求第三方外包公司，加强培训，严格管控。

■本报记者高立红

崔黄口镇西高坑村村民、78岁的高大爷向天津日报热线
23602777反映，他家厕所在惠民工程户厕改造后，蹲便和化粪
井高出地面20多厘米，随着自己年龄增大，越来越不方便。

5月10日下午，记者在西高坑村高大爷家看到，化粪井四周
垒起两层砖的矮墙，上面盖了两张泡沫板。高大爷说：“当初安装
时，化粪井埋得浅，第一个冬天就冻了，施工队给垒了砖盖上泡沫
板。”位于高台上的蹲便确实不便，随着年龄增大，困扰日显。

记者将情况通报给崔黄口镇政府。在镇村协调下，负责武
清区农村户厕改造运维的天津绿境水务有限公司施工人员立即
赶到现场处置。绿境水务负责人说，高大爷家宅院没装修，院内
地面低，如不往高处安装，容易倒灌。现在大爷如厕不便，那就
把外面的管挖出来，重新加深铺设，再把高大爷家相关设施加
深。随后还将为村民的厕所加装门窗，提升舒适度。发稿前，高
大爷家户厕整改完毕，高大爷表示满意。

户厕改造后老人如厕不便
施工人员重新铺设管道

■本报记者韩爱青

近日，市民尤小姐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她参加可口
可乐公司推出的“开盖扫码 再赢两瓶"”活动，中奖后她跑了多
家指定的兑奖门店，都拒绝兑奖。

尤小姐介绍说，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这次活动是6月1日
至8月31日，通过购买带有“开盖扫码再赢两瓶”标志的指定产
品，消费者有机会免费获得两张可口可乐兑换券，一张自己使
用，一张须在48小时内分享给微信好友。30天内，获得兑换券
的消费者及其好友凭兑奖二维码前往指定门店兑换指定产品。
大约一个月前，她购买了一瓶可乐，打开瓶盖用手机扫码，显示
她中奖了，她又分享给微信好友，好友也得到一瓶，一共中奖两
瓶可乐。她从可口可乐公司微信小程序里查询到红桥区距离她
家比较近的几家可兑奖门店，可去了五六家，都拒绝为她兑奖，
“可以兑奖的门店有便利店、也有个人开的小超市，有的店工作
人员说业务人员没来，不会操作，有的说网络不稳定……各种理
由，就是不给兑。”

尤小姐又几次拨打可口可乐瓶子上标注的400开头的服务
热线，客服人员总说正在协调中。“中奖后兑奖期限是30天，本
来两瓶可乐没多少钱，但可口可乐作为一个大公司，既然举办了
这样的促销活动，就应该让消费者兑奖，否则就是欺骗消费者。”

记者联系了可口可乐天津地区业务经理于先生，他解释说，
天津市原有近万家门店可以兑奖，门店为消费者每兑奖一瓶可
乐，相应有现金奖励。门店兑奖，需要使用手机小程序，但实际
操作中，一些门店的工作人员为老年人，不会使用小程序，还有
一些夫妻店铺，丈夫接受了业务培训，会操作兑奖，但妻子却不
会，在妻子看店时就无法兑奖。他们从活动开始至今，已经进行
了四轮检查，剔除了一些无法兑奖的门店。

目前，经过于经理的协调，尤小姐已经在南开区的一家门店
完成了两瓶奖品的兑换。

平湖西里4号楼旁一根电线杆上线缆
垂落，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黄萱

■本报记者高立红

河北区意式风情区西1门前通道地面上，近百块水泥制方
砖破损近半，松动碎裂，坑洼不平。近日，市民李女士向天津日
报热线23602777反映说，大批外地游客一下车就经过这样的
道路，有损天津旅游城市形象。

5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李女士反映的点位是一条
无名通道，贯穿平安街和胜利路后，直抵意风区西1门。这条通
道呈长方形，开有一家小型停车场，可同时停放10来辆车。虽
然停车位不多，但停车需求不小，车辆你来我往，几乎没有空余
车位。另一方面，很多旅游客车由于交通管制的原因，选择在通
道旁的平安街停车下客，之后立即开走，待游客参观结束，再开
车到这里来接，游客上下车也都要经过这条“通道”。现场感受
是，这条通道真的很忙，半小时时间里，100多名游客从这里经
过，车轮下、游人脚下，破碎的方砖不堪重负。

记者粗略数了数，通道上铺的水泥方砖约有近百块，近半数
呈现不同程度破损，严重的有30多块，约60厘米见方的砖已然
破成碎片，很难收拾起来，还有的松动翘起，踩在上面整个人都
跟着晃动。游人经过时，都要挑拣着走。

这家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刘先生介绍，2019年9月，区市政
部门为了拆除颐和珠宝楼上的悬挂物调动吊车，把这里的地砖
轧坏了却没再修复,“经过去年一个雨季，雨水一泡，坏得更快
了，我公司请人修了一回，把松动的砖起出来，重新铺了铺，但毕
竟不专业，没多久又坏了。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早点给修一
修，雨季来了，再不修，坏得就更快了。”

意风区一通道破损地砖多

龙井道附近一树木下的便道石砖凸
起，易发生危险。 本报记者黄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