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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C06-C12 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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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卡咋显示我凌晨坐公交
公交集团回复：可能是刷卡机时间设置错误所致

本报4月8日讯 (见习记
者 蒋慧晨 记者 柳斌)

家在芝罘区幸福的景先
生拨打本报“为你办事”热
线反映，他的市民卡消费详
单里竟然有凌晨坐公交车
的消费记录，多数是0 . 9元，
还有2 . 7元的情况。

这个怪事儿是景先生
无意中发现的。前几天，景
先生上网查了自己市民卡
的消费记录，在“交易查询”

的“公交查询”栏目中，发现
自己有多次2 . 7元和0 . 9元的
消费记录，而且多次是在凌
晨三四点消费的。

“凌晨4点我怎么可能
坐公交呢？”景先生十分不
解，他每次都是从家往返单
位才乘坐公交车，而且每次
都应该是0 . 9元，怎么会出
现2 . 7元的情况？

原来，景先生每天上班
都要乘坐44路公交车从幸
福16村站上车，到南通小学
站下车。

景先生的乘车记录显
示：今年1月15日06:29，扣除
2 . 7元；1月31日06:30，扣除2 . 7

元；2月7日6:29，扣除2 . 7元；3

月26日6：29，扣除1 . 35元。其
中在1月16日那天，是凌晨4

时07分29秒扣除的0 . 9元乘
车费。

无独有偶，市民刘先生
也遭遇了凌晨扣除乘车费的
情况。刘先生在烟台公共服
务网的查询后发现，上个月
的乘车记录上出现了半夜
1 点 半 和 2 点 半 分 别 消 费
0 . 9元的情况。另外，还有
多次深夜或凌晨乘坐公交
的情况。

4月 8日，记者拨打市
民卡服务中心的服务热线
9600100。工作人员说，周日
技术人员不上班，这种情况
要等周一上班才能答复。

随后，记者电话咨询
了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
得到的答复是，4 4路公交
车线路过长，实行分段计
费，收取 2 . 7元可能是司机
忘了把价钱调整过来。对于
凌晨扣费的原因，工作人员
说现在还不太清楚，有可能
是刷卡机时间设置错误造
成的，详细原因要等周一技
术人员上班才能问清。

公交集团工作人员称，
如果出现多扣费的情况，市
民只要有乘车记录，工作人
员可以将多扣的车费退还。

对于市民卡多次出现
凌晨消费记录的情况，本报
将继续追踪。

元元元元过过““百百岁岁””
4月8日，蓬莱海洋极地世

界的北极熊元元迎来自己的
“百岁”生日。当天上午，极地
馆举行了盛大的生日party，20

名游客受邀参加了宴会，共同
见证元元的成长历程。

元元是山东省首例人工
繁育成功的北极熊。今年元旦
出生时只有1斤3两重，现在她
已经长成36斤的“大姑娘”了。
自本月起，每逢周六上午，蓬
莱海洋极地世界都将抽取20

名幸运游客或粉丝，零距离见
证小北极熊的各种卖萌瞬间。

本报通讯员 姜山 本报
记者 苗华茂 摄

一堂40分钟的课，学生讲30分钟
牟平实验小学探索“简约课堂”收到奇效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一堂课40分钟，学生讲30分钟，老
师只讲10分钟。讲台不再是老师的专
属，学生也可以当“老师”，老师则站
在一旁倾听和引导。这就是牟平实验
小学开展的“简约课堂”上的场景。

课堂上

学生自己当“老师”

“同学们，这篇课
文都预习过了吗？”

“预习过了！”老师
话音未落，学生们大声
回答。

“那么，我请几个
同学来读一下这篇课
文。”4月5日上午，牟平
实验小学四年级1班的
语文课上，几乎所有的
学生都举起手，被叫到
的一组学生非常流利
地朗读起了课文。

“同学们，你们在
预习中有哪些地方是
自己不清楚的？”老师
询问道，孩子们又纷纷
举起小手。

“为什么后面又说
轻轻流入云际？”有孩
子问。

这时，另一个小组
的同学把手举得高高
的，一个学生说：“草原
像绿色的海洋，从远处
看，大片绿色像流到了
天和地的交接处。”

又一个小组的成

员迫不及待地说：“放眼
望去，大片大片的绿，就
感觉流到了天边。”

语文老师王荣荣
忍 不 住 叫 好 ：“ 太 棒
了！”她进一步解释道，
近看，绿得浓厚闪亮；
远看，绿得一望无际，
难道这不就是“翠色欲
流，轻轻流入云际”的
意境吗？参加讨论的两
个小组，每个成员都得
到了两颗星的奖励。

“同学们，学完了
课文，我们再来做一下
随堂作业。”学完课文，
语文老师又让学生们当
场做起了作业，首先是
让学生畅谈学了老舍的

《草原》后，自己的感受
是什么，然后老师让大
家分小组交流发言。

“老师，我做好了，
我想上去说一下我的
答案。”学生们不仅马
上写出了答案，而且纷
纷举手要求展示自己
的作业成果。于是，老
师把个别同学的作业
作为范例展示给大家，
并逐一让学生进行自

我评述。
“叮铃铃……”一

堂4 0分钟的语文课结
束了。同学们讲了30分
钟，老师只在中间穿插
引导了10分钟。

老师话少了

但压力却更大了

在“简约课堂”上，
老师不再以绝对主角
的身份说话，而是把更
多时间留给学生，所以
相比传统的教学模式，
感觉上课要轻松得多。

“看起来很轻松，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牟平实验小学副校长
战丽娜说，以前老师准
备教案的时候，更多的
是想如何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完成教学任务
和目标。但现在，则要
以学生为主体，想着他
们会怎么想，怎么说。
这就要求老师对自身
的要求越来越高，备课

时间也要更加充分，因
为学生的思维非常活
跃和丰富，谁也料想不
到他们究竟会提出什
么样的问题。有的老师
尽管在课前准备了很
多，但还是会被学生问
住，所以老师们也要不
断“充电”。

战丽娜说，以前一
堂新课，一般要分两节
课上，即使如此，或许
也不能让学生们接受
下来。现在，不但一节
课就能完成教学目标，
而且还能让学生在课
堂上完成当天的家庭
作业，学习变得非常轻
松又有效率。

“这个过程是痛并
快乐着。”战丽娜说，

“ 简 约 课 堂 ”教 学 从
2 0 0 8年开始探索实施
以来，学生们的学习积
极性变高了，课堂气氛
活跃了，教学效果也越
来越明显了。

有些看似很简单的问
题，却困扰住不少市民。“报
网民生”活动推出“你问我
答”小栏目，对市民咨询的问
题进行回答。如果你碰到什

么问题却不知道咨询哪个部门，可以拨打6789986和
6879065咨询，也可以发送短信到15954530929。对较简单
的疑问，我们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直接回复。

1、沿204国道回里至
善童出行困难，9路车通了
几年还是没有结果，请问具
体什么时间能协商好？

答：9路车只通到东陌
堂，市交通局未出台延伸公
交线路计划。公交线路开通
需综合考虑公交线网布局、
客流分布、场站等多方面因
素。关于回里公交问题，现
已开通310路。目前芝罘区
至回里的线路正在进行前
期实地考察。方案确定后将
开通新线路，为回里居民的
出行提供方便。

2、我是芝罘区芝罘屯
小区的居民，小区使用的
是管道液化气，费用高效
率低，是否能改变为天然
气？

答：能否通天然气是

根据小区是否有天然气投
资而定的。如果有接口，申
请开通就可以。如果没有，
就需要跟小区居民一起申
请天然气投资，需要架设接
口。具体咨询电话：6263800。

3、芝罘区居民参保户
籍有什么要求？参保人员去
世后，能享受什么待遇？

答：由于芝罘区2010年
前已完成村改居，因此2010

年12月31日之前具有芝罘
区户籍的居民均符合参
保规定的户籍条件。参保
人员去世后，个人账户仍
有剩余的，剩余部分退还
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其
遗嘱按国家和省市规定享
受企业养老保险丧葬补助
金和抚恤金。 本报记者

柳斌 实习生 贺笑笑

在“简约课
堂”上，老师把更多
的时间留给学生，
自己则在一旁设计
问题、引导学生。

盲人推拿师参加全省歌手海选

一曲原创歌获芝罘区最高分
本报4月8日讯 (通讯

员 李莎莎 记者 李楠
楠) 6日，芝罘区残联举办
山东省残疾人歌手广播电
视大赛海选比赛，来自芝罘
区的盲人推拿师郭利众凭
借原创歌曲《梦想不再是梦
想》获得全场最高分。

“我看太阳，看不见它
的光芒；我看月亮，看不见
它的明亮；我看妈妈，看不
见她的脸庞；我看爸爸，看
不见他的爽朗……让我看
一看，岁月不再虚无；让我
看一看，黑暗它不能把我
阻挡；让我看一看，梦寐已
久的地方；让我看一看，梦
想不再是梦想……”6日上

午，在芝罘区残联举办的
山东省残疾人歌手广播电
视大赛海选比赛现场，来
自芝罘区毓璜顶街道的盲
人推拿师郭利众一亮嗓
子，现场的观众就被他的
歌声深深感染。

最终，郭利众凭借这
首原创歌曲《梦想不再是
梦想》获得全场最高分，从
芝罘区十几位参赛选手中
脱颖而出。

据介绍，冠军选手将
参加4月中旬烟台市残联
的复赛，通过复赛选拔出
的选手，将代表烟台市参
加山东省残疾人歌手广播
电视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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