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提升教学水平，该学科

组与南岸区珊瑚中学和铜梁区巴

川中学开展主题教研活动，同时，

与大足中学、南川中学和全善中

学结成四校联盟，开展同课异构

活动，力求实现科学教学。

此外，该学科组每年均会外

派教师参加“送教下乡”和“领雁

工程”送课活动，有效提升了结对

学校的教研能力。

“我们学科组的每位老师都

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孩子们

守住一份希望，唐小燕老师每学

期都会驻石壕中学两周，参与该

校教学教研活动。”王化国介绍

到。

该学科组教师专业知识扎

实，基本功深厚，教学业务能力

强，组内教师参加市级、区级公开

课、展示课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

评，参与各级各类比赛也喜讯不

断。

2016年12月，该学科组教师

王化国获市初中英语优质课大赛

光盘课一等奖，教师刘佳和罗梅

获二等奖；2017 年 12 月，教师王

化国获初中英语部级优课荣誉；

2018年12月，教师任梅玲在国家

一级期刊《教育现代化》发表文章

《论提升初中生的英语写作水平

分析和探究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德

语渗透》……

“用我们的青春，成就孩子们

辉煌的一生。”该学科组的每一位

老师都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尽情挥洒着汗水，虽然教育教学

的发展是一条漫长的路，但他们

会一如既往发扬积极进取、精诚

合作的精神，真拼实干、踏实勤奋

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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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临其境 玩转英语
——记綦江中学初中英语学科组

綦江中学初中英语学科组是一支充满朝气与活力，有着独特魅力的学科组，也是一个实力雄厚、追求
卓越的学科组。在这个团队里，现有教师22名，平均年龄34岁，其中，高级教师4名，市级骨干教师两名，
区名师1名，区中心组成员3名，区教师培训初级培训师两名。

一提到英语学习，大多数人

会有“死记单词”的印象，但在綦

江中学师生眼里却不是如此。初

中英语学科组的教师们精心构

思，开设了一系列英语兴趣课，如

英语书法课、英语电影赏析课、英

语歌曲欣赏课和英语舞台剧表演

课等，极大提高了学生的英语学

习兴趣。

同时，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

彩的英语课外活动，如英文阅读、

听力比赛、词汇比赛、演讲比赛、

英语节目表演、英语购物街等活

动，也给爱好英语的学生提供了

展示才华的舞台。

“我校自2017年起，每年举办

一次英语文化节，让学生们身临

其境玩转英语，不仅极大扩展了

课本内容，而且巧妙地激发了学

生们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该校英

语学科主任王化国说。

“我最喜欢英语购物街活动，

‘营业员’把本班学生物品进行分

类和标价，‘推销员’携带具有本

班特色的宣传标语或者展板，用

英语进行推销……”初 2019 届 1

班学生赵石盟兴奋地介绍道，“这

些活动为我们营造了良好的英语

学习氛围，增强了同学们对英语

的兴趣，也提高了我们的口语表

达能力与交际能力。”

倡导“大英语”思想

初中英语学科组建立了资源

共享体系，创建了本学科的精品

资源库，为教师的精准教学和学

生的自主学习保驾护航。

目前，该学科组已建立学科

训练题库，收集历年市、区各类试

题 580 套，集体编写了《导学案

集》，并自编《导学案集》4册。同

时，汇总精品教案课件和优秀课

例实录，为教师的集体备课和精

准教学提供有效参考和助力。该

学科组现已形成精品教案课件

203节、优秀课例实录168堂。

此外，该学科组采集专家讲

座报告，现有专家讲座报告40余

堂，开阔了教师视野，提升了教师

业务素养。

创建学科精品资源库

夯实教学收获硕果

文/见习记者 廖静 通讯员 张庆 图/ 通讯员 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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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

区消委会公布了一批2018年消费维权典型案

例。今日，本报摘登部分案例，希望帮助广大

消费者规避消费陷阱，提高维权意识。

2018年，区消委会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

诉537件，投诉解决率100%，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160余万元。

购二手房却不能办理过户

2017 年 10 月 15 日，消费者罗某通过某

二手房中介公司购买了一套总价37.5万元的

商品房，并签订了购房协议。双方合同约定，

由罗某先期支付23万元购房款，待房主到银

行解押房产后，于2017年12月30日办理过户

手续，同时，罗某再支付14.5万元购房尾款。

罗某按约定支付了23万元，但在办理过户手

续之日，中介公司未能履行为消费者过户的

承诺，并要求罗某再支付18.6万元解押费才

能办理过户手续。对此罗某不予认可，与中

介公司产生争执，多次协商未果，2018年1月

5日投诉至区消委会文龙分会寻求帮助。

区消委会文龙分会经调查，消费者罗某

所购二手房在银行有抵押欠款18.6万元。房

主将罗某支付的23万元购房款挪作他用，并

未用于银行解押，导致不能按期过户。查明

情况后，工作人员多番调解，最终三方达成一

致意见：罗某支付14.5万元购房尾款，与中介

公司共同垫付卖方银行抵押欠款差额4.1万

元（罗某垫付2万元，中介公司垫付2.1万元），

凑足18.6万元后，三方一起到银行办理房屋

解押手续。罗某与中介公司垫付款项部分，

以房主借款形式，共同向房主追偿。同时，为

减少消费者损失，中介公司免除罗先生 0.75

万元的中介费。

本案调解过程中，一方面对当事三方开

展《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知识的宣传讲解，另一方面指出中介公司和

消费者在购房买卖过程中存在疏漏，造成房

款被卖家挪用，同时，对卖家将购房款挪作他

用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教育，并提醒买方和

中介公司双方在以后的交易活动中应严格按

照交易程序谨慎操作。

加装行车记录仪后车内浸水

2018年2月13日，消费者何某在某4S店

购买了一台价格5.6万元的长安牌汽车，并在

该处加装了行车记录仪。何某在用车几个月

后发现车内顶篷、后排坐垫、副驾驶坐垫和前

方储物箱、后备箱内均出现浸水现象。经厂

家检测后，发现浸水的原因为4S店工人在安

装行车记录仪时在后备箱盖走线忘记安装密

封垫圈。4S店与何某沟通后承认其责任，愿

意更换车内浸水部分，对此何某不予认可，与

4S店沟通多次未果并产生争执，于2018年5

月8日投诉至区消委会寻求解决。

经区消委会文龙分会调查，消费者何某

所购车辆浸水确为4S店安装行车记录仪工人

工作失误所致，4S店对此事实无异议。就赔

偿事项，双方的分歧在于何某认为其在重庆

主城工作，为处理此事来回数趟，花销要求4S

店承担，同时，所购新车没用多久就要更换部

件，要求4S店赔偿精神损失。4S店认为更换

浸水部分并延长质保期限已尽到该承担的责

任，拒不赔偿其余损失。最终，经区消委会工

作人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一是由4S店为消

费者何某免费更换浸水部分顶篷、坐垫等，二

是为更换部分延长保质期一年，三是赔偿消

费者误工费、车船费4000元。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

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

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五十二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

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

任”。本案中，经营者为消费者加装行车记录

仪后导致车内多处浸水，由此给消费者造成

的损失应由经营者承担。

返修机当新机卖

2018年7月1日，消费者刘某在某店购买

了一台价值2800元的洗衣机，后来，刘某发现

洗衣机电子显示屏两边有明显撬过的痕迹，

疑是返修机，不是新机。消费者要求赔偿，与

经营者沟通多次未果并产生争执，于2018年

7月2日投诉至区消委会寻求解决。

区消委会文龙分会经调查发现，消费者

刘某反映的情况属实，于是组织双方当事人

协商解决纠纷，并向当事双方充分告知了《消

法》有关规定。最终，当事双方达成退机协

议。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

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

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五十二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

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

任”。本案中，经营者返修机当新机卖的行为

是错误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或赔偿。

新购电视机出质量问题

2018年10月29日，区消委会东溪分会接

到投诉，消费者刘某称自己于2018年9月10

日，在被投诉人唐某处“以旧换新”并补差价

300元，购买了一台价值1460元的电视机，使

用不久便出现故障，维修两次均未修复，联系

唐某解决，多次未果，投诉至区消委会东溪分

会，要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出更换一台新

电视机的诉求。

区消委会东溪分会展开调查，组织双方

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并向当事双方充分告

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

《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有关规

定。最终当事双方友好协商，共同提出解决

方案，为刘某更换一台新的同款电视机。

本案例中，消费者刘某所购电视机出现

质量问题，在“三包”有效期内提出换机，是正

当要求，商家不履行“三包”义务，违反了《部

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有关规

定。根据《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第十一条规定，“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

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产品，凭修理者提供的

修理记录和证明，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免

费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者按本规定第

十三条的规定退货，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

者追偿或者按购销合同办理”。因此，按规定

商家应该给消费者换新机。

快递寄手机却“丢失”

2018年1月2日，消费者张某在某快递公

司东溪店邮寄一部手机到深圳，但历时17天

收件人也没有收到该快递，张某拨打该快递

公司客服电话，客服告知该件已丢失。张某

称购买手机花费2500元，已使用1年多，里面

有重要的个人资料和照片，要求该店赔偿

1500元，但经营者称，根据我国《邮政法》相关

规定，未保价物品丢失最多赔300元，协商无

果，张某向区消委会东溪分会投诉，要求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经查，消费者张某反应的情况属实。区

消委会东溪分会工作人员组织当事双方进行

调解，调解过程中，双方在赔偿的金额上存在

分歧。依据《消费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相

关规定，工作人员向双方做好解释和沟通协

调，最终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该快递店

赔偿消费者张某800元。

本案例中，快递公司提出未保价的快递

物品丢失，不管价值多少只能按照我国《邮政

法》相关规定，最多赔偿300元，这是快递行业

普遍的“行规”，存在“霸王条款”嫌疑，与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相符，对消费者不公平，应该全

面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快递

市场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合理赔

偿。

记者 张静 整理

区消委会发布一批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规避消费陷阱 莫忘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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