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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 86633355 9
月 2 日，号称覆盖全国 20 多
个城市，设立60多家教学体
验中心的星空琴行突然宣
布暂停实体门店的营业，其
关门潮也波及到了常州，常
州 153 名家长报警，涉案金
额 400 多万元（常州晚报 9
月 5 日 5 版报道）。9 月 7 日
8∶00，星空琴行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推送了最新一
篇消息：“我们回来了！”消
息称星空琴行计划于 9 月 9
日陆续恢复1对1课程。

昨天，常州晚报记者从
常州涉事家长“星空琴行维
权群”中获悉，目前大多数
家长已经接到了复课通知，
星空琴行常州店店长说，目
前复课工作正在进行中，会
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复课。

家 长 陆续接到
了复课通知，但是仍
然心怀不安

“老师7月工资到账了，
复课了！”最近两天，“星空
维权群”里，有人称已接到
复课通知。群里的家长殷

女士告诉常州晚报记者，她
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电话
咨询了钢琴老师，对方表示
确实复课了，随时都可以来
约课。9 月 10 日，老师来到
殷女士家中上课，殷女士对
此也表示满意。

不过，也有家长称自己
没有收到复课的通知，咨询
老师也迟迟没有回音。“教
我家的那个老师离职了，说
现在还在安排老师，具体什
么时候可以复课，还没有具
体的消息。”市民王女士说。

群内有家长表示，这次
的关门风波让他们“心脏受
不了”，虽然复课了，但是仍
然心怀不安。“其实我还是
蛮担心的，怕再发生这样的
事情。”市民尹女士说，她的
课一直要到 2021 年的 6 月
才到期，现在她有点后怕，
她希望知道星空琴行的后
续资金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店 长 130 多名
学生已经复课，会继
续做好复课工作

昨天中午，常州晚报记

者联系到了星空琴行常州
店的店长，店长表示，目前
总部已经发放了部分教师
的工资。公司有 2 块业务，
分别是一对一课程和启蒙
课程。其中，报名一对一教
学课程的学生中已有 130
多名已经复课。店长说，因
为常州店有 10 名教师，其
中 9 名都已经恢复上课了，
有 1 名教师离职，她手下的
20 多名学生目前正在办理
转接手续。“我们在找代课
老师，会尽快把这些同学的
复课工作做好。”

店长表示，启蒙教学课
程目前还是停止状态。“因
为我们的新地址还没装修
好，而老地址目前还处于被
警方查封的状态，教具不能
搬到新地址，所以还不能上
课。”店长说。

老 师 此前停课
因为公司拖欠老师
工资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老师告诉常州晚报记者，
每个月 20 日是发工资的日

子，8 月 23 日收到的却是
30%的工资，于是老师们都
开始担心琴行的经营状况，
这直接导致了 9 月 2 日星空
琴行全国闭店风波。

这名老师说，上周公司
把老师7月的工资尾款结清
了，部分老师开始复课。但
本月的 20 日能否如期拿到
8月的工资，目前尚不可知。

维 权 有 6 位律
师已组成公益律师
团

常州晚报记者了解到，
事情发生后，我市公益法律
平台“吾保护”组建了公益
律师维权团队，一共有 6 名
律师为家长提供免费法律
服务。公益律师贺冬说，
尽管星空琴行关停一事有
了新的转机，仍有不少家长
一心希望退款，但是无从下
手。目前平台正在收集想
要退款的家长的资料，平台
也会继续关注这一事件 。
如果家长有需要，可以拨打
4001380400电话咨询。

（何一智13815043846）

6名律师组团免费为家长提供法律服务

“星空琴行关门潮波及到了常州”有续闻

家长陆续收到复课通知，但仍“心怀不安”

本报热线 86633355 3 名顾客到一家
面馆吃面，70 元的面却付了 7000 元，面馆
老板当晚发现情况寻找无果，选择报警求助

（本报 12 日报道）。昨天，常州晚报的报道
被十多家论坛、网站转发，来自全国各地的
网友纷纷为面馆老板点赞。而记者也从警
方了解到，目前顾客已经到面馆拿回了多付
的面钱。

据局前街派出所民警介绍，客人没有意
识到自己多付了钱，直到再次到面馆里吃
面，才被店里的工作人员认出。“老板赶紧叫
住他，然后把钱退还，客人也是谢了又谢。
客人推测，他可能看错了两位小数点。”民警
说。

民警表示，这家面馆平时生意不错，也
常有一些顾客把自己的贵重物品落在店里，

“前不久面馆收摊时，一位食客还把钱包遗
忘在凳子上，他们捡到后也通过我们还给了
当事人。”

昨天，常州晚报报道在论坛和微信朋友
圈引起热议。有网友说：“老板是个有德之
人，做生意有良心、正派，值得称赞！”“满满
的正能量，常州这样的诚信店主越来越
多”⋯⋯ （莫国强 汪磊15051981673）

寻找多付钱顾客的面馆老板
也收获点赞无数

付7000元的顾客
又去吃面被老板一眼认出

热线追踪①

热线追踪②

常报优购生活体验馆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辅楼（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旁）
公交线路：乘1路、33路至光华路和平路站下车，或乘坐2路、217路、225A路、225路至清凉寺站下（万都广场对面，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向里200米）

第一次吃到正宗的建昌红香芋是
2013 年，当时发现原本不起眼的芋头，
原来可以如此糯、粘、甜、软，那是一种不
用加任何调味料的食物本真的味道。我
的一位同事则更为夸张：一家四口晚上
看着电视，每人捧着一大碗芋头，一晚上
就吃掉了一整盒芋头。

有人将建昌芋苗移种到外地，总是
“橘生淮北”

全国种芋头的省份很多，大芋头有
兴化的、荔浦的、厦门的，小芋头种植主
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山东。市场上，有
不少经营者宣称自家卖的是金坛建昌红
香芋，然而，金坛昌玉红香芋专业合作社
社长蔡冬生说，社员们收获的芋头基本

都通过合作社外销，只有土
特产门店，或者合作社委托
的一家淘宝店铺有卖，还真
的是很少能够流入普通菜
市场。

芽尖和尾部红色的芋
头，并非常州独有。然而，
只有建昌的更好吃，建昌种
植红香芋的历史至少可以
追溯到清代，这里的土壤为
红香芋的生长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曾经有人拿
了芋苗到外地去种，长出来

的 芋 头 味 道 总 是 不 如 建 昌 的 地 道 。
2011 年，建昌红香芋获得了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颁发的地理标志产品称号，
让建昌红香芋走出常州、走向全国，增加
了几分底气。

这些年来，在传统芋头品种和改良
新品种之间，合作社也经历了一些反
复。新品种产量要高一些，可以为合作
社社员带来更多收益，但是口感上的确
还是传统品种更好。权衡利弊之后，蔡
冬生和社员们达成了一致：不能过于追
求产量，要保证口感，才能长久地立足于
市场。如今，不但在常州本地，在整个沪
宁沿线，建昌红香芋都有了很大的名气，
在江苏省第十三届名特优农产品（上海）
交易会上，在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情况

下，上海人买走了整整3吨建昌红香芋。

全国每 20 个人才能吃到一个鸡蛋
大的红香芋

建昌红香芋虽然周边的人都知道，
却一直无人关注，过去的400年，一直停
留在农户自给自足的阶段，即使售卖，也
只局限在建昌集镇或者是金坛区。直到
2008 年，在当地工商部门的引导和帮助
下，蔡冬生作为建昌红香芋传人，树立
了强烈的品牌意识，开始申请注册商
标。后来工商部门建议他牵头，成立金
坛区建昌红香芋协会，并以协会名义申
请注册“建昌红香芋”地里标志商标。

申报地理标志商标，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不仅需要有历史渊源，需要具备
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地理特征，商品还要
有相对固定的标准。蔡冬生介绍说，建
昌红香芋要求使用传统红香芋品种，产
品只有鸡蛋般大小，皮红肉白，柄圆纹
细，肉质香味浓郁，口感粉甜。

历时两年，建昌红香芋申报地理标志
商标成功，也因此成了金坛区的招牌。“只
有从我们建昌集镇地里长出来的红香芋，
才叫建昌红香芋。”蔡冬生说，现在建昌集
镇有600多户农户种植红香芋，集镇种植
面积为5000亩，亩产量为2500斤。“这个
红香芋金贵了。”金坛区市场监管局监管
科吕建华说，通常一斤有10个红香芋，折

算下来，全国每 20 个人才能有机会吃到
一个鸡蛋大的红香芋。

今年的首批芋头下周五就发货

常州人嘴刁，可金坛建昌的红香芋
却在老常州心目中有很高的评价，它皮
红、肉白、味香、无污染，口感比起普通芋
头也更香、更糯。剥上一碗新鲜的红香
芋，煮得红红烂烂的，讲究一点的再添上
一勺桂花糖，清甜香糯的口感能让吃货
们满足上一整天。恰逢国庆中秋双节即
将到来，常报优购的工作人员与建昌红
香芋合作社联系，首批下单1000箱特供
常报优购的新老顾客，即日起凡下单预
订即可享受 2 箱以上市区范围内免费送
货到家。

订购热线：86811851
400-928-9988

畅销4年的红香芋 今起开始预售

80 元元//箱箱（（1010斤斤））

热烈祝贺“建昌红香芋”荣获“江苏十大人气地理标志品牌”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