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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 11 ： 55 ，市民赵女
士拨打晚报热线：我花 1 . 49 万
元在叠彩万达的一家国际马术学
院办了一张会员卡，目前卡里还
剩余一万多元。但店家突然说要
撤店，也没有做好相关善后处理
事宜，我和其他顾客为此都很着
急。

2834000 晚报热线记者秦
丽云核实采访：昨天中午 12 点
40 分左右，记者在叠彩万达见
到了赵女士。

赵女士说， 2018 年 2 月
份，她在叠彩万达的天马行空国
际马术学院（以下简称“马术学
院”）办理了一张幼儿体操卡，
149 元/课时，共 100 课时，合
计 1 . 49 万元，办卡后店方赠送
16 次马术体验课。上了 4 次幼
儿体操课之后，因为一些原因，
根据店方建议，赵女士把会员卡
内剩余的钱转为办理了一张马术
卡， 264 元 /课时，共 54 课
时， 16 次马术体验课照常赠
送。从去年办卡至今年 2 月 24
日，赵女士带着孩子上了 8 个
课时的课程，还把赠送的 16 次
体验课也上完了。

没想到，今年 1 月下旬，店

方工作人员告诉赵女士：马术学
院要在 2 月底撤店，善后处理
事宜会在春节后处理。春节过
后，赵女士等来的结果是：店方
称其办理的年卡即将在 2 月底
到期，过后将无法继续使用。

“当初办卡的时候，工作人
员说这个卡并非年卡，不限制使
用时间。”赵女士说，当初她也
没多想，就交了钱，也没有签订
合同。赵女士算了算，目前卡内
剩余 46 课时，按照办卡时的价
格，合计价值 1 .2 万多元。

赵女士还告诉记者，她几次
到马术学院找相关负责人协商处
理此事。最后得到的答复仍然
是：其办理的年卡即将到期，出
于照顾老顾客的目的，店方愿意
让赵女士的孩子到该店合作方，
也就是位于北芬村的一个马术俱
乐部上马术课 3 次，共 6 课
时。可是赵女士一打听，那个马
术俱乐部的马术课，标价为 12
次课 6000 元。

对于这种处理方式，赵女士
无法接受。为此，她数次找马术
学院的负责人继续理论，仍没有
下文。眼看着马术学院 2 月底
就要撤店，赵女士更着急了。

下午 1 点半左右，记者和赵

女士来到了位于叠彩万达的马术
学院，该店的一名负责人丁先生
接待了记者。丁先生说，他刚调
来叠彩万达的马术学院负责撤店
事宜。根据公司相关程序，他得
到的信息是：赵女士所持该店的
年卡于今年 2 月到期，在使用
期限内，他会尽量配合赵女士使
用此卡。但是 2 月份之后，他
只能接待持有效期内会员卡的会
员。另外，关于赵女士所持的该
店会员卡是否为年卡一事，由公
司另一负责人负责处理，他实在
是无权给出答复，只能请顾客见
谅。记者想要询问该店另一负责
人的电话号码，丁先生建议记者
自己查询，他不便告知。

下午 1 点 50 分左右，赵女
士联系的叠彩万达一名楼层经理
也来到了马术学院。这名工作人
员说，目前他们已了解到马术学
院正在进行撤店善后的相关事
宜，也了解到一些消费者非常关
注会员卡余额如何退赔等事宜。
为了诚信经营，叠彩万达方正积
极与马术学院方负责人沟通此
事，只有马术学院妥善处理撤店
后续事宜，才能拿到交付在叠彩
万达的合同保证金。

得知这个处理结果，赵女士

还是觉得有点不靠谱。她说，另
一个持马术学院会员卡的卢女士
仍有 60 多课时没有使用完。经
与店方协商，店方给出的答复
是：该店将于 3 月 1 日迁移至
桂林北芬村的一个马术俱乐部继
续上课，如果有整张或整年未使
用的会员卡，该店将在万达广场
退回合同保证金三日内给予扣除
赠送课时和用品后的金额退款，
也可直接退回未使用赠品。

对此，记者联系了卢女士，
证明赵女士所说属实。

“如果马术学院不退赔我们
消费者的会员卡余额，就拿不到
叠彩万达给退的合同保证金。可
是如果叠彩万达不退给马术学院
合同保证金，马术学院又没法退
钱给我们，这不是陷入了一个死
胡同吗？”赵女士说。

为了处理此事，近日，赵女
士和几名消费者去城北工商所投
诉。城北工商所的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该所已经了解情
况，因为赵女士和其他消费者所
办的卡是否为年卡，双方认定不
清，目前此案还在调查、处理当
中。

卡上还有一万多元

店家要撤店顾客很担忧

同一天两次找到失主 恭城“90 后”民警好样的
25 日 11 ： 00 ，市民李先

生拨打晚报热线： 2 月 23 日，恭
城站派出所的“90”执勤民警小
陈，两次拾金不昧，并及时把失
物物归原主。这样的好民警，满
满正能量，值得表扬。

2834000 晚报热线记者秦丽
云核实采访： 25 日上午，记者
电话联系了李先生，并辗转联系
到其所说的热心民警小陈，了解
了事情经过。

“ 90 后”小陈全名陈春
舜，是恭城站派出所的一名民
警。他告诉记者， 2 月 23 日那
天，他确实帮助两名旅客找到了
失物。

原来， 2 月 23 日上午 9 点
多钟，陈春舜在恭城站进站口开
展安全检查时，发现一个黑色单
肩小包被人落在安检机上。小包
内有失主的身份证、银行卡、现
金若干元、充电器等财物。陈春
舜说，他当场就通知了车站广播
员，播送寻找失主信息。信息播
放后，没有人来认领失物。根据

小包内的身份证和车票信息，陈
春舜断定失主还在候车室，于是
又拿着小包跑向候车室，挨排挨
座地去寻找失主。在一张按摩椅
上，陈春舜找到了一个年轻女
子。此时，女子才意识到自己的
小包已遗落，并被热心的民警送
还。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 1 点半
左右，又有一名旅客不小心把自
己的棕色单肩包遗失在车站候车
室内。陈春舜把单肩包带回客运
值班室后检查发现，包内有失主
的学生证和银行卡共 8 张，现金
600 多元。原来，失主小常是恭
城瑶族自治县栗木镇人，在桂林
一所大学读大一。为了及时联系
上失主，陈春舜第一时间调取候
车室内的监控视频，却发现这名
失主已经乘车离开了。随后，陈
春舜把寻找失主的信息发在了恭
城一个微信交流群里。碰巧的
是，交流群里面恰好有一个小伙
子与失主小常是校友。在这名校
友的帮助下，民警顺利联系上小
常。因为小常已经返校，当日下

午，其委托一名亲友来到恭城
站，从陈春舜手中拿回了失物。

陈春舜告诉记者，自 2016
年在恭城站派出所工作后，两年
多时间里，他帮助乘客找回失物
的事情已经有近 10 次。曾经有
旅客将装有 2 万元现金的手提包
遗落在候车室，并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乘车离开。事后，陈春舜经
过多方联系，终于将财物物归原
主。

拾金不昧的好事做多了，陈
春舜也得到很多旅客的称赞和感
激。不过他说：“群众的事就是
我们的事，为人民服务，是我们
人民警察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陈春舜说，很多乘客在上下
车时，总是急匆匆，这样容易导
致财物丢失。他提醒广大旅客：
在出行时一定要保管好个人随身
物品，临走时要注意拿好自己的
全部物品，发现物品遗失要及时
报警，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
损失。

23 日下午，陈春舜（右）将失物
交还给旅客。 （陈春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