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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购买健身私教课后发现“被骗”
市民认为爱尚健身会所
“坑人”
时下，通过健身“燃烧我的卡路里”
成为时尚的生活方式。然而，发生在健
身房的纠纷也与日俱增。近日，几名市
民向浔阳晚报记者反映，他们在健身会
所报了私教课程后，
发生了纠纷。

□ 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

阳光国际小区物业：
系临时堆放

市民：
买健身私教课被骗
据报料人吴女士介绍，2018 年 12 月
上课的过程中对学员极其不负责任。
“一
16 日，她在联盛快乐城的爱尚健身会所
名学员在使用跑步机锻炼时提出
‘减速’，
报了 40 节私教课，但私教方洋却在签合
但被方洋极不耐烦地拒绝了，导致学员从
同时欺骗顾客。
“ 我购买的课程上报到他
跑步机上摔下受伤。”
吴女士说道。
们公司就变成了购买 23 节课，另外 17 节
除了吴女士，另一名报料人也表示，
课属于方洋私人赠送的。”吴女士告诉浔
2018 年 12 月 16 日，她也在爱尚健身会所
阳晚报记者，购课花了 4641 元，她还花
花 5440 元购买了 36 节私教课程，随后便
1100 多元办了一张会员卡，总共向健身
发现私教方洋每次上课都敷衍了事。
“在
会所缴纳了 6000 元，
“ 还有 200 多元不知
上了 15 节课后，我经过其他教练的指导
道是什么钱，也不知道去哪了”。随后， 才发现，方洋教我们的很多动作都是错
吴女士在上私教课时发现，私教方洋经
的。”该报料人告诉浔阳晚报记者，与吴女
常在上课的过程中接打电话和处理无关
士的遭遇类似，她购买的 36 节私教课程
的事情，上课的时间也从未达标过。
“我
也被方洋分成了 22 节正课和 14 节赠课，
曾提出更换教练，却被方洋拒绝了。”吴 “如果方洋离职，赠课是没有办法上的”
。
女士称，3 月 18 日，她向爱尚健身会所反
两名报料人都表示，她们与爱尚健身
映了这个问题，但健身会所一直没有给出
会所沟通过，但对方不是一直没回应，就
正面的答复。
是得到“方洋的个人行为与会所无关”的
吴女士还告诉浔阳晚报记者，方洋在
答复，
“简直是
‘坑人’
”
。

爱尚健身：经协商未达成一致

学员摔下跑步机受伤。
（受访者供图）

4 月 14 日中午，浔阳晚报记者根据吴
女士的指引找到了位于联盛快乐城五楼
的爱尚健身会所，前台的一名工作人员找
到了一名张姓经理。对于报料人反映的
情况，张经理表示，他目前无法联系到方
洋，
“我在 4 月 3 日还看到了他，但后面他
就没来了”。张经理告诉浔阳晚报记者，
包括吴女士在内的几名学员已经直接与
公司老板沟通过，目前公司给出的解决方
案是赠送 5 节课，除了那名受伤的学员
外，其他人都没有接受。
“我们已经与受伤的学员沟通好了，

她同意赠送课程的处理方式。”张经理表
示，由于他接手的是方洋的职位，所以不
清楚此前发生的情况，
“ 不太清楚方洋是
否在业务能力和态度上存在问题”。张经
理称，由于顾客是直接与老板沟通的，加
上他不清楚事情的经过且没有权限，所以
无法对顾客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
“ 公司
老板的联系方式也不方便提供给媒体”
。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留下了联系方
式，张经理称会转交给老板。不过，截至
浔阳晚报记者发稿时，仍未接到爱尚健身
会所打来的电话。

车顶天窗被砸成
“大花脸”迟迟找不到责任人
受损车主盼有关物业尽快给说法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车子停在
单位门口的停车位，车顶天窗突然被“从天
而降”的玻璃砸得面目全非，4 月 9 日下午的
那场意外事故，让市民彭女士非常郁闷。4
月 9 日，彭女士停在九江银行大校场支行停
车位的车被楼上南湖国际一户业主家落下
的玻璃砸中，车体和车窗等部位都受到损
坏，但有关单位至今没有查出是哪一户业主
家掉下的玻璃。
彭女士是南湖路 108 号九江银行大校
场支行的一名员工，在上班时间，她一直把
车子停在银行门口的停车位。
“ 前几天不是
风比较大吗，”彭女士告诉浔阳晚报记者，在
9 日 16 时 40 分左右，忽然南湖国际小区有
一户人家的玻璃落下，砸到她的丰田车。彭
女士一边向浔阳晚报记者展示她的车辆受
损照片，一边介绍，玻璃砸到她的车子后，车
体多处有凹坑，玻璃天窗被砸得四分五裂，
成了“大花脸”。
“ 全部破碎了。”彭女士说，
“前面的挡风玻璃也被砸了，左右驾驶边上
的窗户也裂开了，现在车子完全没办法开。”
彭女士表示，发生事故后，她立即报警并与
南湖国际的物业进行了联系。找了物业后，
物业说可能是商铺的玻璃；同时，物业在业
主群里发了有关消息，
“ 这种事情应该有一
个期限吧，”彭女士直言，
“ 不是说一直找不
到，这件事就一直不解决。”彭女士质疑南湖
国际的物业有推诿责任之嫌。此外，彭女士
还补充，她的车不止一次被上方落下的玻璃
砸中，她同事的车也被南湖国际住家落下的
玻璃砸中过，
“万一有人经过呢？”为此，彭女

露天停车场堆放建筑垃圾

停车场堆放了建筑垃圾。
停车场堆放了建筑垃圾
。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红 文/
摄）日 前 ，市 民 李 先 生 向 浔 阳 晚 报 热 线
8530000 反映，阳光国际的露天停车场成
了垃圾场，一刮风纸张、泡沫四处飞。
李先生说，阳光国际小区北面有处露
天停车场，边上还有篮球场和羽毛球场，
平常都有人在此地活动，但后来停车场开
始堆放建筑垃圾，与市容市貌完全不协
调，特别是刮风的时候，垃圾堆上的纸张、
泡沫随风四处乱舞，严重影响在篮球场和
羽毛球场活动的人。他说，原本小区在下
坡道路边有处垃圾堆放点，还盖有棚子，
后来与市容不符被撤除了，但现在堆放在
停车场也影响市容，而且影响到隔壁小
区，应当尽快处理。
在现场，浔阳晚报记者看到阳光国际
小区 8 栋和 9 栋北面的停车场上确实堆放
了许多建筑垃圾，有些砖块还裸露在外。
小区居民杨先生说，停车场是临时堆放
点，以前的垃圾堆放点在下坡道路边，但
那里拖运垃圾影响交通，有安全隐患。
对此，服务小区的九江源发物业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原有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因
政府认为影响市容被撤除，但考虑到建筑
垃圾的堆放，便指定临时放在露天停车
场。只要堆满一车，他们就拖走，小区业
主对此都没有意见。同时，物业也将问题
反映给了社区、街道、区里，要求解决建筑
垃圾堆放问题，但目前还没有给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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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了合同后，买家违约》后续

双方约定继续履行合同

被砸破的车顶天窗。
被砸破的车顶天窗
。
（彭女士供图）
（彭女士供图
）
士不仅希望南湖国际的物业尽快给出说法，
也要关注这个安全隐患。
为了解情况，浔阳晚报记者前往南湖国
际小区了解情况。负责南湖国际小区管理
的天翔物业一名工作人员说，
“ 现在我们一
直在找，我们也不清楚。”该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不清楚掉玻璃的地方是属于商铺还是
住家，现在也查不出来。
“一直在跟进。”该工
作人员还表示，
“我们好多业主不在家，也有
好多毛坯房。”浔阳晚报记者试图再询问详
细情况时，这名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具体的
不是很清楚”。当浔阳晚报记者询问是否有

查询期限时，该工作人员说：
“我不能保证说
多少时间内查出来，查不出来，这个责任不
就归我们？
”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又向物业有关负责
人尚女士咨询情况。尚女士表示，掉玻璃的
业主在南湖国际 A 座。但具体是哪家的玻
璃掉下呢？
“发了微信在群里，没有人回复。”
尚女士表示，A 座有 100 多家住户，
“ 每家每
户去敲门，这不现实。”尚女士进一步说道，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窗户是从居民住家掉下，
但具体不知道是哪家业主，物业虽然在跟
进，
但实在不行只能起诉有关户型的业主。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4 月 4
日，本报报道了经营板材店的老板洪先生
与买家孙先生签订合同后，孙先生既不拿
货，也不支付货款一事。昨日中午，浔阳
晚报记者再次联系洪先生得知，经过协
商，他已与孙先生达成协议：双方继续履
行合同。
据洪先生介绍，由于孙先生购买的板
材比较特殊，在与孙先生签订合同后，他
找了多家经销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
钱协调调货的事宜，孙先生如果违约，他
的损失将超过 3000 元。
“经过多次协商，孙
先生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洪先生表示，自
从他的经历见报后，孙先生的态度有了明
显转变，
“现在这个结果，我很满意”。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再次联系了孙先
生。对于此事，孙先生表示，在与洪先生
签订合同后，他发现自己“买贵了”，不过
考虑到洪先生毕竟为此事花了时间和金
钱，他也愿意继续履行合同。
“我提出让洪
先生赠送一些其他材料，洪先生也同意
了。”孙先生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