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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山东广播电视

台、北京英豪广告艺术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山东蓝翔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荣兰祥广告合同纠纷三案，在济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期间，查封了山东蓝翔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神火大

道168号的天伦花园小区全部房地产，因上述

三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依照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我院将依法对上

述房地产进行拍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

异议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

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

定，发布本公告。

一、责令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神火大道168

号天伦花园小区房地产占有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迁出房屋、退出土地。

二、上述房地产占有人认为对天伦花园

小区内房产、车库、车位、储藏室等享有权利；

对迁出房屋、退出土地持有异议的，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向法院提出异议。其中，

系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对查封的执行行为、执

行标的有异议的，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系对其他执行行为有异议的，向济南市天

桥区人民法院提出。提出的异议应当载明具

体的异议请求、事实、理由等内容，并附下列

材料：1.异议申请人的身份证明。2.相关证据

材料。3.确保收悉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委托授权他人的，除提供上述材料外，另需提

供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确保收悉的联系

方式及送达地址，授权明确、具体的委托书、

出庭函等。逾期不提出执行异议或无明确、

确保收悉的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视为无相

关权利或异议。

三、上述房地产占有人，既未提出异议又

拒不迁出房产、退出土地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作为负有执行义务的房地产占有人将

依法承担妨害民事诉讼、拒不执行生效判决、

裁定的法律责任，所形成的经济损失由占有

人自行承担。

四、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倒签合同、伪造

证据等妨害民事诉讼的，本院依法予以罚款

或司法拘留；涉嫌虚假诉讼罪、非法处置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罪、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等

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公告。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通信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田家庄东路7号302室。

联系人：崔运森、王建

联系电话：0531—85553735

0531—85553742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通信地址：济南市

经二路1号。

联系人：毛雪

联系电话：05318925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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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段伟朵

年近了，返乡的大学生眼中，家
乡有哪些变化？即日起，大河报推出
2019 寒假新闻实践营活动，其中一
个主题就是“看看俺家新变化”。

1月 30日，郑州大学穆青新闻实
验班的学生崔国玉通过豫直播，向大
河报记者介绍了近年来他眼中家乡
的新变化：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街道
更加干净了，然而近年来，大年初一
挨家挨户拜年的队伍也在逐年减
少。崔国玉表示，作为一名大学生，
他愿意守护传统文化。

1999年出生的崔国玉，老家林州
市开元街道田西峪村，从小是在爸爸
的敦促下，念着《千字文》《百家姓》《三
字经》长大的。

备受传统文化浸润的他，几乎每
年过年都要回到老家，大年初一早
上，跟着父辈到同姓人家，挨家挨户
拜年。“这是维系宗族之间感情的一
种重要方式。”崔国玉说。

前几年，随着越来越多人进城打
工、生活，过年拜年的“队伍”有所减
少。但崔国玉认为，这份传统习俗不
能遗落。

他说，今年回家，感觉老家最大

的变化就是，土路变柏油路，街道更
加干净整洁了，去同学家串门，桌上
还留着小年祭灶用的芝麻糖，年味
儿十足。“我感觉，
传统文化近年来
也正在回归和复
苏，今年我会继续
坚持挨家挨户去
拜年，把这一凝聚
家族感情的传统
维系下去。”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沛

到饭店吃年夜饭是近年流行的“新
年俗”，但2019年则有了在家里吃年夜饭
的回归趋势。1月30日，记者走访发现，
今年餐饮企业提供的年夜饭价格一般在
800元到1200元，与往年相比，行情并无
大的波动。但不少既希望能在家享受团
圆又不想费心做饭的 80后、90后消费
者，则纷纷在网上订购半成品年夜饭。

今年的年夜饭又有哪些新变化？
早先，年夜饭去饭店吃成为“新年

俗”，不少人认为冲淡了年味。今年，市
民的年夜饭又有回归家庭的趋势。日
前，天猫发布的《中国人年夜饭消费报
告》显示，网购半成品年夜饭，已经成为
80后、90后年轻消费者的新选择。这
一新趋势也带动了天猫半成品菜销量

同比增长16倍。
“今年总算不用自己准备年夜饭

了，网购的半成品年夜饭有 17道菜，还
送了窗花、对联。”郑州市民郭女士告诉
记者。半成品年夜饭已经成为消费新
趋势，天猫平台仅在今年年货节期间就
已卖出80万道半成品菜。

天猫等平台公布的大数据显示，年
夜饭的口味也显示出地域之别。盛产
海鲜的东部沿海地区消费者喜爱在天
猫选购牛羊肉。比如，上海人买走了最
多的羊蝎子，浙江人买走了最多的牛腱
子肉，山东人偏爱买牛尾，福建人则喜
欢买羊排。包括河南在内的内陆地区
的人们更爱购买海鲜。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消费习惯也不
同。80后更重养生，蔬菜要新鲜的，水
果要进口的。90后更会享受，他们是车
厘子等高档水果的主力消费人群。而
00后则不买菜，主要购买的是水果、酸
奶和零食。③8

□本报记者 周晓荷

“ 中 环 杯 ”“ 希 望 杯 ”“ 华 赛
杯”……这些竞赛的名字，大多数中
小学家长并不陌生。但在教育部拟
确定的 2019年度面向中小学生开展
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中，却未能找到它
们的身影。

这份公示期截至 2 月 3 日的文
件，为包括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等31项竞赛确认了“合理”身份，广为
关注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竞赛则暂时

“凉凉”。文件一经发布，就在网络上
引发热烈讨论。网友和业内人士期
待，高质量、规范化的竞赛能让孩子摆
脱功利化教育，并得到全面发展。

学科类竞赛仅面向高中阶段

此次教育部公布的获得官方认
可的竞赛活动，是在组织资格审核和
专家评审的基础上拟确定的。竞赛
大致分属科技创新类、学科类和艺术
体育类三大类。科技创新类竞赛绝
大部分面向小学、初中和高中生；艺
术体育类竞赛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
各阶段；学科类竞赛则仅面向高中阶
段，这与教育部去年 9 月份明确的

“原则上不举办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
竞赛活动”要求基本一致。

依照教育部规定，这些竞赛应坚
持公益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
竞赛过程中，不得面向参赛者开展培
训，不得推销或变相推销资料、书籍、
商品等；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
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

取消“野鸡”竞赛为孩子减负

“近年来，各类竞赛名目繁多，其
中不乏程序不严谨、组织不规范、安
全级别低的竞赛。”河南省实验中学
竞赛办主任彭双仓说，这些竞赛干扰

了中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给家长、
学生带来了沉重的学习压力和经济
负担，教育部保留有质量的竞赛并推
动其免费化，打击“野鸡”竞赛，对整
治竞赛乱象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本报讯（记者 赵一帆）“我和我的
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
里，都流出一首赞歌。”为迎接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1月 29日和 30日，两场“我
和我的祖国”青春快闪活动分别在郑州
地铁紫荆山站内和郑州市龙子湖创意
岛激情上演。

1月 29日中午 3时许，郑州地铁紫
荆山站内，伴着阵阵雄浑激昂的鼓声，
一群舞者翩翩起舞，一场由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郑州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今日消费周刊社联合主
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拉开帷
幕。

不一会儿，现场便围满了观众，伴
着《我和我的祖国》旋律，清澈的童声从
站厅流淌出，一名小演唱者和几名老中
青演唱者依次从人群中走出。现场观
众也纷纷加入进来，与演唱者们一起大
合唱，将快闪活动推向高潮。在现场观
看的乘客冯女士说：“看到这样的活动，
我心里特别激动，祖国这个大家庭富强
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

1月 30日上午 10时整，另一场由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大河全媒体广
告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文化产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豫直播联合承办的“我
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在郑州市龙子湖
创意岛精彩上演。在“创意岛”大厦内，
悠扬的小提琴声缓缓响起，两名歌手深
情地唱起《我和我的祖国》，数十名女孩
伴随歌声翩翩起舞，不少正在办公的年
轻白领被现场气氛所感染，纷纷停下手
中的工作前来观看，跟随音乐共同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激昂的歌声、挥动的
国旗将现场渲染成了激情澎湃的红色
海洋。

据了解，此次快闪活动还通过大
河客户端、豫直播 APP 等平台及大河
报官方微博、豫直播微博、头条号等
第三方平台进行小屏直播，并在全郑
州市主干道上近 100块大河多媒体信
息港大屏上进行同步直播。许多市民

在等红灯的时间里被直播吸引，不少
市民纷纷掏出手机对大屏拍照、录
影。

作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献礼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活动之
一，两场快闪活动以青春时尚的方式，
展现了河南人民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
精神风貌，激发了为做新时代追梦人而
继续奋斗的决心。②23

快闪迎新春 赞歌贺华诞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

教育部公示31项中小学生全国竞赛名单，学
科类竞赛仅面向高中阶段引发网友热议

去功利化才能回归教育本真

大河报推出2019寒假新闻实践营活动

大学生直播家乡新变化
天猫半成品年夜饭销量同比增长16倍，今年市民年夜饭趋于回归家庭

80后、90后青睐半成品年夜饭

@迪尔曼曼：明确了哪些是不合

规的，避免家长盲目选择，值得点赞。

@雨巷丁香：从设置的比赛项目

看，更加注重对中小学生科技创新能

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路遥：现在很多培训机构都设

有竞赛班，不报怕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小升初自主招生时吃亏。只有竞

赛成绩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

可以落地，孩子们才算真正减负。

专家点评

80后：
蔬菜要新鲜的，水果要进口的

90后：
车厘子等高档水果的主力消费人群

00后：
主要购买的是水果、酸奶和零食

天猫等平台公布的大数据显示

●上海人买走了最多的羊蝎子

●浙江人买走了最多的牛腱子肉

●山东人喜欢买牛尾

●福建人喜欢买羊排

●河南等内陆地区人们偏爱买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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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在郑州市龙子湖创意岛上演。②23 陈崇 摄

1月 29日，“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在郑州地铁紫荆山站内上演。②2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森 摄

“基础教育要着眼于拓展孩子的
视野，寻找发现孩子的兴趣点。华赛、
奥赛等并不适合所有孩子，不要拿一
把尺子衡量他们；家长要结合孩子的
兴趣和特点，选报一些他们感兴趣、有
利于孩子终身发展的特长班。单纯对
标升学，一味地补习，是一种舍本逐末、
拔苗助长的错误竞争方式。”郑州市二
七区淮河东路小学校长杨帆说。

彭双仓建议家长理智看待竞
赛。“在高中生中普及规范化、基础性
的学科竞赛，对提升学生思维力和学
习力是有益处的，但选拔性的竞赛却
不适于所有人，被名校自主招生认可
的几个学科竞赛，旨在选拔出有学科
特长、学有余力、有超强意志力、又有
一定天赋的高精尖人才，学生要付出
很多努力。”他说，家长要去除功利
心，根据孩子自身特点选择适合他们
的个性化发展道路。③6

扫一扫看快闪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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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舆情暖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