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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来自陕西的大学生用奖学金“凑”
了 3000余元，为 60名留守儿童拍照，并准
备将照片寄给孩子们在外打工的父母。
10日，活动组织者告诉记者，之所以选
择拍照的方式，是因为了解到当地没有
照相馆，想在新年之际以照片的形式记
录下孩子们童真的笑脸，并利用书信让
孩子们与在外的父母保持沟通。

借“书信”形式传递对父母的思念
1 月 7 日，来自陕西西安培华学院的

8 名大学生前往临渭区桥南镇留守儿童
服务中心，为该中心的孩子们送去了乐
高积木、学习用品等新年礼物，还租赁打
印相纸、拍摄设备为每一名儿童拍摄写
真照片，并将照片连带孩子们写的“家
书”一同寄给在外打工的父母，借“书信”
形式传递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是由该学院
会计与金融学院大三学生贾博涛和网络
与新媒体专业大二学生腊林涛发起的。

“ 我 第 一 次 了 解 和 看 望 留 守 儿 童 是 在
2014 年，当时去的就是桥南镇留守儿童
服务中心，一直惦记着这些孩子。”作为
活动的发起者之一，贾博涛在渭南上高
中时曾去看望服务中心的留守儿童，此
后每年都会去一两次和孩子们聊天，不
少小朋友还记得他。

2019 年 12 月底，两个大男孩便开始
着手联系桥南镇留守儿童服务中心。1
月 10日，该中心负责人张芳玲告诉记者，
他们先是向中心了解小朋友缺些什么，
张芳玲便向两名大学生建议，大学生亲
和力比较强，可以自主设计活动和孩子
交流互动，由于大学生还未自主赚钱，张
芳玲建议不必花太多钱购买礼物。

“了解到当地没有照相馆，并且马上
要过新年了，我们想以照片的形式记录
下他们童真的笑脸，利用书信来保持与
家人的沟通。”腊林涛告诉记者。

3000余元租设备给孩子们拍照
腊林涛告诉记者，“我和贾博涛的奖

学金加起来 3000余元，感觉够了。”1月 3
日，贾博涛与腊林涛开始在朋友圈发布
志愿者招聘信息，召集更多的大学生参

与此次公益活动，最终又有 6名志愿者报
名加入了队伍。

1月 7日 5时，8名大学生从西安火车
站出发。“其中有一名叫史珂的同学，家
住咸阳，因为担心与大部队时间错开，连
夜 从 咸 阳 坐 车 到 西 安 ，与 我 们 一 起 出
发。”腊林涛介绍，下火车后他们带着提
前购置齐全的信封、邮票以及益智乐高
玩具、卡通暖水袋、保暖手套等礼物前往
桥南镇留守儿童服务中心。“为了给孩子
们拍摄照片，我们还带上了租赁的照相
机、绿布等拍摄设备。”

张芳玲回忆，当时，服务中心里一二
年级的小朋友正在考试，8 名大学生 1 月
7 日 9 时左右到达后，先给三四年级的小
朋友教授书信的正确格式，等考试结束
后才开始给一二年级的孩子拍摄照片，
同时有一名大学生在一旁对所拍的写真
照片进行后期处理。

号召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
由于后期处理图片需要时间，所以

志愿者们没能在当天将 60名留守儿童的
照片打印出来。贾博涛表示，如果直接
给小朋友一张张照片的话，担心相片易
丢失且无法保存很长时间，所以目前大
家正在赶制相册集，预备将 60 名儿童的
照片设计成一个个相框粘贴在相册集
中，预计一周内可将相册集寄往留守儿
童服务中心。

张芳玲介绍，活动结束后，不少小朋
友告诉她“哥哥姐姐拍的照片好漂亮”，
问她照片什么时候寄过来，哥哥姐姐们
什么时候再来。张芳玲说：“这类活动很
有意义，大学生来给孩子拍照片，记录小
朋友的成长历程，孩子将来看到照片也
能回忆童年，有更多感悟和美好纪念。”

腊林涛介绍，团队还计划将这期献
爱心活动做成一系列公益活动，“我们打
算下学期开学之后进行第二期公益活
动，再带上第一期的拍摄花絮和照片。
我们想让更多的好心人、社会人士关注
留守儿童，号召更多大学生加入进来，把
队伍不断扩大。”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临近春节，年夜饭也进入预订高峰。
网络平台上，很多商户已经在店铺名称里
加入关键词“年夜饭预订”，在商户介绍中
也开始推广年夜饭。然而，消费者需要注
意的是，年夜饭预订花样多，“套路”也不
少，比如虚假宣传、只有套餐、定金不退，
由此引发的消费投诉正在升温。

消费者预订年夜饭遇困扰
马上要到春节了，消费者陈先生一个

多月前就已经在北京一家中高端品牌中餐
馆订好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定制年夜饭是
陈先生一家人连续八年来春节的必选项
目。

不过，陈先生说，虽然在餐厅吃年夜饭
比较省心，但今年北京各大餐厅推出的“按
人数套餐制”让他很不爽。另外，餐厅要求
食客必须签订餐合同，看起来非常正规，实
际却让消费者感到不公平。

部分商家规定年夜饭必须是套餐
早在 2014 年 11 月，商务部、国家发改

委 联 合 颁 布《餐 饮 业 经 营 管 理 办 法（试
行）》，明确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
低消费”。但最近两年，年夜饭却兴起了

“新套路”——国家不允许设置最低消费，
就改成“套餐制”，例如只提供 280元一位、
380 元一位、580 元一位的套餐，或者干脆
设置一桌数千元的套餐，不能单点。

记者随机在美食点评 APP 上搜索，很
多接受预订年夜饭的餐厅都要求消费者按
人数购买定额套餐。比如，北京一家叫冶
春的餐厅规定 6个人必须购买 2188元的套
餐，12 个人必须购买 4188 元的套餐，还要
多加 10%的服务费。

一家叫那家山城的餐厅也按照人数规
定了套餐价格。工作人员表示，在除夕当
天消费，只能预订套餐，并且需要在预订时

就缴纳全款。
订金？定金？傻傻分不清……

还有很多餐厅会在消费者预订年夜饭
时收取一笔定金，且声明定金不退。但由
于预订年夜饭大都要提前一段时间，消费
者很可能会临时改变行程，如果不退定
金，消费者就只能吃“哑巴亏”。因此，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在与餐厅签订书面合
同时，应注明预付款项是“定金”还是

“订金”。
“定金”与“订金”，看似相同，其背后的

含义和法律责任却不同。“定金”有担保的
作用，且不能超过总价款的 20%。如果商
家违约，会承担向消费者支付双倍“定金”
的违约责任；如果消费者违约，商家就不会
返还“定金”。而“订金”具有预付款性质，
但它不具备“定金”所具有的担保性质，无
论商家或者消费者违约，可按照双方事先

的约定去执行。消费者在付款前一定要参
考行程安排，谨慎选择。

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
针对年夜饭，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

费提示，建议消费者：
1. 预订年夜饭或在外就餐，应选择卫

生健康部门评定的卫生安全等级 B级以上
餐饮企业。

2. 最好对餐饮场所实地考察，签订书
面合同，明确消费细节，对菜品名称和实际
内容要做到心中有数。

3.在合同中应注明预付款项是“定金”
还是“订金”。

4. 保留购物凭证，确保维权有据。消
费者一定要索要并妥善保存消费发票、定
（订）金单据等凭证，这是发生消费纠纷后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证据。

据新华网报道

近日湖南长沙芙蓉区人民法院启用
“电子封条”查处一处涉案房产，这也是
全国范围内首次使用“电子封条”。以往
法院查封财产都是使用纸质封条，不但
容易脱落，而且被撕毁后，执法部门取
证也十分困难。而“电子封条”不仅更加
醒目，还自带警报功能。

10 日，记者从芙蓉区人民法院了解
到，1 月 8 日上午，法院首次启用“电子封
条”查封一套涉案房产。2011 年 12 月，曹
女士购买了曙光家园小区 3 栋一套商品
房，以该房为抵押，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签订借款合同，贷款
28 万元，还款期限 20 年。但从 2016 年 9
月起，曹女士还款开始出现逾期。2017年
7月 31日，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银行与被
告曹女士、长沙市广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曹女士多次承诺还钱，可一次也没兑
现。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个月
前，法院在曹女士家门口张贴了公告，通
知其尽快搬离，但曹女士却声称并不知
情。1 月 8 日，执法人员将这对夫妇带离
现场后，技术人员仅用了 5 分钟就将“电
子封条”牢固地安装在曹女士家的防盗门
上。如果曹女士仍然不自觉履行判决义
务，法院下一步将依法对该房屋进行评估
拍卖。

据芙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李
丁介绍，“电子封条”全称叫“智能电子封
条监控系统”。相比传统的纸质封条而

言，“电子封条”优势明显：一是特别醒
目。“电子封条”呈长方形，覆盖面积近两
平方米，上面的“封”“法院查封”“严禁
破坏”字样字体超大，警示作用震撼。
在“电子封条”上，还有一个二维码，
被执行人通过手机扫描，可以详细了解
房屋被查封的原因以及解封方法，让被
执行人充分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二
是有警报功能。任何人走近或触碰，“电
子封条”都会自动摄影摄像，将信号传
送到执行法官的手机终端，使执行法官
第一时间知悉查封有被破坏的可能，从而
能够及时应对、更加精准有效地打击失信
和违法行为。

李丁介绍，“电子封条”也并不是坚不
可破，其仍然存在被破坏的风险，但是其
同步摄像拍照功能会将破坏电子封条的
人员及其行为进行固定，以便法院进一步
对相关违法人员进行处罚。

李丁表示，“电子封条”主要适用于房
产的查封，只要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对被
执行人房产进行查封，就可以采用“电子
封条”的方式。接下来，芙蓉区人民法院
将根据案件的特点，对一些拒不配合法院
执行的被执行人的房产考虑使用“电子封
条”的查封方式。

采用“电子封条”会产生一些费用，根
据法律规定，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执行
费用应由被执行人承担，因此这笔费用是
由被执行人承担。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预订年夜饭小心这些套路

大学生用奖学金
给留守儿童拍照

法院启用电子封条
惩治老赖又添神器

1 月 11 日，河北省阜城县书法家协会会员在冯塔头村文化广场书写廉政春
联。

春节临近，为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河北省阜城县纪委监委开展廉
政宣传教育，组织阜城县书法家协会会员走进乡村，书写廉政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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