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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还没开学，艺考生们就拼上了———

凌凌晨晨四四点点备备考考 只只为为场场上上3300秒秒

受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

托，定于2015年3月20日上午

10:00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楼

7号法庭(济南市经二路1号，从

东门进入)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被执行人泰

安高速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位于泰安市泰山青春创业开

发区，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泰土

国用(2011)第D-0440号，面积为

1197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

建筑物。参考价：915万元。

二、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

起至3月19日止，与我公司联系

标的的查看或自行到标的所在

地查看。

三、办理登记手续：有意竞

买者请于拍卖前将保证金100万

元汇至或交至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指定账户(账户名：山东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

齐鲁银行杆石桥支行，账号：

000000028004100000378)，持有效

证件及保证金收据于拍卖会前

联系拍卖公司办理完竞买相关

手续。

四、成交款交付：竞得者应

于2015年4月10日前，将拍卖成

交款全额打入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指定账户，逾期未足额缴

纳者将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未竞得者3日内退还保证

金(不计息)。

联系电话：0531-86982030

13406968187 刘女士

汇丰拍卖网址:

www.sdhfpaimai.com

监督电话：

0531-89257209

2015年3月2日

山东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本报泰安3月1日讯 (记者
白雪 ) 2月28日起，泰山学

院艺考考试开始，3月1日，山
东农业大学音乐学开考，来自
各地的考生前来考试，有的就
着冷风吃面包，大多艺考学生
从初六离家踏上艺考之路。

3月1日上午9：30，在音
乐楼前草地上坐着10多个艺
考生，“我们俩是双胞胎，刚
刚考完试”，来泰山学院参加
体育舞蹈专业考试的丁仟仟
和妹妹丁金金一起考试，丁金
金来不及卸妆，坐在考场前开
始吃面包、喝牛奶。她边吃饭
边说，“实在太饿了。”

她的姐姐丁仟仟考完较
早，卸完妆在一旁靠着妹妹休
息，看到记者拍照，丁仟仟很

兴奋：“要是上了报纸我们会
不会火？早知道我不卸妆了，
上报纸还能更好看点。”姐妹
俩笑成一团。

这对双胞胎姐妹今年18
岁，是肥城二中的学生，两人
身高都是175cm，从高中起开
始学习体育舞蹈专业。“我们
每天忙着各地跑，就为了考试
时那3 0秒，有时跳2 0多秒就
结束了，为了考大学我们才选
择跳舞，本来想学习模特，爸
妈都不同意，没想到艺考这么
不容易，这些天来还考过云南
师范大学和洛阳师范大学。”

丁金金说，不论去哪所学
校考试都得排队，每次考完试
去餐厅吃饭都没菜了，这些赶
考的日子感觉就是累和饿。

“泰山学院是现场出成绩，今
天打听了一下别人的成绩，大
多都是七八十分左右，和我俩
成绩都差不多，希望能如愿以
偿地考入大学。”

一位女生说，连续几日
每天早晨4点起来化妆，想以
最好的状态出现在评委老师
面前，有时考试也考运气，当
天的状态就决定跳舞时的姿
态，“刚刚评委老师要求考试
时不能鞠躬，而平时练习时
经常得演出前鞠一个演出后
鞠一个，考起试来就忘了评
委老师的要求，今天得分也
不是很满意。”刚说完，她拍
拍 和 同 伴 一 起 离 开 泰 山 学
院，“该去济南了，明天还有
一场考试。”

本报泰安3月1日讯(记者
白雪) 肥城艺考生钱思雨从正
月初六离家后到正月十一期间，
从没回过家，因为考点离家远，
她没让妈妈陪考一直和同学在
一起。妈妈尹青趁着女儿在泰安
考试，和爸爸赶来看女儿一眼。

“阿姨，您是钱思雨的妈妈
啊，我也想家了。”一位姓徐的女
生和尹青聊天，钱思雨此时还在
考试。这位女生说，“这几天离开
家真不习惯，给我妈打电话都哭
好几回了。”

尹青说，女儿已经考了四川
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洛阳
师范学院和阜阳师范学院，泰山
学院是考的第五所学校，“我虽

然没陪她一起考，但她每天在哪
去哪考试我都知道，我有点不放
心她，平时在家都是娇娃娃，哪
单独出过远门。”

尹青把在家做的面片分给
钱思雨的同伴们吃，考生看到有
家长来都感觉很亲切，围着她聊
天。

10点多，钱思雨考完试向妈
妈走来，“得穿着十厘米的高跟鞋
下叉，不让脱鞋，老担心把脚崴
了，分数已经出来了，考得还行。”

在钱思雨收拾东西间隙，爸
爸钱双林对尹青说，“看完了咱
走吧。”尹青挥挥手，“咱闺女这
还没上车呢，等她上了车咱们再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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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3月1日讯 (记者
白雪 实习生 肖凤元) 3

月1日，山东农业大学的艺术类
招生考试正式开始，山农2013
年新开设的录音专业计划招收
艺术文考生24人，艺术理考生6
人，发放合格证及录取时分科
类计算，不少学生看上了这个
特别的专业，却被笔试时的纯
乐理知识难倒。

1日，在山东农业大学，几
名考录音专业的学生刚刚结束
上午的笔试，谈着考试内容走
出考场，一位学生告诉记者，考
试科目分笔试、技能测试、视
唱，她的技能和视唱功底还可

以，刚刚考完的笔试很不适应。
“笔试包含乐理及音乐常识、和
声基础和歌曲写作，歌曲写作
得为指定歌词谱写单二部歌
曲，简谱或五线谱。要不是从小
学音乐，考这些知识还真是有
点难。”

一位女生说，笔试考试没
做完，题量太大，那些乐理知识
都太难了，辅导老师之前都没
讲过，没讲过的一概都不会做。

“我是从高中开始才学习音乐
的，很多知识临时学习不太好
掌握，还是得长期积累才行，这
次指定考砸了。”

几位参加音乐类面试的考

生说：“主试和副试题目，考试
前都充分准备过了，并没有太
出乎意料。”

随后，记者采访了一家艺
考培训机构，一位工作人员说：

“去年我们这里还收到了几个
录音专业的同学，今年一个也
没有，这个专业的要求比较高，
对‘临时抱佛脚’的考生来说着
实有点难。”

据了解，山东农业大学今
年录音艺术专业计划招收艺术
文考生24人，艺术理考生6人，
发放合格证及录取时分科类计
算，总成绩中笔试占45%，技能
测试占50%，视唱占5%。

本报泰安3月1日讯(记者
白雪) 因学校安排比较密集，为
了能节约时间，有些考生本是下
午考试，早在上午来到考点，但因
不能随到随考只能在一旁干等。

11点10分，记者在候考区见
到来自东营的刘萱，她早晨九点
便来到泰山学院考点，在候考室
前大厅内席地而坐，报考的是播
音主持专业。“赶考最大感触就
是等，报名得等，考试也得等。有
些学校现在采取随到随考的方
式，考生自然地被分流也不会太
挤，没必要非按照准考证安排的

时间到。艺考生考试很多，有些
因时间冲突就没法考了。”

一位家长帮孩子报完名后，
在考场示意图指示下提前看考
场，“我们孩子的同学家长都分
头行动，别的家长陪我家孩子考
试，我帮别人孩子报名，现在我
提前帮他们看下考场位置，省得
他们到时找不到。”

“要是能随到随考确实能解
决很大问题，有的学校时间冲
突，要是能早一天能考试孩子就
多了一个上大学的机会。”这位
来自潍坊的家长说。

跟爸妈说几句话
女儿考完忙赶车

什么时候才能
随到随考

报报考考录录音音专专业业““闯闯关关””
不不懂懂乐乐理理知知识识卡卡壳壳

等待考试的艺考生很疲惫。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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