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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评

图 说

2 月 19 日下午，珠山区
太白园街道西瓜洲社区组织
社区干部集中观看了第七届
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视频展
播，并组织志愿者张贴宣传
海报，在居民群和朋友圈转
发相关视频和链接，在辖区
广泛发动宣传，大力弘扬社
会正能量和模范精神，积极
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生活环
境。

（查先兰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章 非法人组织

第一百零二条 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
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
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
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

第一百零三条 非法人组织应当依照法律的规
定登记。设立非法人组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
有关机关批准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零四条 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

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法律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零五条 非法人组织可以确定一人或者
数人代表该组织从事民事活动。

第一百零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非法人组织
解散：

（一）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
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出资人或者设立人决定解散；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零七条 非法人组织解散的，应当依法进

行清算。
第一百零八条 非法人组织除适用本章规定外，

参照适用本编第三章第一节的有关规定。
（来源：“学习强国”平台）

法 治 课 堂

梁

正

今年春节假期期间，笔者
乘坐公交车外出，在公交车上
目睹了一幕幕善举，让人特别
感动。一名乘客上车时忘记戴
口罩，旁边的一位乘客连忙从
挎包里拿出一只口罩给他；一
位怀孕的妇女上车后，车上已
没空座位，两位学生不约而同
地站起来给她让座；一位晕车
的乘客上车后要呕吐，一位乘
客从包里拿出方便袋给他……

这些乘客的善举，看似不
大，但着实动人。小事、细节
中的大爱，就发生在我们身
边，更真实可感。其实，生活
里的善举，少有轰轰烈烈，大
多数体现在小事之上，彰显于
平凡之中。古语说，勿以善小
而不为。对于每一份小善，我
们都要尽力为之。

对自己而言，行小善并不
难。举手投足间，既不会消耗
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会造
成什么损失。帮老人拎重物、
给孕妇让座、为陌生人指路
……每一件都简单易行，都能
在帮助他人的同时，留下赠人
玫瑰后的满手余香，何乐而不
为？对他人而言，己之小善，
彼之大善。有时候我们的举手
之劳，对别人却是莫大的帮
助。正如，在公交车上给没零
钱的人换上零钱，给忘记戴口
罩的人送上口罩，为有困难的
乘客留个心、搭把手，能让他
们原本困难的出行变得轻松。
再如，我们很多人都曾参加过
公益活动，给贫困地区群众捐
衣捐物。别轻易忽视细小的善
举和爱心，这些点点滴滴落在
他人心头，就能汇成大爱。对
社会而言，积攒小善，可成大
爱。助人的热情、善举，是社
会良性运转的润滑油、粘合
剂。如果每个人都能突破小我，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助人解困，就能传播善念，鼓励善行。今天
的受助者，就是明天的助人者。这样交互起来，
社会风气就会淳厚、和谐。行善的正气越聚越
多，也有利于筑牢社会运行的基座，即使风雨来
袭，也能安稳如山，更好地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为善不该分大小，点滴小善汇成大爱。让我
们从现在开始，从小事做起。

让

小

善

汇

成

大

爱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在太白园街道西瓜洲社区
就有这么一个孝老爱亲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揭和平，今年60岁，是二建的一
名退休工人。在单位，揭和平是一位无私奉献、乐于助
人、爱岗敬业的好员工，在家里，他更是一位恩爱亲人、
孝敬老人的好榜样。他在平凡的生活中演绎着点点滴
滴的亲情故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孝老

爱亲”。
揭和平的父母都是80多岁的高龄老人了。说到

高龄，揭和平的父亲——揭国华老人，脸上写满了幸福
和感激，他经常一脸自豪地说，能活到这个年纪，多亏
了他们家的和平，他这条命，是儿子为他保住的。为了
能让老人安度晚年，揭和平精心照顾老人的饮食起
居。平时在家里，除了扛下买菜、洗衣、做饭等家务活，
他还经常陪老人看电视、串门儿、聊天。老人年纪大
了，经常有个头疼脑热的，这个时候，他总会及时领着
父亲上医院看医生，挂号、取药……忙个不停。一次，
揭国华身患重病住院治疗，生活不能自理，揭和平与家
人寸步不离、通宵达旦地守护在父亲的病床前，煎药喂

药、洗脸洗脚、擦洗身子，无微不至地照料着老人。近
年来父亲经常生病住院，他总是彻夜守候在老人身边，
从不说半句怨言。

几年前，揭和平的母亲髋关节做了手术，患上了帕
金森症，手术失败后只能坐在轮椅上。加上父亲本身
又患有肺结核，需要人24小时看护，而母亲年事已高，
其他儿女又不在身边，为了更好地护理父母，揭和平干
脆搬到了父母家中。他每天耐心地帮父母擦洗、按摩、
翻身，还经常用轮椅推着母亲到外面晒太阳、看热闹，
呼吸新鲜空气……这一照顾便是九百多个日日夜夜，
直到老人去世。谁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周围的人都
说，揭和平是父母病床前最孝顺的亲儿子呢！

用 孝 心 感 动 天 地
朱 圆

景德镇“美景、厚德、镇生活”内涵博大精深。景德
镇市是世界瓷都、中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国务院首批
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和国家甲类对外开放
地区。民国时期曾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并
称全国四大名镇。兹将景德镇“美景、厚德、镇生活”内
涵摭谈如下：

景德镇的“景”，即“美景”。“美景”就是风景、景致，
是看得见的硬实力。景德镇的“美景”可谓“景象万千”。
景德镇以“世界瓷都，千年名镇”闻名于世，531个旅游
资源点中历史遗产和建筑与设施就达364个，种类繁
多、等级较高，体现出景德镇旅游资源“景象万千”的特
点。景德镇厚重的陶瓷文化资源、良好的自然生态环
境、悠久的人文古迹资源以及赣浙皖三省交界和周边
知名旅游目的地几何交通中心的区位优势等“景象万
千”的旅游资源，是景德镇最美的风景，看得见的硬实
力。

景德镇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传承创新，与“景象万
千”的自然环境交相辉映。景德镇历来注重兼收并蓄、
传承创新，生生不息的窑火铸就了千年古镇文明。就以
景德镇辉煌的陶瓷文化来说，“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
走”体现的是景德镇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注重的是在
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不断创造、不断革新、不断提升，从
而打造出了景德镇陶瓷文化百花齐放、群芳争艳的万
千景象。

而发展到当代，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更是百家争鸣，
新技术、新作品、新种类层出不穷，无论是青花、玲珑还
是颜色釉、粉彩，无不散发着百花齐放的迷人芬芳。乘
改革开放的春风，国内外各主要产瓷区的陶瓷品牌企
业汇聚景德镇，外来的陶瓷新技术和管理模式与景德
镇传统陶瓷技艺融会贯通，创造出了更加灿烂辉煌的
陶瓷文化。

景德镇的“德”，即“厚德”。“厚德”就是精神、品格，
是看不见但能感受得到的软实力。景德镇的“厚德”可
谓“德广无垠”。景德镇“德广无垠”的“厚德”精神、品
格，三贤湖宛若明镜可见。“三贤”是宋代大诗人苏东
坡、著名高僧佛印和诗人黄庭坚。

苏东坡、黄庭坚、佛印三人往来密切情谊笃厚，经
常在一起吟诗作赋，谈经论道，史称北宋“三贤”，曾因
三贤士月夜泛舟昌江，让昌江边上的一泓湖水沾了灵
气，“三贤湖”便成为文人墨客唱不完写不尽的经典。

瓷器是景德镇人民勤劳智慧、生生不息、开拓奋斗
精神的象征。早在东晋时期，景德镇称作新平镇，这里
青石坡路小桥流水雾霭青山，有江南福地的秀美与富
饶，丰富的瓷土窑柴，兴盛的商业贸易，便利的水陆运
输，成就了景德镇瓷业的繁荣与发展。

高岭村位于景德镇东郊，最为上等的制瓷原料高
岭土便产自这里。公元1869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
芬，把高领土音译成“Kaolin”，一个新的英文单词诞生

了。自从有了高岭土，陶瓷的质量工艺都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高岭村成为人们心目中瓷的故乡。

1000多年前，宋真宗对这里生产的瓷器爱不释手，
就干脆把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了这座小镇，这在古
代中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元代忽必烈在此设浮梁瓷
局，是元王朝在景德镇设立的全国唯一一所为皇室服
务的瓷局。

明代洪武至清代宣统近600年间，历代帝王都在
此设立御窑厂。景德镇成为享誉世界的瓷都，全世界制
瓷人的朝圣之地，这座东方的小镇被西方人称之为

“china”，中国瓷器成为全世界财富的象征，各国的皇
宫贵族视若珍宝竞相收藏。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景德镇之瓷，“共计
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克成器”。分工明细，将每道工
序都做到极致，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需经数年数十年
的历练才能达到。景德镇人世世代代以手艺为荣，千年
守望，生生不息，正是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
的独特记忆，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
瓷都精神！

景德镇“厚德”即德广无垠。景德镇的厚德精神主
要体现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培育了瓷都人民
坦荡的胸怀和谦逊有礼的品质。“器成天下走”就是厚
德载物的真实写照，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已有两千余年，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自古所产的瓷器不仅供
国内和皇族使用，同时在三四百年之前，景德镇的瓷器
开始大量出口，成了“中国名片”。

正是景德镇瓷器的走向世界，让更多人认识了景
德镇、记住了景德镇，“China”也就成了中国的英译名，
而在这个过程中无私的景德镇人不仅将大量精美的陶
瓷制品出口到了国外，而且也把高超制瓷工艺传向了
世界，让世界人民共享陶瓷工艺和陶瓷艺术。

景德镇的“镇”，即“镇生活”。“镇生活”就是艺术的
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景德镇的“镇生活”可谓“镇动
世界”。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的清代镇窑就是景德镇

“镇动世界”的历史见证。
古窑民俗博览区是景德镇清代蛋形窑的唯一遗

存。2009年重新修复镇窑窑炉，同年10月份瓷博会期
间成功复烧，荣获“世界上最大的柴烧瓷窑”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除清代镇窑外，古窑民俗博览区用从近及
远、寻根溯源的方法，2010年—2012年逐年复建并复烧

了历代典型瓷窑，包括明代葫芦窑、元代馒头窑和宋代
龙窑，2013年—2014年复建复烧景德镇明清御窑六式
窑（青窑、龙缸窑、风火窑、色窑、爁熿窑和匣窑）。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专题拍摄了
纪录片。古窑民俗博览区清代制瓷作坊群和镇窑窑房，
聚集了200多名老艺人进行传统制瓷生产，其传统制
瓷工艺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赞叹：“景德镇
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城市。”日本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
《陶瓷之路》一书中，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
路”。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雷在《青花瓷的故事》里
感慨：16世纪的景德镇瓷，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
球化的浪潮。“出身不凡”的景德镇，注定是要“镇动世
界”的。一个景德镇，半部陶瓷史。翻开《陶记》《陶说》
《陶歌》等一篇篇经典，你会领略陶玉、霍仲初、何召一
等先贤大师们的风采，感受陶瓷梦幻般的魅力。

徜徉在“不舍昼夜”的昌江河畔，能联想到“陶
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的盛世景象；嗅一
嗅高岭土的泥香，抿一口昌江水的甘甜，不能不惊诧
这古老的智慧：水和土的物理反应，经过火的考验，
犹如凤凰涅槃一般，诞生了中国瓷器这个伟大发明。

千年景德镇窑火不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2000
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瓷器
造就了一个城市，成就了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的荣
耀。景德镇窑火焙烧出的稀世珍品，是中国奉献给世
界的公共文化产品，更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精彩
贡献。

世界了解中国，很多是从景德镇的瓷器开始的。
瓷器作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符号和
载体，承载了许多的责任和荣光。历史不能假设，但可
以肯定：没有瓷器，世界将失去很多精彩；没有景德镇，
世界将失去更多精彩。景德镇开创了历史，也镇动了
世界。

景德镇“镇生活”就是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
化。景德镇陶瓷历经千年，融通天下，它是江西走出中
国、走向世界，世界感知中国、感知江西的绝佳媒介。
如何“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
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千年古镇景德镇，正奋力走出
一条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价值、新时代特征、景德镇特
点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新路子。

摭谈景德镇“美景、厚德、镇生活”内涵
关浩峰

本报浮梁讯 （鲍建琴）近日，浮梁公路分局组织全
体干部职工参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知识测试。

为更好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该局精心挑
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知应会知识点，制成试卷，组
织干部职工参加测试。

通过测试，进一步深化了对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重大意义、方针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带动了干部职
工学习市域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知识热潮，推动了应知应
会知识点入脑入心，达到“以考促学”的目的，为推动
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浮梁公路分局
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知识测试

本报讯 （李梦婕）为提高群众金融知识水平、风险
识别能力和依法维权意识，从源头上有效遏制非法集资
案件的发生，日前，珠山区昌江街道桂花弄社区积极开
展各项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该社区文明实践志愿者们向过往群众发
放宣传资料、宣传物品，宣讲防范非法集资的相关知
识。同时，志愿者们还积极引导群众要提高依法维权意
识，并详细地回答群众提出的相关问题。

此次宣传活动的开展，受到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
评，不仅增强了居民风险意识和辨别能力，而且为维护
社会和谐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桂花弄社区
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本报讯 （游迪）日前，珠山区昌江街道瓷器街社区
主任接到通知，辖区居民沈某沿街乞讨被救助站工作人
员发现收留。社区干部立即联系区民政部门、街道，协
商之后把他安置在洪源恩源养老院。

春节期间，社区干部得知沈某身体状况欠佳、大小
便失禁，立即帮其购买棉衣棉被、纸尿裤等生活必需
品，并在交谈中劝导他要积极乐观地面对今后的生活，
有困难及时通知社区。流浪乞讨人员是个特殊的群体，
瓷器街社区始终牢固树立依法救助理念，坚持关爱式服
务，让受助人员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关爱。

瓷器街社区
救助辖区乞讨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