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
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
过法治建设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自由平
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

为贯彻落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切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乐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
区二中队侧重办案环节，改进工作作风，发挥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近期连续查获了城区两起交通事
故逃逸案件。

4月10日20时许，在乐平人民路禧香悦大酒店门
口发生一起交通逃逸事故，一辆二轮电动车碰撞一名
行人后逃逸，行人石某荣经诊断为股骨颈骨折需手术
治疗，前期医疗费需5万余元。

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驾车赶往事发现场,对现场
进行勘查，并对现场周边进行走访。经勘查，现场没
有任何遗留物，地面上也无刮碰痕迹，现场目击证人
只能依稀辨认出肇事车是一辆二轮电动车，且不清楚
车牌号码，不清楚肇事车的行驶方向，破案线索非常
有限。

为尽快破案，该中队成立了专案组，调取了案发
时间段沿途天网监控及有关卡口视频资料。根据仅有
的这个线索，办案民警比对了大量的有关视频图片资
料。通过分析排查，办案人员初步确定了一辆嫌疑车

辆，该车在案发的时间正好经过事发路段，但调查后
发现该车无任何损毁以及维修的痕迹，基本可以排
除。专案民警重新确定侦查方向，再次来到案发地进
行侦查实验，结合夜间行车路面较为畅通的特点，确
定了肇事车从民电路红绿灯经过。经调取民电路红绿
灯监控，将时间段提前，再一张张比对经过卡口的车
辆照片。经过十天十夜的连续作战，4月20日，办案
民警终于锁定了肇事车辆，是一辆牌号为乐平9XXXX
的灰色二轮电动车。随后，民警又通过监控视频对该
车当晚行驶轨迹进行了追踪。4月22日晚，办案民警
排查至人民路一家做铝合金的商铺时，成功抓获了嫌
疑人王某，并查获了王某家中的肇事二轮电动车。

嫌疑人王某到案后，对自己4月10日晚驾驶牌号
为乐平9XXXX灰色两轮电动车撞人后逃逸的行为供认
不讳。案发后，王某未采取任何措施，直接驾车离开
现场，向东湖公园方向逃逸，后将车辆放置朋友家
中，并且事后将车辆牌照卸下藏于车内。王某表示会
积极支付伤者的医疗费，并配合交警部门对伤者进行
民事赔偿，此案正进一步办理中。

4月14日9时20分许，在乐平大道好又多超市门
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三轮电动车碰撞一名行
人。肇事车在事发后离开了现场，没有任何联系方
式，伤者陶某来被医院诊断为锁骨骨折需手术治疗，
前期医疗费需三万余元。

接警后，该中队值班民警立即与报警人取得联
系，报警人系伤者家属，起初对交通事故形态、事故
的时间、事故地点、被什么车撞的均不清楚。通过询问
受害者陶某来本人，并让陶某来到案发地点指认，再通
过进一步的摸查，终于确定了案发地段和准确时间，初
步确定伤者是被一辆三轮电动车撞倒而受伤的。

为尽快破案，办案民警分别调取案发时间段案发
地沿途天网监控及有关卡口视频资料。通过视频追
踪，最终发现该三轮车是从大地豪城小区出来的。4
月20日早上，办案民警在大地豪城小区蹲守了两个
多小时，发现了三轮车驾驶人，并在小区楼下将嫌疑
车辆查获。

嫌疑人吴某到案后，对自己于4月14日驾驶三轮
电动车撞人事件如实供述。据吴某陈述，其于当天驾
驶三轮电动车从大地豪城小区来往东湖一号小区玩，
行至乐平大道好又多超市门口时，不料正好撞上一名
横穿马路的老人，当时将受害者扶起来之后，和伤者
沟通了一下，双方都以为无大碍，故双方都离开了现
场。吴某表态会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工作，支付其该赔
偿的相关费用。

乐平交警连续查获两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余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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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小长假是外出旅游的好时
光，我市各旅游景区认真做好防控优先，
健康出游工作，提倡每位旅游消费者要从
自身做起，遵守法规，恪守公德，讲究礼
仪，爱护环境，文明游览。在古窑民俗博
览区游客服务中心大厅内，游客有序排队
购票。景德镇学院志愿者在景区内为游
客提供咨询服务，并提醒游客在人群密集
区域戴好口罩。在景区入口处，进行体温
检测后，游客们有序进入景区游玩，享着
欢乐假期时光。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

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

第一百八十一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
承担民事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八十二条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
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

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
民事责任。

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
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
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
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

第一百八十四条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
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八十五条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

（来源：“学习强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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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记者在国家
森林公园里看到，游客在草坪内
铺上塑料布，一些塑料袋却被风
吹起，落在不远处的草坪上，却
没人去捡 （图 1）。在市人民广
场，成群结队的游客购买彩票刮
奖后，将大量废弃的奖票随手扔
在地上，给保洁人员增加了很大
的工作量（图2）。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法律援助志愿者走进社区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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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街社区关爱“三无”人员

小 区 里 的 “ 热 心 肠 ”
杨卓睿 本报记者 甘牧

文 明 旅 游

“他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有空的时候，经常帮
助小区里的居民。小区要换路灯或是需要打扫卫生
了，他都很乐意去做。”提起自己所住小区的居民甘
桂明，珠山区太白园街道西瓜洲社区太白花苑小区居
民蒋阳春赞不绝口。

今年49岁的甘桂明是外地人。2000年，他与妻
子甘华英从都昌老家带着孩子来到景德镇创业。这些
年来，他干过泥工，做过木匠，后来和妻子在市里开
了一家做木框的小作坊。

“有困难，找老甘。”这是住在太白花苑的居民经

常说的话。甘桂明平时爱钻研电工知识，心灵手巧，
技术精湛。平时邻居谁家电灯不亮了或者家用电器出
点小毛病，都请他修理。只要一个电话，甘桂明就会
登门帮助修理，及时排除故障，不收分文。如果缺点
小零件，他还会上街去买，连垫付的钱也不收。

2019年冬天，甘桂明和一位邻居家的水表都因寒
冷而冻裂了，但这位邻居因忙着店里的工作走不开，
便托甘桂明帮忙找人修理。维修工赶到后，甘桂明又
帮着他打下手，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才把两家的水表更
换完毕。

甘桂明还积极参与小区的公益活动。义务清扫楼
道，帮忙照顾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小区里的好人
好事都少不了他。

“我靠着自己辛勤的劳动才有了这一切。能够为
大家做点什么，我的心里就高兴了。”提起自己帮助
别人的初衷时，甘桂明如是说。

本报讯 （记者 张伊） 日前，由市司法局牵
头，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
同组织参与的“学党史 庆五一 讲奉献”法律援助
志愿者主题实践活动在珠山区石狮埠街道五龙山社
区展开。

活动中，法律援助工作者为50余位社区居民
解答法律问题，宣传普及《民典法》并针对大家比
较感兴趣的婚姻家庭、霸王条款、劳动合同、违章
建筑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展开宣传，同时对法律援助
范围、申请条件及流程等内容进行详细解释。参与
活动的社区居民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学习了很多
法律知识，提高了法律意识，更会运用法律来保护
自己的权益。

法律援助志愿者通过开展活动，帮助社区居民
学习法律法规，引导社区居民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决
问题，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学法、知法、懂法、
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同时提高了法律援助的知
晓率，为推进社区和谐稳定奠定了良好的法制基
础，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法制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陈婷）近段时间以来，珠山区昌江街道
瓷器街社区秉承着为群众办实事的宗旨，关爱辖区弱
势群体，不断将温暖传递到他们身边。

该社区居民沈来喜，67岁，“三无”人员，老人生
活以乞讨为生，无经济来源，无住房，基本生活无人
照料。社区工作人员在得知基本情况后，带其补办户
口本、身份证、银行卡，申请特困人员、“三无”人员
补助，并联系护理院，保障老人基本生活。

“五一”期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一
行，带上基本生活用品，前往浮梁恩源颐养护理院，
探望老人，询问其在护理院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当志
愿者准备离开的时候，老人激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
的关心，社区就是我的家。”

世界那么大，都想去看看。
目下正值春夏之交出游旺季，受
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防控、高速公
路小客车免费通行等众多利好因
素影响，刚刚过去的“五一”长
假成为很多人出行的最好时机。

安全文明是“五一”出游的
必答题。文明出行不仅是文明社
会的一面镜子，也是美好生活的
题中之意。然而，假期中总有些
游客患上“文明遗忘症”，在旅途
中肆意“放飞”自我，以至于加
塞抢座、毁坏文物、摇树采花、
攀爬景物等不文明行为频现，不
仅拉低了社会文明程度，也给原
本快乐的旅行徒增了烦恼。

文明旅游建设是个系统工
程，涵养旅游文明更需多方发
力。一方面，景区应严格实行

“预约制”。坚持综合分析，提前
设置游客的承载量，完善风险防
控应急预案，大力推行“扫码入
园”“云预约”“刷脸入园”等措
施，完善志愿服务站点、公共厕
所等设施建设，加强景区疏导和
安全隐患排查，避免过多人群集
中，确保旅游环境安全。另一方
面，建立全网“文明黑名单”“游
人信用管理”等平台，实施信用
约束、联合惩戒等举措，限制不
文明游客的出入，用强硬的措施
与严格的制度，让不良旅游者

“无处可逃”“寸步难行”。最后，
唤醒游人的文明自觉也很重要。
应加大防疫知识、文明常识的宣
传力度，引导旅游者及时了解疫
情动态，做好安全防护准备和行
程规划，避免侥幸心理，自觉做
到戴口罩、出示健康码、不扎堆
聚集，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游兴再浓，都应绷紧安全、
文明之弦。人们对待出游的态
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检验社会
文明和健康素养高低的试金石。
愿每位旅人都能将文明和涵养装
进背囊，在领略山水人文之美的
同时，自觉做文明旅游的践行
者、做自身安全健康的守护者，
让“文明出游”成为旅途中最靓
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