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高新区梧桐大道吴家墩段，发生了一
件城管救助受伤车主的感人故事。

当天早上7时许，一辆白色轿车在梧桐大道自北
向南行驶过程中不慎撞上交通护栏冲到对向车道。
交通护栏被撞得支离破碎，3根护栏钢管穿透车身，
所幸车上只有车主一人，且并无大碍，只是受了点
轻伤。

这一切恰好被正在值早班巡查途经此地的高新
区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吴拴柱、胡炆杰、王祺凯发

现。吴拴柱等 3 名城管执法人员立即上前查看情
况，迅速打开车门，将穿透车身的护栏钢管取出，
合力将受伤车主扶出车外。在等待事故科民警过程
中，3名城管执法人员立即维护交通秩序，指挥过
往车辆通行，防止发生交通堵塞。同时将破损的交
通护栏清理到路边，方便过往车辆通行。吴拴柱还
找来创可贴，对车主受伤流血的手指进行包扎。他
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直到事故科民警赶到现场处
理。在事故科民警处理完毕后，3名城管执法人员

又继续清理事故后遗留在路面上的残骸，清理完毕
后才离开现场继续开展路面巡查工作。

高新城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了城管部门执
法为民、奉献社会的服务宗旨，这也是该局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体现。

城管巡查途中救助受伤车主
特约通讯员 胡雁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友善是人们和睦相处的
一种道德行为，是人们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
助，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

“后备箱全部掏空、装满，看看能装多少。”
“还有那台车，也放20箱！”日前，在昌江区鲇鱼山
镇慈义村扶贫基地，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往日的宁
静，他们忙着把一箱一箱的土鸡蛋往车上装。

原来，作为慈义村的扶贫项目，每天都有大量
的土鸡蛋产出，近期却出现了滞销情况。随着夏季
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给鸡蛋的保鲜带来了非常
大的压力。

“我们基地内有5000多只土鸡，平均每天能产
蛋1000多枚，目前我们仓库里已经库存了1万多枚
土鸡蛋，随着天气慢慢变热，看着这些鸡蛋卖不出
去，我们心里特别着急。”村支部副书记张传帅望
着鸡舍，忧心忡忡。

得知这一信息后，作为挂点单位的昌江区委宣
传部立即行动，将扶贫鸡蛋的销售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之一，采取积极措施“卖鸡蛋”。一方
面，通过部里的工会组织，帮助销售了一批；另一
方面，通过区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平台，将土鸡蛋
摆上了“广告扶贫”爱心专柜显著位置，鼓励社会
各界前来采购。

中铁四局景德镇望陶家园项目部看到扶贫鸡蛋
滞销信息后，于5月27日下午，在项目部支部书记
的带领下，特意驱车上门采购一批鸡蛋，帮助村里
解决燃眉之急，从而出现了文章开头装车的热闹场
面。

在扶贫基地仓库内，笔者看到，十几个箩筐并
排摆放，筐内装满了近几天收集的新鲜土鸡蛋，一
台空调机吹出凉爽的冷气。仓库后面是巍巍的青
山，周边是成片的果树林，一群群的鸡四处走动。

一进入仓库，项目部的小伙子们自己动起手

来，有说有笑，麻利地拿起鸡蛋来装箱。
“在得知这里的鸡蛋滞销后，我们为尽一份社

会责任，特意组织单位的后勤管理人员前来采购一
批，也算是为当地村民办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这
些鸡蛋品质也很好，是正宗的土鸡蛋。”中铁四局
景德镇望陶家园项目部团支部书记陈奇边装鸡蛋边
说道。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不仅帮我解决鸡蛋滞销
的问题，还亲自上门帮助打包搬运鸡蛋。”当两辆
小轿车塞得满满当当的，村扶贫干部的脸上满是开
心的笑容。

当前，慈义村的扶贫鸡蛋正在有序的对外销售
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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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九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

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
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

其他情形。
第一百九十六条 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

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第一百九十七条 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

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
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
第一百九十八条 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九条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

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
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
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

（来源：“学习强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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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文娟 王晨） 为进
一步加大平安建设宣传力度，提
高辖区居民对平安建设的认识，5
月28日，珠山区石狮埠街道春天
社区网格员深入辖区开展了以

“平安和谐同梦，社会治理同行”
为主题的宣传月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来到春
天花园小广场，通过发放宣传
袋、宣传册等多种形式，与群众
面对面交流，分别就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扫黑除恶、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和网络传销等开展现场
咨询，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都极
高，当天共发放平安建设宣传册
100余份、宣传袋100余个。

此次宣传活动的开展，既提
高了辖区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也号召大家从自我做起，做平安
建设的参与者、宣传员、支持
者，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
献。

本报讯（吴金平）今年5月29日是
中国计生协成立41周年纪念日，也是
计生协第 23 个“会员活动日”。在活
动日到来之际，珠山区新村街道中路
社区计生协组织辖区会员群众开展了
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
祝建党100周年”为主题的宣传服务活
动，让广大居民深入了解计生政策、
惠民政策以及健康防护知识，倡导健
康生活方式。

活动中，计生协工作人员结合优生

优育进万家、青春健康、家庭健康促进
行动等工作，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
手册等形式普及优生优育、科学育儿、
性与生殖健康、疫情防控、“三减三
健”等知识，切实提高广大会员群众健
康素养和水平。

通过活动的开展，该社区进一步打
造了服务工作品牌，让群众分享高质量
发展成果、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不断
增强育龄群众和计生家庭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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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
手机难的问题，让老年人充分享
受到网络时代的精彩和便捷，日
前，珠山区里村街道恒大社区计
生协、老体协开展了“关爱老人
智慧助老”活动。

活动通过小课堂的形式，为
辖区老年人讲解智能手机的运
用，并对有疑惑的居民进行一对
一的耐心解答，让老年人得到更
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服
务。

（江飘 摄）

昌江区：扶贫鸡蛋滞销 多方采购解难
吴尔斌 杨汶鑫 特约通讯员 许荣崽

近年来，短视频成了各行各
业风口，广大网友倾心于用短视
频秒懂世界。短视频作为一种最
新的传播业态，受到了不同年龄
阶段用户的广泛关注和热捧。然
而，夸大事实、攀比打赏、嘲讽攻
击、哗众取宠、浪费吃播……诸如
此类向社会传递不良价值导向的
短视频，随之在各新媒体平台“横
行”，笔者认为，短视频平台的社
会责任不能回避，价值导向和行
业监管皆不能“短”。对短视频平
台进行清理整顿，是规范互联网
秩序、维护社会良好风气的应有
之义。

短视频平台的价值导向不能
“短视”。目前，造成短视频导向错
误的原因，一方面，短视频制作者
出于吸引眼球，追求猎奇猎艳，从
而攫取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短
视频平台对用户上传的明显存在
错误价值导向的视频审核不严，
甚至纵容默许了用刺激眼球的

“三俗视频”，用“浅层刺激”的方
式，吸引用户，以此追逐资本利
益，给广大网民作出负面示范，尤
其危害了未成年人人格的健康成
长。

对短视频平台的各方监管不
能“短浅”。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
决不能任由不良价值观横行其
道。2019 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
服务协会发布《网络短视频内容
审核标准细则》和《网络短视频管
理规范》，就是为了从制度上对短
视频平台的过度逐利行为进行矫
正和规范。网信办、文旅部等部门
要围绕我国短视频行业建标准、
推联动，加大行业自律力度，明确
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义
务。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日常督
查，集中对违规违法的网络平台
进行及时约谈和严厉整治。这也
是向所有短视频从业者释放鲜明
信号：网络不是低俗庸俗的“喧闹
场”，更不是“法外之地”，不会纵
容触碰道德和法律底线的行为任
意滋长，从业者应当引以为戒，加
强行为自律，不要有越界之举。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是短视频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
求。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身边的人以贴近人们日
常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时，用户产生的情感共鸣不仅
会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事半功倍，还会
倒逼网络生态净化，促进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王丽娜）“江西卫惠保”
是由江西省计划生育协会指导、平
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
司承保的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为
了进一步提高“江西卫惠保”的知晓
率，同时为了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
惠民政策，近日，珠山区珠山街道龙
珠阁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计生
协志愿者在辖区内开展了一次“江
西卫惠保”的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该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不仅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向
辖区内居民宣传此项保险，还组织
辖区居民开展了一次培训讲座。同
时，计生协志愿者通过走访辖区周
边商户对居民们进行了宣传和普
及。

通过本次宣传，共发放宣传手
册80余份，提高了群众的知晓率。
今后，龙珠阁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和计生协志愿者将继续宣传，让
更多的人了解“江西卫惠保”。

龙珠阁社区
开展“江西卫惠保”宣传活动

本报浮梁讯 （丁蕴泰 张钰琳） 日
前，浮梁县瑶里镇卫计办联合镇综治中
心，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及周边群众积极
参与义务献血，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

此次“献热血、护平安”活动作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形式
新颖、成果喜人。献血前，镇村干部用
一首《我爱你中国》献上祝福，祝福与
热爱融入到一腔热血中，献血现场广大
干群满怀热情，登记填表、测量血压、

血液初筛、卷袖献血，整个流程有条不
紊。用点滴之血，汇集生命之爱，守护
社会平安。

带头参加献血的党员干部张春养表
示，无偿献血是有益健康的，作为一名
党员干部，更要体现先锋模范作用，自
觉做“为群众办实事”的参与者、推动
者、宣传者，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
文明新风尚。
据悉，此次共有 41 人成功献血，共
15000毫升。

瑶里镇
组织义务献血活动

中路社区
举办计生协会员活动日宣传

春天社区
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