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
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
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置业精神。

王月英，今年49岁，系浮梁县蛟潭中学高中地理
教师。她凭着自己对教育的无限忠诚和对学生的热
爱，用爱心滋润每个孩子的心田，用热心、细心、真心
培养教育好每一位学生成长成才，充分彰显了一个教
育工作者的博爱，深受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她先后
荣获“全市教师职业道德师德先进个人”全县“德艺双
馨教学能手”“浮梁县优秀教师”等多项称号。

作为一名教师，王月英注重师德，学风严谨，一丝
不苟，把教书育人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中，不仅在学
习上关爱学生，而且在思想、生活、健康上更是情系学
生。她的曾祖父在浙江开过药店，她利用自己掌握的
中药偏方无偿地帮助学生治愈病症。刘某2001年就读
于高一，从小到大一直患有偶发性遗尿病症，王月英

恰好知道一个专治遗尿病的祖传偏方，积极主动帮助
刘某把该病症治愈，消除了她的自卑情绪，恢复了信
心，考取大学毕业后，现在一家科研单位上班。学生王
某峰眼睛里总是充满血丝，因为该生想在高中毕业后
报名参军，十分担心自己的眼睛入伍体检过不了。王
月英用中草药帮他治疗，经过三个疗程后该生眼睛
完全康复，高中毕业后如愿参军。

在当今市场经济年代，有偿服务理所当然。然
而，王月英宁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也要无偿帮
助急需补习的学生补课，让莘莘学子圆大学梦。
2013 年，张文清，一位勤奋好学、成绩优秀的学
生。父母早年离异，母亲改嫁，父亲独自抚养兄妹
三人，经济十分困难，负债累累。不幸的是，学生
父亲发生车祸导致家族经济来源中断，张文清眼看
着就要辍学回家。当班主任把该生家族情况向学校
反映后，学校立马作出减免学生费用的决定，王月
英主动捐钱给张文清作生活费，并无偿帮他辅导功

课，让其顺利考入大学。2020年，该校高二（4）班
上李元彪和李佳维学习美术，准备通过艺考考上高
等院校。由于他俩积极要求上进，可是文化基础薄
弱，当他们向王月英倾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现实无
奈后，王月英十分理解自己的学生，爽快答应了他
们的补习请求，并主动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免费帮
助他们补习地理。

情到深处，情更浓；爱到深处，爱无声。王月
英坚持二十多年如一日，默默无闻，甘于奉献。虽
然并不是多伟大，只是多付出了一点点的耐心和爱
心，但师魂在敬业中弥漫浓郁的馨香，也许她不会
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优秀大学生，但我们相信她会
让每一个孩子学会做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真情奉献只为桃李芬芳
特约通讯员 汪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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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十章 期间计算

第二百条 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
小时计算。

第二百零一条 按照年、月、日计算期间的，开始
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

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自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
定的时间开始计算。

第二百零二条 按照年、月计算期间的，到期月的
对应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没有对应日的，月末日为
期间的最后一日。

第二百零三条 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
的，以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

期间的最后一日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时；有业务
时间的，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为截止时间。

第二百零四条 期间的计算方法依照本法的规
定，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来源：“学习强国”平台）

法 治 课 堂

文
明
文
明

专专
刊刊

廖
传
铭

开
启
常
态
长
效
创
文
新
篇
章

近日，市常态长效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召开第一次
指挥长会议，审议通过了《市
常态长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市常
态长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考核暂行办法》等文件，这标
志着我市常态长效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号角已经吹响。

所谓常态长效，针对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来说，就是保持
一种长抓不懈的正常态度，在
常态一非常态一新常态中把握
规律。俗话说，长效才能长
久，常态才能常效，常态是一
种理念、长效是一种机制，两
者之间相辅相成，是一种辩证
的关系。

如何常态长效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笔者认为，抓好四个
不松懈。一是领导身体力行不
松懈。目标已经明确，措施已
经制定，关键在于脚踏实地。
要把创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放在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
福指数上。各级领导要在文明
行政、文明执法上下功夫，多
多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
议，召开听证会、座谈会；二
是城市管理上不松懈。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要像环卫工人一样
天天打扫卫生，像我们每个人
天天要洗脸一样，不要像有些
执法部门那样，想管就管，不
想管就不管那种非常态。纠正
不文明的行为，应该制度化、
规范化，因为这是行政执法部
门的责任担当；三是宣传教育
上不松懈。要把政府行为变成
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一定要
继续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让
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常态长效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意义，
要达到全城动员、全民参与、
全速行动的目的，那就要发挥
街道社区的一线作用，通过上
门入户、楼栋长的管理、妈妈
防火团等途径，做到家喻户
哓；四是媒体监督上不松懈。
发挥媒体作用，对不文明行
为、对常态长效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不力的应该曝光，对在媒体上反映的情
况，要按照《市常态长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考核暂行办法》，由市常态长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指挥部负责核实，并在媒体上反馈，与媒体形成
合力，與论监督才能产生作用和效果。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难，巩固全国文明城市荣
誉更难。三年之内的复评是必须面对的，对这来
之不易的创建成果要倍加珍惜，要人人出力、个
个献策，做常态长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守护
神，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活动中，努力营造“文
明城市人人建、城市文明惠人人”的良好氛围。

为增强居民的环境意识、生
态意识，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
式，日前，珠山区太白园街道浙江
路社区在辖区内开展了世界环境
日宣传倡议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发放倡仪书、
环保科普知识宣传册等形式，向
社区居民宣传环保知识，倡导文
明绿色生活习惯，志愿者们的细
心讲解，让更多居民意识到保护
环境的重要性。

（朱珊 摄）

民之所愿 警之所系
——市城警支队开展静态停车管理便民服务活动记略

曾令仁 本 报 记 者 付裕

为改善营商环境，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
展以来，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立足“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
法理念，瞄准群众急难愁盼的“停车难”问题，创
新管理思路、革新工作方法、树牢服务理念，在严
格执法的同时，以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人性
化的管理模式，构建更加和谐有序的城市停车环
境。

我市停车资源一直以来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
停车需求，虽然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
的创建工作，已经增加了 40450 个机动车停车泊
位，但是，依然无法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特别是
一些闹市区、老城区，停车压力更是不言而喻。

市城警支队“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停
管大队全体人员深入我市大街小巷、老旧小区，特
别是一些群众反映强烈，无位可停的重点区域进行
深入调研，并针对现场情况进行可行性分析，设计
规划全时段停车泊位、夜间限时停车泊位（方便小
区夜间停车），共计摸排可增设机动车位 1452个，

并补划车位124个，尽全力满足群众停车需求。同
时，全面清理私设地桩、强占车位的违法行为，约
谈商户36家，清理地桩180个。

“叮咚！请你即刻驶离违法地点，否则我队将
依法对该车进行处罚。”正在曙光路一处店铺买东
西的张先生看到这条手机短信，立刻跑向了自己的
车子，他看到两名戴着“红袖标”的警察正在自己
的车前等待。

“不会已经贴单了吧，我这才买了包香烟啊！”
“同志，您好！您的车辆涉嫌违法停车，请您

立即驶离。同时，请您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文明停车、规范停车，不要过度依赖

‘微警讯’，真正做一名文明的瓷都市民。”
“好的，我马上开走！下次一定按照规矩停

车！谢谢警察同志！”
“真是虚惊一场！”张先生心里想着。
相信这样的场景，瓷都“有车一族”或多或少

都经历过，自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
来，该支队进一步树牢为民服务宗旨，健全完善为

民服务举措，充分利用“微警讯”这一便民服务手
段，进一步提升群众规范停车意识，共发送“微警
讯”22416条，同时，针对临街商户及小区周边进
行走访宣传教育共计1700余人次。

本地市民有“微警讯”提醒，可以在严格执法
的同时感受到人性化执法，然而对于来景的外地车
辆，因“微警讯”的技术问题，无法识别提醒，难
道就只能直接处罚吗？难道真的要来景旅游、创
业、投资的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吗？市城警支队
给出了解决方案——“禁止停车温馨提示单”。

为进一步提升执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同时，
使城市更有温度，针对近年来我市外来旅客、客商
不断增多， 但大多数都不清楚我市停车规则的现
象，市城警支队依托“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特
推出针对外来车辆首次违停张贴“温馨提示单”的
工作举措，共发出“温馨提示单”2373张，获得了
广泛好评，进一步彰显了瓷都的城市温度，提升了
城市吸引力，为营造高效、优质的营商环境做出了
有效保障。

市糖酒副食品总公司
开展“法治建设”知识测试
本报讯（卢军）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创新法
理念，按照市国诚公司工作要
求，日前，市糖酒副食品总公司
在三楼多媒体会议室开展2021
年“法治建设”知识测试。

此次测试的内容有《安全生

产法》《民法典》《道路交通安全
法》等，通过“法治建设”知识测
试，提高了该公司人员尊法、学
法、守法观念，领会法治思想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项重大任务，培
养企业法治意识，塑造诚实守信
工作。

瓷器街社区
开展《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陈婷）今年1月1日起，《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为加
强居民民法典知识，引导居民群众践行
《民法典》，近日，珠山区昌江街道瓷器街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分发宣传单200余份，

同时社区党员、志愿者为辖区居民讲解
了《民法典》的部分内容，引导群众学习
《民法典》，帮助解读《民法典》，号召群众
做一名新时代法律明白人。通过此次活
动，让广大居民可以做法典，用法典，宣
传法典，积极引导居民积极理性维权，懂
得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日前，浮梁县特教学校操场上歌声嘹亮、热闹
非凡。县人大、县政协、县委统战部和景德镇市古
镇混泥土公司、景德镇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浮梁县
马拉松协会、浮梁县近弱视防治协会等18家爱心企
业，开展“情暖童心 与爱同行”慰问活动。

在捐赠活动现场，学校老师、同学们和爱心人士
共同表演了精心准备各类节目。伴着欢快的旋律，孩
子们十分认真地表演，每一个孩子都努力把精彩的节
目和自信的笑容向老师家长和来宾们展示。也许动
作并不完全到位和协调，但是，孩子和老师们却要为
此付出高于常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努力。残障孩子

们精彩的表演，展现出的朝气蓬勃、奋发进取、身残志
坚的精神面貌，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每个孩子都是人间的天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
们也有梦想和期盼，他们期盼社会对他们的生命予以
尊重和赞扬，期盼用自己的心和双手编织一个色彩斑
斓、充满深情的梦。据了解，这次活动中，爱心企业为
该校捐赠课桌椅30套，空调3台、大米、食油、饼干等
物资价值近10万元。此次关爱特殊儿童公益活动，不
仅仅是一次陪伴，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给予，而是一
次爱的长跑。希望通过活动唤醒人们的关爱之心，号
召更多人伸出援助之手，走近智障儿童，为智障的孩

子出一份力。
浮梁县近弱视防治协会负责人周翔表示，希望通

过实际行动来践行企业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和担当，
同时带动企业员工主动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今后，他
们还将会把关爱特殊儿童这项公益活动一直坚持下
去。

情暖童心 与爱同行
黄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