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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英雄故事 弘扬英雄精神
北辰区委党校 王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指出：“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
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
代代传承。”中国共产党百年披荆斩棘、
栉风沐雨的历史，就是一部英雄人物辈
出的历史。讲好英雄故事，是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基础，也
是凝结奋进力量的重要保证。

讲好英雄故事，要讲好坚定信仰的
英雄精神。“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
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理想信念是英
雄精神的力量源泉、精神支柱和立身之
本。方志敏面对死神，信念如磐，用手
中的笔作战斗武器，把对党和人民的爱
凝结为《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重
要文稿和信件。安幸生为革命事业奔
走呼号，英勇就义，却将革命火种留在
家乡继续燃烧。从潘冬子、刘胡兰等少
年战士到赵一曼、陈铁军等巾帼英雄。

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坚守着
理想信念，彰显着英雄精神，才铸就了
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恢弘成就。

讲好英雄故事，要讲好爱国报国的
英雄精神。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在中华民族
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当民
族危难之际，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时，总
有人挺身而出，舍身取义，支撑着中华民
族历经磨难却始终巍然屹立。热爱祖
国，为之奋斗。于是，便有了铁人王进喜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有了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隐

姓埋名、无私奉献，为铸造大国重器和研
发尖端技术无悔奋斗的一生。正是心怀
“国之大者”的无名英雄，将英雄精神汇
聚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讲好英雄故事，要讲好担当奋斗的
英雄精神。从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到
今天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中国号”巨
轮；从北斗卫星苍穹可期，到神州系列
遨游宇宙；从杂交水稻粮食大增，到新
四大发明闻名世界。中国在革命、建
设、改革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是
无数英雄靠奋斗、靠斗争、靠担当拼出
来、干出来、闯出来的。我们的国家，我
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

天的繁荣昌盛，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
的顽强斗争，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如今

百年的烟云辗转而逝，风霜已不再侵
袭，秋雨也不再滴落，飘扬的旗帜下已
然累累硕果。英雄精神伴随着中国共
产党走过了百年的辉煌历程，也并将继
续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走向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我们更不能忘却前人的来时路，不能忘
却恢弘磅礴的英雄故事，讲好英雄故
事，让英雄精神汇聚起推进新时代各项
建设的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孟晓旭）近日，国家
体育总局公布了首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
名单，北辰区宜兴埠镇成功入选。

首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是国家体育
总局为进一步推广普及足球运动，宣传
科学、健康的足球发展理念而启动的一
项工作。近年来，宜兴埠镇以全面提高
镇域内足球运动水平为着眼点，扎实深
入开展足球工作，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
围，为足球发展创建良好上升空间，助推
足球运动蓬勃发展。

高度重视 夯实力量
建立完善足球组织机构

宜兴埠镇坚持发挥典型带动作用，
树立现代足球运动理念，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以普及发展为导向，不断完善体育
设施建设，开展群众性足球体育赛事活

动，并逐步完善足球组织，先后成立宜兴
埠快乐足球队、宜兴埠镇足球俱乐部。
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和健全基层群众性
文化体育活动的经费保障体系，为足球
活动的开展和相关体育场地、设施的维
护提供经费保障。为表彰足球俱乐部的
突出成绩和贡献，还在镇文体中心修建
足球荣誉室，以传承精神、展现荣誉、树
立形象为目的，展示光辉时刻和精神风
貌，成为足球普及宣传工作的窗口。

真抓实干 创新思路
促进足球工作落到实处

宜兴埠镇建立足球训练基地，大力
满足足球爱好者锻炼需求。足球俱乐
部每周固定开展足球团队训练，教授颠
球、传球、过人、射门等技术，提高居民
足球技能。依托训练基地，宜兴埠镇每

年主办、承办、协办各类足球赛事，在跨
区域交流中助推足球事业发展。与此
同时，宜兴埠镇积极组织居民参与各类
赛事，提高实战水平，先后荣获天津市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比赛成人组第二
名、天津市迎奥运“首届火车头杯”第一
名、北辰区第六届运动会足球第一名等
荣誉。该镇还不断丰富业余足球比赛
活动，积极搭建经验交流、特色成果展
示平台，持续提升足球运动的普及率和
影响力。

立足当下 特色发展
足球运动应势而上

宜兴埠镇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足球
的交流与发展为目标，定期举行足球友
谊赛。通过“练”“赛”相结合的模式，强
化个人技术，磨合团队意识，丰富比赛经

验，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足球赛事中来，
让足球活动多元化、常态化，推动形成人
人参与、人人健康、人人快乐的足球文
化。宜兴埠足球队曾荣获北辰区优秀特
色体育团队、北辰区优秀体育社会组织
的称号。

此外，宜兴埠镇积极推动足球项目
向学校拓展和延伸，通过每年开展校园
足球文化节，将足球的精神、运动的力
量在青少年中传承下去，传播开来，在
提升青少年体能素质的同时，播下快乐
足球“种子”。

下一步，宜兴埠镇将以此次入选首
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名单为契机，进一
步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推动镇域足
球发展，不断壮大足球爱好者的规模数
量，营造良好的足球发展氛围，让更多居
民群众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

曹某是某小区的业主。物业公司
与其签订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室
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各一份，并
告知曹某装修管理规定及禁止事项，
要求：禁止拆改，占用外墙部位；不得
在户门以外公共区域、平台违章搭
建。其后，曹某开始装修房屋，为使户
内使用面积增加，曹某命令装修人员
将阁楼公共通道原有的一面墙体拆
除，占用公共通道建设墙体并安装户
门。期间，物业公司向曹某发出整改
通知，但其仍继续施工至完毕。物业
公司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曹某将涉案
房屋公共通道恢复原状。

法院经审理认为，曹某对涉案房
屋进行装饰装修，应当符合法律规
定、协议约定及管理规约。在未经批
准的情况下，不得违章加建、改建，侵
占公共通道、场地等共有部分。而曹
某未经批准，擅自拆除阁楼过道原有
墙体，将其横向外移，占用楼梯口旁
的公共通道建设墙体并安装户门，以
增加房屋室内可用面积，其行为违反
了协议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物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主张曹
某将涉案位于阁楼处的公共通道恢
复原状，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
依法应予支持。

案例分析：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相关行为应当符合节
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对于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执行政
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
理措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业
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
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
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
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请
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
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公共通道、
楼梯等属于小区业主共有，依法不得
擅自占用和处分。而本案中的曹某擅

自拆除阁楼过道原有墙体，占用楼梯
口旁的公共通道建设墙体并安装户门
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
定，而且严重侵犯了小区其他业主的
权利，因此物业公司有权要求其恢复
原状。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七十九条 承担民事责任

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
复原状；（六）维修、重作、更换；（七）继
续履行；
（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

（十）赔礼道歉。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

规定。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

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二百八十六条 业主应当遵守

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相关行为应
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
求。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
人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
和其他管理措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
配合。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任
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
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
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
规约，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拒不履行相
关义务的，有关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投诉，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区司法局供稿)

问：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和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重复缴费怎么处理?

答：参保人员在同一年度内同
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的，其重复缴费时段只
计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并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复缴费时
段相应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退还本
人。退还额为:个人缴费本金与集
体补助本金之和除以 12 个月乘以
重复缴费月数。

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
一次性缴纳15年养老保险费的被征
地农民，其重复缴费时段的征地补贴
本金予以清退;享受代缴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费政策的残疾人，其重复缴费
时段的个人缴费本金和集体补助本金
退还本人。

参保人员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转入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清退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复缴费后，其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未重复缴费的时
间按年累计计算，不满 1年的不予
计算。

(区人社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孙惠仪）为巩固
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深入推进“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近日，双口
镇后堡村党支部组织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 携手共种心愿树”微心愿认领
活动。

此次活动中党群携手共种心愿树，
征集村民微心愿，随后党员干部争做困
难群众的“圆梦人”，通过心愿认领，帮助
村域内困难群众点亮微心愿，营造心手
相连、守望互助的良好氛围，传递“群众
有事我来帮”“群众心愿我来办”的正能

量，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践
行人民党员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用实际
行动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下一步，双口镇后堡村党支部将
继续以群众困难需求为导向，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结合
实际，通过走访调研、群众发声等方
式，常态化收集群众微心愿，带领党员
干部、志愿者，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
的困难事、烦心事，把温暖送到群众的
心坎里，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本报讯（通讯员 曹珮颖）“今天跟
随民警叔叔的讲解，了解到很多防范
毒品的小知识。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
中不仅会拒绝诱惑、远离毒品，还要争
当禁毒小卫士，让更多的人了解毒品
的危害。”参加禁毒宣传讲座的学生
们纷纷表示。

为提升青少年禁毒意识和安全
自护意识，近日，普东街团工委联
合普东司法所走进辖区秋怡中学
开展禁毒宣传讲座。讲座邀请天
津市板桥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为

在场中学生普及禁毒知识，提高师
生防毒意识。

活动现场，400余名学生齐聚
大礼堂，共同聆听戒毒所民警的法治
教育讲座。警官们详细讲解了传统
毒品和新型合成毒品的分类、危害以
及青少年如何防毒拒毒的知识，并以
吸毒致幻造成各类伤亡事件为例，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诫同学们毒品
的危害，碰触一次即是深渊，希望大
家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而毁了
自己的一生。

本报讯（通讯员 江莹）日前，天津外
国语大学附属北辰光华外国语学校新校
区小学部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邀请学
生及家长参观将于今秋启用的新校区。

活动现场，学校老师为家长和孩子
们介绍学校管理、师资力量及教学水平

等情况，并带领大家参观校区环境及音
乐、书法、形体、科学教室等教学区域，
现场参与趣味十足的学科活动，收获实
践体验乐趣。

据介绍，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北
辰光华外国语学校是北辰经济技术

开发区、光华教育集团、天津外国语
大学强强联合创办的民办义务教育
外语特色学校，自2019年 9月开办以
来，取得了令人赞誉的办学成果，赢
得了北辰乃至天津社会各界和家长
的广泛关注。

宜兴埠镇入选首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名单

全民参保小讲堂

全民参保
知识问答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北辰光华外国语学校新校区招生

点亮微心愿传递大温暖
双口镇开展微心愿认领活动

禁毒宣传进校园

全力守护“少年的你”

法治北辰
建设法治北辰实现公平正义

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办公室

业主占用公共通道
法院判其恢复原状
——用案例细说民法典（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