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是世界计量日。连日来，六横市场监管分局联合市质检院六横工作站，对辖区各家农贸市场使用的公
平秤、经营户的电子计价秤开展免费检定，以规范计量器管理秩序，营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

（通讯员 刘生国）

精准计量
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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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典

为了进一步普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每周
带你读一则《民法典》的亮点法条。这
周，让我们一起来看第1188条。

《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
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
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
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
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下面我们作一些简要的解析：
监护责任，是指监护人在被监护

人致人损害时，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
任。监督被监护人，防止其进行不法
行为，是监护人的职责，故当被监护人
损害他人权益时，应由监护人承担民
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职责的，可
以适当地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由于监护责任是替代责任，为他

人的行为负责，如被监护人自己有财
产的，应当首先从被监护人的财产中
支付赔偿费用，不足的部分再由监护
人承担赔偿责任。随着社会发展，无
限制行为能力人通过创作、接受赠与
或者继承等方式取得财产的情况将会
越来越多。

监护人的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因
此并不允许监护人以尽了监护义务为
由获得免责。只要将条文中的“监护
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
责任”从另一角度进行解读，恰恰可以
证明监护人即使没有过错，也至少要
承担部分的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在委托监护的情
形下，由于委托人才是真正的监护人，
故被监护人侵权的，依然由监护人（委
托人）承担侵权责任；若受托人有过
错，则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晓普整理）

监护责任

□记者 刘珈伶

她热爱教师这份职业，在教书
岗位上已默默地耕耘了34年。34
年来，她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
中，把青春奉献在教书育人的三尺
讲台上。她就是区劳动模范、桃花
镇中心学校教师朱玲飞。

1988年，朱玲飞入职原桃花镇
中心小学，担任数学老师，自此开
启了为教育事业奋斗的生涯。“与
学生在一起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谈起对教师这份职业的热爱，拥有
30多年教龄的朱玲飞发自肺腑地
说道。

朱玲飞的学生中曾经有一名
患自闭症的孩子，这名学生平常不
爱说话，也不喜欢做作业，日常总
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朱玲
飞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她开始更
加关注这名学生，并陪伴其一起完
成作业。“每做一道题，他都会看我
一眼，在我给出肯定的答案后，他
就开始做下一道题目。”朱玲飞说，
慢慢地，这名学生的作业正确率越
来越高，上课回答问题也更加积极
了，“以前上课叫他回答问题，他站
起来也不说话，后来还会主动举手

了，他的进步给了我极大的欣慰和
鼓励。”

朱玲飞用心对待每一位学
生。平日里，学生突然身体不适，
她总是及时送医，并紧急联系家
长；有学生生病课程落下了，她就
及时给孩子补上；学生学习进步
了，她会精心给孩子精神上和物质
上的鼓励；学生之间有了小摩擦，
她细心询问、公平处理，耐心解开
他们之间的心结。

作为一名老教师，朱玲飞积极
发挥传帮带作用。每次和新入职
的青年教师搭班，她总是会给予青
年教师悉心指导和热心帮助。即
使不担任班主任，朱玲飞同样热心
担起管理班级的职责，耐心教育引
导学生，积极有效地与家长沟通，
使青年老师更快更顺利地进入角
色。

2011年，学校一位数学教师因
其家属病重请假，学校人手短缺安
排不出代课老师，她在担任学校出
纳及一个班数学教学任务的同时，
欣然接受再代两个班数学教学的
任务。工作累了、嗓子哑了，依然
坚守岗位。她说：“耽误啥都不能
耽误孩子们的学习。”

朱玲飞说，从业这么多年来，
嗓子也落下了病根，多说几句话就
会变得沙哑，但无怨无悔，因为当
好合格的人民教师，教好书、育好
人，是她最大的荣光。

朱玲飞：三尺讲台演绎精彩人生

于2022年5月26日起在http://zsztb.zhoushan.gov.cn/网上对舟山
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东海西路701号原兴业公司内研发楼整幢房屋等3处
房屋招租。

咨询电话：（0580）3821263
舟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普陀区分中心

2022年5月20日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东海西路701号
原兴业公司内研发楼整幢房屋等3处房屋招租交易公告

本报讯（记者 谢骋 通讯员 王
蔚妃 黄朝云）昨天上午，沈家门一小
举办2022年度“区新时代好少年”先
进事迹发布仪式，8名佩戴红领巾的
少年分享了他们孝敬、友善、诚信、
自强的先进事迹短视频。学生观看
后纷纷表示，要把身边好榜样的精
神和品格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树立
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练就过硬
本领、锤炼品德修养，努力成长为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这是区文明办联合区教育局、
团区委等部门在全区各中小学开展
“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的一
个缩影，旨在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未成年人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据介绍，“新时代好少年”评选

标准分热心公益、勤学创新、自强自
立、尊师孝亲、诚信守礼五个方面。
评选活动自4月底启动以来，采取
层层发动、逐级开展的方式进行，最
终评选出校级“新时代好少年”400
余人，区级“新时代好少年”95人。

据了解，通过“新时代好少年”
评选活动，全区涌现出了一大批充
满时代气息、事迹生动感人的青少
年先进典型，形成了学习身边榜样、
争做同学榜样的浓厚氛围，同学们
在学习榜样的过程中启迪心灵、共
同进步，进一步推动了我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深入开展。

我区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
评选出的校级“新时代好少年”400余人、区级“新时代好少年”

95人，将引领中小学生在学习榜样的过程中启迪心灵、共同进步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
员 张石英 蔡梦依）“开始抽水!”
随着一声令下，在普陀田园综合体
停着的5辆通体黄色排水抢险车
分批开始抽水，水流通过大口径排
水带喷出，排水量达到每小时500
立方米，验收通过。

随着主汛期来临，确保安全度
汛迫在眉睫，大功率的排水车是防
汛排涝抢险的重要“武器”之一。
今年我区安排相关经费，采购了5

辆迪沃500型排水抢险车，该排水
抢险车集排水、发电于一体，能在
短时间内迅速排除区域内的大面
积洪涝，并可面向社会救援，成为
应急处置的“多面手”。

当天下午，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区应急管理局、普陀消防救援
大队及展茅街道联动开展了防汛
排涝应急演练，共出动排水抢险车
7辆。

现场各抢险人员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在最短时间内操作排
水抢险车抽排积水，随着7辆排
水抢险车的大功率运作，积水水
位迅速下降，演练效果得到了一
致认可。演练后，专业技术人员
针对抢险人员演练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一对一点拨指导，并对排水
抢险车的日常使用技巧及保养作
了介绍和示范。

“通过车辆装备购置和演练，
切实提高了应对台风、洪涝灾害

的应急联动处突能力，进一步完
善了辖区协同机制，实现高效联
防联控。”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演练还采用了数
字对讲机、数字“三防”应急指挥
多跨场景应用等数字化应用，能
够实现一键单呼或群呼防汛成
员单位，一屏汇聚归集多领域多
类别实时数据，为今后防汛排涝
抢险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提供支
持。

完善辖区协同机制 实现高效联防联控

多部门联动开展防汛排涝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高阳 通讯员 徐
云波）日前，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因道路提升改造需要，今天起至
8月19日对戚家湾路进行占道施
工，5月21日至9月20日对中大街、
文卫弄进行占道施工。为确保施工
期间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交
警部门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交通限
制。

具体措施为：今天起至8月19
日，戚家湾路（方井潭至戚家湾路
63号楼）实行车行道逐段封闭施
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行人在剩余
路幅通行。5月21日至6月20日，
文卫弄、中大街（文卫弄至文化路）
车行道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

行，行人在剩余路幅通行。6月21
日至7月20日，中大街（文化路至同
济路）车行道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
辆通行，行人保持正常通行。7月
21日至9月20日，中大街（同济路
至滨港路）车行道封闭施工,禁止一
切车辆通行，行人在剩余路幅通行。

施工进度因受恶劣天气、突发
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致使提
前或延后采取交通限制措施的，将
不再另行通告。

交警部门提醒，请途经施工路
段的车辆驾驶人和行人自觉遵守交
通标志的指示和引导，提前规划出
行路线，服从现场交警和管理人员
的指挥管理，确保安全通行。

沈家门部分路段今起实行交通限制
请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驾驶人和行人自觉遵守交通标志的指

示和引导，确保安全通行

本报讯（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宇翔）“感谢你们，帮助我找回了
16年未见的表哥，让我们家人团
聚。”5月17日上午，从湖南前来舟
山寻亲的吴某来到东港派出所，向
办案民警表达感激之情。

5月16日晚上，吴某来到东港
派出所求助，称16年前，其表哥唐
某因琐事负气离家出走，多年未与
家里联系。前段时间，其家人在当
地相关机构帮助下，了解到唐某可

能在舟山居住。于是，吴某带着全
家人的嘱托来到舟山寻找唐某。

民警根据吴某提供的信息立即
进行查找，发现唐某于2020年10月
出海捕鱼，几天前刚返回舟山，目前
正在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观察。为
进一步确认唐某身份，民警通过隔
离点执勤警力与唐某取得联系，确
认唐某就是吴某要找的人，在得到
唐某的应许后，民警安排了吴某和
唐某通过视频相认。

湖南男子来舟寻亲，东港派出所民警帮其了心愿

16年未见的亲人找到了

本报讯（记者 程星星 通讯
员 邵佳莉）为净化辖区网络直播
营销环境，我区日前全面启动规范
网络直播营销行为工作。

“在接到专项治理工作任务
后，我们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进
行分工部署，并采用针对性调研、
多平台网络巡查、科所结合式信息
共享等手段，对辖区企业直播营销
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区市场监管
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调研过程
中尤其关注对企业在网络直播中

的销售策略、运营方式、产品质量
等内容的掌握。

据了解，我区共有10家企业从
事网络直播营销，主要以生产类食
品企业为主，平台主要集中在抖音
App，产品类别主要包含速冻水产
品、熟制水产品、干制水产品等。
截至目前，区市场监管分局发现并
立案2起，案件正在调查处理中。

在整冶工作中，区市场监管分
局针对辖区内10家网络直播经营
主体进行集中行政指导约谈，严查

网络直播营销中含有导向错误、销
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侵
犯知识产权等10方面违法行为，
督促企业自查自纠、制定整改措
施、完善相关制度，引导其合法合
规经营。同时，听取各企业在直播
期间遇到的难题，为针对性解决企
业营销瓶颈奠定基础。

同时，区市场监管分局通过设
置网络监督专员，定期关注企业直
播间，紧盯重点平台、重点功能、重
点环节、重点账号，加大督导检查、

执法处罚工作力度，确保工作实
效；灵活运用抽查监测、投诉举报、
专项检查等载体，剖析挖掘网络直
播营销违法行为，违法线索处理率
达100%。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分局将继
续根据工作要求，严格压实监管责
任，对发现的网络直播营销违法行
为严厉处罚，并坚持规范提升为导
向，通过一对一帮扶、共性问题宣
贯等手段，落实服务与监管并举，
着力建设培育“绿色直播间”。

我区启动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工作

着力建设培育“绿色直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