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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应知应会（之六）
●中共青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青海省司法厅

42.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损害他人合

法权益的行为，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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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怎样正确处理相

邻关系？

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

理的原则。

44.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怎么办？

自动续期。

45.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多长时间内

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一年内。

46.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所有权

归属谁？

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 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

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

47.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如何负担？

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共同共有人

共同负担。

48.兄弟四人共同共有一间房子，老大老二老

三能否不经老四同意就卖掉房子？

不可以。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

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

途的， 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

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是共有人之间另有约

定的除外。

49.无居民海岛的所有权属于谁？

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无居民海

岛所有权。

1 月 8 日，“三九”第一天，西宁温度骤降
至-19℃。

从凌晨4点一直到整座城市入睡，有一群
奋斗者他们始终坚守在户外，他们的坚守保证
了这座城市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他们的坚守
也成为西宁街头最美的一道风景。今天，晚报
记者用笔和镜头记录下这些普通而又难忘的
瞬间：谢谢你们！正是因为你们的坚守，我们的
西宁才有现在的模样。

寒冬里他们用双手温暖西宁寒冬里他们用双手温暖西宁

一把扫帚、一个簸箕……凌晨4点，城中区
环卫工人李丹珠才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虽然
穿着厚厚的棉衣，但冷风还是见缝插针地钻进
来，浑身很快就打起了哆嗦。

44岁的李丹珠才让一年前加入了环卫工人
队伍，这一年来，这份工作对他来讲有悲有喜。悲
的是，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早出晚归，他在不断
适应这份工作；喜的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有着
落了，今年他还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取暖费。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工作，为这座
城市清扫垃圾，让这座城市变得干净整洁，有
我们环卫工人的一份付出，没有抱怨，只有努
力干好手中的活儿。”

凌晨6点，晚报记者跟随李丹珠才让来到他
所清扫的民主街片区。不到十分钟，记者感觉已
被“冻僵”，再看李丹珠才让和他的同事，他们熟
练地清扫垃圾，然后将垃圾装进清运车中。他们
用辛苦的方式唤醒黎明，迎来了第一缕朝霞，拉
开西宁新的一天紧张有序的大幕……

市民王先德每天锻炼经过此地，他说，最
辛苦的莫过于环卫工人。“他们用双手温暖着
这座城市，希望大家爱护我们的环境，珍惜环
卫工人的劳动成果。”

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中工作，李丹珠才让的
手有点冻麻木了，他用嘴哈哈气接着清扫。他
说，这几年西宁变化很大，早上清扫时也明显
感觉到地面不是太脏。“这说明咱们西宁人越
来越文明！”

菜市场里浸润人心的烟火气菜市场里浸润人心的烟火气

凌晨5点，西钢蔬菜批发市场内熙熙攘攘，
这里的摊贩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来自各早
市和超市的商户们已经在门口排着长长的队
伍。

43岁的王国涛就在其中。询价、打捆、装箱
……100多个玉米棒装在了自己的车里。他要
把批发来的玉米拉到城北区朝阳西路的宁瑞
水乡便民早市。

一筐一筐的蔬菜从车上搬运下来，再放回
到摊位，王国涛的手脚已经“冻僵”，但是不能
停下，这关乎每日的生计。

早上去菜市场买菜，是许多家庭一天的开
始，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是寒冬里浸润人心
的烟火气。为了不冻坏蔬菜，商户们给蔬菜盖
上了厚厚的棉被。“这样寒冷的天气最开心的
事就是能将批发来的蔬菜全部卖出。”

王国涛当天批发了100个水果玉米，每个
3.7元。“卖出去了80个，有点少，今天一共赚了
70元。”王国涛笑笑，冬天天太冷，老人很少出
门。“坚持坚持，到了夏天就好了。”

4500多平方米的大院、百余家商贩还坚守
在这里。每天早上8点到11点，宁瑞水乡便民
早市准时为城北区万余名百姓提供价格实惠
的果蔬生鲜。“这几天特别冷，很多商贩都回家
了，但还是有很多商贩坚守着。谢谢他们在这
数九寒天中为我们提供最新鲜的蔬菜！”

“辣子一斤10块，西红柿3块！”在商贩的
吆喝声中，混合着鱼肉腥味、夹杂着泥土味的
早市……这人间烟火味中有很多人的坚守！

女发行员的辛苦与欣慰女发行员的辛苦与欣慰

凌晨6点，西宁晚报社发行公司发行员张
自清骑着电动三轮车出门了。天还没亮，街道
上只有环卫工人扫路的沙沙声。今年51岁的张
自清做发行员已有27年，凌晨6点出门上班早
已成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之一，检报、整理、分
类、派送，她乐在其中。

一份报纸从出炉到送到读者手中，需要经
历新闻采写、编辑、报纸印刷等环节。其中最后
一个环节——发行工作辛苦鲜为人知。“三九”
第一天，晚报记者与报纸发行员张自清一起，走
近发行员的工作，了解他们的辛苦与欣慰。

6点30分，张自清在西部矿业送出去了第
一份报纸。“张大姐来了啊，这几天天冷，多穿
些。”门卫大叔向她喊着。

走街串巷，不停奔波。10 点 30 分，张自清
把最后一份报纸放在了青海剧场家属院李伯
伯家的报箱内，300份报纸终于送完了。工作虽
然很清苦，但张自清却倍加珍惜这份职业。她
说，这一路收获了太多的感动和信任，由于每
天都能见到他们，这份感动慢慢就转变成了温
情。“是他们的鼓励，让我们一路前行。”

张自清讲，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也很有成就感，
每天清晨读报成了许多客户生活的一部分,而第一
时间将报纸送到他们的手中，我们感到很欣慰。

27年的坚守，怎能说容易呢？无论严寒酷
暑，他们风雨无阻，只为一个承诺——能早一
刻将报纸送到每一位订户手中。

寒风中的那一抹红最暖人心寒风中的那一抹红最暖人心

清晨7点30分，55岁的文明劝导员咸丰清
已经在南关街值守了。小红帽、红袖章，这是西
宁文明劝导员的标志。“大姐，这么冷的天，进
屋里坐坐吧。”很多市民见了咸丰清非常亲切。
马路对面是西关街小学，这里来来往往的小学
生非常多，咸丰清每次看到孩子都会主动护送
她们过马路。

天气异常寒冷，咸丰清站在路边感觉浑身
麻木了。她每天会在这里值守6个小时，目送来
来往往的行人，看到行人路灯亮了，她会拿起
手中的旗子将过往的机动车辆拦下来。

经常通过这里的市民对咸丰清非常熟悉。虽
然戴着口罩看不清她的面庞，也不知她叫什么名
字，但仍有读者给本报打来电话向这位老大姐致
谢。“孩子们放假了，这几天不用去送孩子，但看
到她们仍然坚守在那里，非常感动，替我们说声谢
谢。”市民的鼓励成为她前行的动力。

咸丰清在这个岗位上已经站了4年，寒来
暑往，她没有退缩过。她说，西宁蝉联全国文明
城市，市民素质也越来越高，几乎所有行人都
走斑马线，车辆也能做到礼让行人。“我期盼的
就是幸福西宁越来越好！”

记者手记：
西宁寒冬已经来临，但凛冽和温暖同在。
走在大街上，无数个普通人、无数个感人

场景为城市勾勒出一幅幅暖心画面，汇聚起前
行力量。

在西宁，有无数个李丹珠才让，无数个王
国涛、无数个张自清、无数个咸丰清……除了
他们，在户外工作的交警、外卖员、快递员……
他们在寒风中带给我们许多温暖，他们挺立的
身影值得尊敬。

虽然，他们没有特别感人的事迹，但每一
天，每一年，正是有无数个默默为西宁奋斗的
西宁人，才让我们的城市正常运转，变得更好，
这强大力量，让无数西宁人安心。

感谢有你，感谢有你们！
因为有你们，幸福西宁尽显温暖底色！

（记者 张永黎）

晚报记者走近寒冬中的奋斗者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俗话说“一九

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进入“三
九”天后，在过去的一周里，市民真切地
体会到寒冷的威力。不过，正如市民期
盼的一样，1月10日，记者从市气象台获
悉，未来三天西宁地区无冷空气影响，

“冰冻天气”基本结束，迎来晴好天气，气
温将有小幅回升。

“根据气象监测信息显示，未来三
天，西宁地区受高压脊后的西北气流控
制，无冷空气影响，天气晴好，白天基本
无云有利于气温回升，温度虽然回升幅
度不太大，但和前两天的严寒天气相比，

这几天西宁的天气令人满意。”市气象台
气象员王镜说，虽然冷空气过后气温有
小幅回升，但毕竟是“三九”天，节气摆在
这里，早晚仍较寒冷，提醒大家还是要做
好防寒保暖工作。据西宁市气象台消
息，未来 24 小时：晴，气温：西宁-19℃
至-3℃，大通-21℃至-2℃，湟源-20℃
至-3℃，湟中-18℃至-4℃。未来48小
时 ：晴 ，气 温 ：西 宁 -17℃ 至 3℃ ，大
通-20℃至 4℃，湟源-19℃至 4℃，湟
中-17℃至3℃。未来72小时：晴，气温：
西宁-14℃至 4℃，大通-18℃至 5℃，湟
源-18℃至5℃，湟中-15℃至4℃。

冰冻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将回升

西宁市城中区集团化办学自 2017 年 8 月筹备成立以
来，着力于提高学校管理水平，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服务学
生全面发展，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为了更好的地摸索与创
新集团化办学的运作形式和管理模式，实现集团内部学校
之间、教师之间的融合发展、协作发展和互促发展，真正实
现两区教育质量的提升。2020年1月，城中区教育局督导室
加入集团化体系，开启了集团化办学督导之旅。

【纪实一】“双区互融”，凝聚行动共识。4月，深入湟中
区大才乡前沟小学对师资互派、教学互通工作进行了督
导。在实施师资队伍深度融合过程中，怎样做到既要解决
教师合理流动的问题，又能关注教师归属感问题，使教师愿
意交流，适应流动。

【纪实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5月，深入北大街小学进
行教学管理工作督导。北大街小学创新跟岗模式，打破学科
壁垒，所有带教工作有计划、有安排、有考核，将蓝青艺友工作
做到了实处，力促教学管理工作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纪实三】结构开放，打破瓶颈，突破壁垒。6月，走进海
子沟大有山学校对西宁一中教育集团工作计划落实情况进
行了质量共评调研活动。大有山学校各项工作突出了集团
化办学“条条管理，块块落实，条块结合，统筹协调”的扁平
化管理模式，充分突出了集团化学校管理的“建设、研究、服
务、发展”的理念。

【纪实四】深耕细作，互融共进，发力提升。9月,对西宁十

一中教育集团总校师资互派、教学互通常规工作和教师管理
进行了督导。西宁市十一中教育集团总校重视集团化办学的
节奏与力度，充分发挥了名校辐射引领作用，盘活了优质教育
资源，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措施有效、推进有序。

【纪实五】以督导促发展，扎实推进集团化办学工作。
11月，走进湟中区对教育集团教师管理及交流情况进行了
督导。集团校之间选派人员学科涉及全面并兼顾到管理人
员的选派，制度机制建设健全，考核量化全面科学。

【纪实六】扬集团化办学优势，促教学质量提升。12月，
深入湟中县土门关乡中心学校和湟中县大才乡中心学校通
过全体教师扫描二维码不记名网上问卷填答形式开展督
导。教师们一致认为集团化办学模式，实现了教育教学优
质资源共享，推进了教育教学方式由单一封闭型向联合开
放型转变，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纪实七】落实计划管理，提升集团办学效率。12月，
深入教育集团校西宁市第八中学，从党建联盟、教学教研、
德育文化等方面就本学年计划落实情况进行了专项督导。
八中集团校按照学年初制定的计划任务，结合各成员校实
际，按月开展各项活动，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集团帮
扶成效显著。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区将继续以高水平教育督导
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力促教育督导“长牙齿”，切实发
挥好“指挥棒”作用。

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 风正扬帆正适时
——西宁市城中区集团化办学2020年督导工作纪实

杨司煜杨司煜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积极响应“冬
季动起来，健康你我他”青海省群众冬季
运动推广普及活动，推动我市全民健身
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增强全民体质，让
大众参与冰雪运动，近日，首届西宁“鼎
健”杯冰球精英赛正式开赛。此次冰球
赛的举办正式拉开了西宁世纪星冰上体
育中心在2021年度冰上运动新的篇章，
为助力建设“健康中国”，奋力实现“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抢抓冰雪运
动发展机遇的创新实践，大力推广普及
群众性冰雪运动增光添彩。

2019年12月28日，西宁世纪星冰上
体育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西北地区硬件配
套设施、规模最大的冰球馆与冰壶馆与市
民见面。总建筑面积6700平方米的西宁
世纪星冰上体育中心开展的冰上运动项

目为：花样滑冰、冰球、冰壶、短道速滑。配
备完善、具备国际制冰工艺和国家级教练
团队，集冰上运动项目培训、承办国内外
赛事的冰上综合体，为喜欢冰上运动爱好
者提供运动、健身、竞技的平台。

据了解，该中心先后成功举办了
2020年度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活动；
2020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青海站
西宁市滑冰夏令营顺利开营；2020青海
省第三届全民健身大会冰上趣味运动
会；2020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暨大众冰
雪公开课；2020年西宁市城中区首届业
余冰球联赛。各类赛事的举办让市民们
由此开始了解冰雪运动、参与冰雪运动、
爱上冰雪运动。同时也为我市普及冰雪
运动、发展冰雪产业、实现冰雪运动跨越
式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中区：大力推广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