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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联赛第一轮
天津泰达1∶3上海上港

北京时间7月27日晚19点30分，2020

年中超联赛首轮最后一场——天津泰达对

战上海上港的比赛在昆山体育中心进行。

上半场第 4 分钟泰达前场快攻，阿奇

姆彭接球要杀入禁区，傅欢从后将其推倒得

到黄牌，泰达获得任意球机会。荣昊直接起

右脚大力低射，皮球打在人墙里队员腿上滚

入大门左侧死角，1比0，泰达开场领先！

第39分钟奥斯卡开出右路角球，于海头

球攻泰达球门右侧上角，杜佳虽然奋力把球

托了一下，但球落下后被早有预判的洛佩斯

近距离补射得分。1比1，上港扳平比分。

第44分钟买提江送球到左侧，奥斯卡

拿球略微观察后右脚长传入禁区，禁区后

点的王燊超俯身头球得分，上半场上港 2

比1领先天津泰达。

下半场第63分钟艾哈迈多夫断下阿奇

姆彭的球后，带到中圈附近后送球，前场洛

佩斯得球强行突击，杀到禁区内起右脚抽射，

球从杜佳身下进门，3比1，上港继续领先。

第80分钟阿奇姆彭和石柯对撞，石柯眉

骨被撞开倒地不起，简单包扎后石柯起身再战。

天津泰达始终没有放弃，第85分钟郭

皓 25 米外突然远射被颜骏凌打出界外。

第89分钟上港三人围攻杜佳，吕文君在杜

佳逼迫下头球顶偏。最终天津泰达1比3

不敌上海上港。 广告

司法拍卖公告
蔚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9月1日10

时至9月2日10时止（延时除外），依法通
过淘宝网网拍平台，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
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公告如下：

标的物：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庆广
道南侧鑫嘉园28-2-902室房屋一套。拍
卖保留价为70万元，保证金为10万元。

详情请查询淘宝网。
联系方式：马先生17603133910

蔚县人民法院
202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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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四个自信”夺取战“疫”最终胜利
——关于在疫情防控中深化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考

佟明湛

街镇 Community
责编：张港 校对：肖仲 制作：王金刚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而来，牵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党员干部、公安干警乃至普通群众迅速行动起
来，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斗争之中。疫情的防控不仅考验着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更加考验着公民的道
德素质。事实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阶段性重大胜利。

明大德：凝聚中国力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

量。明大德是公民对国家、对民族的情

感认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

感，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

之”的精神，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

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

神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行各业的民众行动

起来，医护人员奋战在拯救生命的一线，广

大干部群众下沉社区防控疫情，快递小哥、

出租车司机自愿组织志愿服务队……无

数参与疫情防控的人们在默默地奋斗。

明大德，凝聚了全中国的力量，而这种力

量体现在公民的具体行动之中。

“国无德而不兴，人无德而不立”，如

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国

家认同、没有民族认同、没有共同的价值

认同，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前行，更不能

兴旺发达，这在历史上已经被反复证明

并且是屡见不鲜的。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道路上，公民的大德意识不能缺

位，只有每个公民能够做到明大德，国家

才有力量，民族才有希望。

倡公德：铸就中国精神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守公德是公

民对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

共识性、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守

公德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传统

社会逐渐解体，熟人社会为陌生人社会

所代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需要新

的道德准则来约束。社会公德作为规范

公民行为的准则，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

作用。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们不仅应

看到“逆行者”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担当与无畏，也应该看到，人们自

觉加强防护、不参与聚集、严格遵守防疫

规定的所作所为。这是疫情防控中群众

遵守公德的重要表现。

倡公德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

要着力点，并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由此铸就中国精神。《新时代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推动践

行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

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

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遵守公德，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特别

是在非常时期，在公共生活中展现出良

好的公德风貌，体现出良好的公德素质，

对于疫情防控和公共生活秩序建构至关

重要。核心价值观是维系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存在与发展的精神文化纽带和思

想道德基石。为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

活，情系百姓生命安危的党员干部、卫生

防疫专家、医务工作者等“最美逆行者”

前赴后继冲在疫情防控和疾病救治一

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有力诠

释者和最生动践行者，传递着向善向上

的道德正能量。作为一名公民，恪守公

德底线，做好自我防护，出门戴口罩，减

少不必要的流动，既是对自己和他人的

负责，也是对公德的维护，对疫情防控工

作的支持。倡公德，需要在鼓励大家追

求和向往崇高的同时，更要求大家严于

律己、守住底线，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

而内自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

大人民群众内心落地生根，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在行动中彰显中国精神。

守私德：展现中国效率

私德是指公民个人的道德，包括个

人修养、家庭美德等。在抗疫大军中，无

数“父子兵”“夫妻档”“全家福”“兄弟连”

“姐妹花”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家庭美德。

此外，守私德更多意义上体现在公

民的自律。康德认为，自律就是“人为自

己立法”。疫情面前，自律是最有力的防

守。疫情防控期间，能够坚持“宅”在家

中，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更

是以另一种形式与疫情战斗。一个人的坚

持是容易的，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

的坚持则相当困难。这种自我约束的集体

主义精神既体现个人的道德修养，也体现

党和国家的动员效率，这是中国的效率。

个人的行为汇聚成国家的意志。中

国公民的私德并不“私”，疫情防控期间，

人民群众把个人生活与国家利益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和不便，严格

执行规定，主动配合防控工作。在关键

时刻，家国一体。“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舍小家，为大家”成为14亿中国人的主

动选择和自觉行为。正是因为人们对私

德的坚守，为国家防控疫情赢得了时

间。坚守私德，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和

责任，是我国能够在较短时间控制疫情

的重要支撑。私德不微，聚沙成塔。

一、众志成城 彰显公民道德力量

二、文化自信
构筑公民道德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

有一个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

的文明史，这使得我们拥有牢固的历史根

基、文化根基。我们可以从优秀的中华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坚持文化自信，去构

筑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内核。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就有扶危济困、感恩奉献的传

统，这些思想在潜移默化中为人们支援抗

疫提供了精神支撑。

公民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既

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公

民道德内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坚

持文化自信，不断发展充实这个内核，使其

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道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现代社会，每个公民都有
义务守住道德底线。在疫情防控
中，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规范自身行为，践行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这
不仅体现个人的良好修养，也体现
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
明程度。我们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彰显了中国公民的道德力量。

骑行队伍流动宣传

活动开始后，由新北街道办事处工委

书记杨静为 14 名“最美网格员”和 10 名

“新北骑行侠”颁发奖牌，以此褒奖他们为

建设“美丽新北”做出的贡献，同时鼓励他

们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提升便民利民服务

的质量和效率。颁奖完毕，由杨静“吹哨”

吹响骑行队伍出发的号角，开始本次活动

的流动宣传。骑行队伍途经厦门路—云

山道—河北西路—新北路—厦门路，进一

步扩大了“美丽和谐家园，你我共同缔造”

创建活动的影响力。“骑行组织充分发挥

骑行精神，积极投身并引导更多志愿者参

与共同缔造宣传、参与美丽和谐家园建设

和创文活动。”“爱骑行”社会组织成员胡

女士说道，他们今后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为“美丽新北”建设做出贡献。

随后，街道工作人员到贻锦台居委会

“共同缔造工作坊”看望参加活动的小学

生们，并为大家讲解爱护环境的意义。“共

同缔造，要从孩子抓起。”杨静对讲解老师

说道。

据了解，新北街自该活动开展以来，

坚持创建为民利民惠民靠民的定位，针对

社区管理突出问题，广泛发动群众，构建

“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美丽和

谐家园”建设新格局。此次活动是新北街

在前一阶段活动基础上的再宣传、再动

员，旨在引导人人参与，达到共同缔造的

目的。

社区行动支持创建

此次宣传推广活动也得到了新北街

各社区以及广大居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大

家纷纷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美丽和谐家

园，你我共同缔造”创建活动的支持。

贻成峰景社区志愿者走进生活小区、

店面，向过往居民和商户发放宣传材料，

宣传“美丽和谐家园，你我共同缔造”的理

念，引导大家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讲

文明、讲卫生，改陋习、树新风，使“创建为

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的共同建设理念

深入人心，争做城市文明的宣传者、实践

者、维护者、服务者。

融盛社区开展的“绿地认领”活动得

到了家长及孩子们的一致好评，社区包保

干部和社区党委书记为认领绿地的孩子颁

发了“护绿小标兵”荣誉证书。随后，孩子

们和家长认领了自己的“责任田”，开始翻

土、播种、浇水，忙得不亦乐乎，用实际行动

为社区的夏日增添一抹绿色、一片红花。

欧美小镇社区开展了以“大手拉小

手”为主题的“美丽和谐家园，你我共同缔

造”活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增添力

量。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一起开展

小区园林护绿活动，并向孩子们讲解植树

护绿的意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棵

棵小花苗载着孩子们与家长的希望扎根

土地，茁壮成长。此次活动不仅装扮了

小区环境，还有效引导未成年人把文明

延伸到家庭和社会，达到“教育一个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文明

整个社会”的目的。 记者 程菲

为了提高文明劝导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

平，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劝导氛围，近日，新北

街组织召开文明劝导员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围绕劝导点位情况及遇到不文

明现象应如何规范劝导、劝导员队伍的管理要

求及文化精神、助力创文工作开展等内容召

开，并对文明劝导员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要充分发挥文明劝导员的职责职能，意识到

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中

的重要作用。二要认真做好文明宣传工作，引

导广大市民自觉提高安全意识、文明意识，切

实把文明劝导工作开展好、落实好。三要对所

辖范围内的行人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踩踏

花坛绿地、大声喧哗、随地乱扔垃圾、在公共场

所吸烟及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

为及时予以劝导、制止和纠正，确保环境卫生

整洁，提高市民的文明道德素质。

新北街当前着眼创文工作的开展，通过

文明劝导活动规范了各种文明行为，提升了

辖区居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改善了

人居环境，营造了争当文明人、争做文明事的

良好风尚。 记者 程菲

为提高居民的安全用气意识，近日，

新北街诺德名苑社区开展了以“燃气安

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为主题的燃

气安全宣传活动。

宣传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将燃

气安全宣传单发放给居民和商户，并

向居民介绍了燃气的特性以及简单的

识别燃气泄漏的方法。社区工作人员

反复强调，定期检查燃气具是否正常

至关重要，如发生燃气泄漏，应立即关

闭燃气表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到

室 外 拨 打 电 话 报 修 ，切 勿 在 室 内 逗

留。此次活动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意

识，丰富了社区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

邻里和睦。 记者 程菲

新北街开展“美丽和谐家园，你我共同缔造”中期宣传推广活动

人人争当志愿者 为创文添力量
日前，新北街开展了以“美丽和谐家园，你我共同缔造”为主题的中期宣传

推广之人人争当志愿者活动。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线上召集小学生、居民志愿
者，开展“最美网格员”评选活动；线下联系新新家园社区“爱骑行”社会组织、贻
正嘉合社区“剪纸公益社团”、智恩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举办各种活动等多种形
式，让居民自觉参与到活动中，为赢得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攻坚战和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水平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诺德名苑社区

宣传燃气使用安全
保障居民健康生活

爱心扶手暖民心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切

实营造社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良好氛围，

近日，新北街多社区举办了“致敬最可爱的人”

“迎‘八一’·忆军旅”退役军人座谈会 。

座谈会上，诺德名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首

先对各位退役军人代表、现役军人家属的到来

表示感谢，同时询问了大家的生活和身体情

况，希望大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积极发挥余

热，主动参与力所能及的社区建设活动。到会

代表对社区一直以来所做的工作表达了充分

的肯定，并针对今后社区的发展畅所欲言。

晓镇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杨秀杰向退役

军人发放建军93周年慰问信，询问了辖区退

役军人的生活情况，并与退役军人面对面交

流，共同探讨社区发展方向和思路。参加座谈

的退役军人对社区的关心和爱护表示感谢，纷

纷表示会一如既往地支持社区工作，为社区大

家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后，新北街各社区还将常态化开展双拥工

作，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的作用，

实实在在多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 记者 程菲

新北街多社区举办座谈会

忆初心岁月 致敬退役军人

近日，“埃克森美孚社区爱心扶手”项目启

动，为新北街迎宾园社区131个楼门安装了爱心

扶手。楼道扶手安装到位后深受居民好评。

据了解，迎宾园社区多为老旧小区，60岁

以上的居民住户较多，其中空巢老人和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也很多。由于楼道入口处一楼楼梯

没有扶手，给老年人上下楼带来了不便，同时也

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迎宾

园社区居委会联合鹤童老年基金会和爱心企

业，在社区楼栋出入口安装了爱心扶手。“以前

没有扶手的时候上下楼总担心摔倒，装了扶手

后觉得太方便了。”居住在迎春里小区的一位老

奶奶表示。

今后，迎宾园社区还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

服务居民，为老人提供关爱与帮助，为社区老年

人构建舒适安全的社区居住环境。 记者 程菲

骑行队员宣传创文骑行队员宣传创文 社区供图社区供图

社区老人用上扶手满心欢喜社区老人用上扶手满心欢喜 社区供图社区供图

三、制度优势
培育公民道德意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最根

本的制度优势，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自

我完善和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等诸多方面。对于培育公民

道德意识，制度能够发挥显著作用。加强

制度建设，发挥制度优势，是培育公民道

德意识的主要渠道。应着力加强三方面

制度建设，其一是公民道德教育制度，加

强对公民道德的教育引导；其二是相关法

律法规制度；其三是舆论宣传制度，宣传

真善美，抨击假恶丑。

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常态化防控仍在

继续。但几个月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党

中央领导下，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弘扬

抗疫精神，将大德、公德、私德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

行公民道德，将道德的力量融入我们的血

液里，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取得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

（作者单位：滨海新区区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