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19年1月10日  本版编辑／章清清   美编／熊晓丽
E－mail：zhangqq@fengone.com 新闻·资讯

本报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今日女报》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本报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本报联系：0731-82219775（上班时间）
新闻采编人员、新闻记者证、记者站管理举报电话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0731-84801000     全国新闻记者证管理及核验网络系统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 周年，也是习近平同志
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 周年。为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坚持发展“枫桥
经验”推进新时代人民调解系列会议精神，湖南省司法厅在全省广大人民调
解员中开展了“我的调解日记”主题征文活动。本报特开辟“我的调解日记”
专栏，定期推出，以展示新时代人民调解员的新风采、新面貌。今天我们讲
述的是薛志卫的精彩调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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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亿房产项目开工即受阻
纷争不断巧化干戈为玉帛

人民调解员风采
薛志卫，现任零陵区司法局七里店街道人民

调解委员主任，零陵区司法局七里店司法

所所长。他所在单位先后被评为“全国

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湖南省模范司法

所”、“全省依法办事示范窗口单位”，个人

于2012 年 获“全国人民调解能手”，2013

年获“湖南省十佳司法所所长”并荣记二等功。

调解千家事  温暖万人心

湖南省司法厅携手今日女报全媒体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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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薛志卫
这是一个几经“较量”的调解故事。

2018 年 6月15日，永州市国土资源局

零陵分局挂牌出让零陵区阳明大道东侧一块

国有建设用地，经过多轮竞拍，最终被永州

卓瑞房地产有限公司以27935万元成功竞得。

7月18日，永州卓瑞房地产有限公司在竞拍

土地上正式挂牌成立珊瑚海项目部。7月25

日上午8时，珊瑚海房地产项目正式开工。

然而9时左右，不寻常的情况出现了。

周边群众开始不断地向工地集结，到中午

11时，已经集结了近200人，他们要求“维权”。

见此情况，珊瑚海项目部工作人员立即

报警。11时15 分，辖区派出所干警、街道

办事处调解员火速赶到现场。经了解，原

来这宗地已于2013 年被国家征收，土地

款、青苗款、附属设施补偿款均已补偿到位，

这宗土地也正式纳入了国家储备土地。

但征地后，由于疏于管理，时间一长，

之前居住在此地的农民认为土地荒着也是

荒着，便在这里种菜、堆放闲置物品，甚至

挖鱼塘养鱼。如此一来，如今看到这块地

突然要动工了，老百姓就要求重新补偿，他

们是“维权”来了。

了解事情原委后，调解员便分头给“维权”

的群众讲道理做工作：这块地已经被征收，

是国家储备土地，不可能重新再征收。种

菜的立即自行处理，没有补偿；挖鱼塘的养

鱼户由零陵区政府适当补偿。把政策一讲清，

矛盾得到了缓和，现场群众也同意第二天由

推选的代表到七里店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参加调解。

然而，当天晚上10时左右，几个不明

真相的群众在少数人的挑唆下突然冲进了项

目部工地。他们剪断施工电缆线、损坏设备、

挖断道路。施工方恼羞成怒，将六名肇事

者打伤，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我们接报后再

次赶赴现场，严厉批评了肇事人员，同时将

受伤人员送到医院治疗。

第二天，调解大会如约举行。群众代表

提出，打人者要被处理，并赔偿受伤人员每

人10万元，同时还要求对征收的土地按新

的标准进行补偿。开发商方面则强调，他

们打人是正当防卫，而且对这块土地的开

发合理合法，当地群众无权阻止施工。

对此，我们也摆明了态度。是否打人、

是否该抓，由派出所调查事实后确定；受

伤人员的赔偿依法医鉴定和责任大小确定；

土地已经被征，不可能第二次重复征收。另

外，我们也强调从今天起再有任何人到工

地阻工，就由有关部门从严处理，有诉求直

接到有关部门反映或到法院起诉。

群众方的代表对我们的意见置之不理，

反而提出要开发商马上拿出60万元赔偿给

受伤人员，否则就要闹到底。双方不欢而散。

这次调解虽然没有成功，但我们也没有

急于采取下一步行动，以静制动，先打一番“心

理战”。

一个星期后，有群众开始悄悄传话：“什

么时候再组织开调解会啊？”我们看时间也

差不多了，2018 年 8月2日，便再次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

调解一开始，我们决定先发制人，首

先就明确一个原则：重新补偿政府不会同

意。受伤人员的赔偿问题，等法医鉴定结果

出来，依责任大小处理。如果不服，可以

到法院打官司维权，我们可以免费供法律援

助，但不能到工地闹事，否则有关部门一定

从严处理。这次调解会上，群众代表、受

伤人员和家属再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们再做开发商的工作。开发商也

同意我们的调解意见，表示只要老百姓

承诺不再阻工闹事，他们会让步并赔偿

相关的医疗费用。

双方有和谈的基础，8月15日，第三次

调解会议如约开始。

当天，群众代表们带来了受伤人员的住

院发票等材料。我们承诺，待依法定标准

计算出来后，会和开发商协商赔偿，但同时

也提醒他们不能再非法阻工。

受伤的人员当场感叹：“我们是受别人

的挑唆，犯了糊涂，经过你们的教育，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现在自己受了伤、吃了亏，

愿意接受你们的调解。”

8月29日下午3时，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协议，在协议书上签

字确认。开发商赔偿受伤人员医疗费、误工

费和护理费共计36000 元，区政府按照每

亩1000-2000 元的标准补偿该宗土地上的

养鱼户。

不平静的珊瑚海，经过我们一个月的努

力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的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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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我的调
解日记》专栏文章

遗失声明
 湖 南 远 泽 计 算 机 科 技

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
码  914301027722723997） 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

收据，湘财通字（2017）00149655，（付
款单位为湖南省妇联，开票单位是斑马
湖社区，金额 5 万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推“三级预防”，减少出生缺陷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李琪）

为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湖南省日前出台《湖

南省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方案》。根据

《方案》，湖南省将构建覆盖城乡居民，

涵盖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

儿童各阶段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

《方案》显示将通过一级、二级、

三级预防，减 少出生缺陷的发 生。

一级预防将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叶酸增补纳入基本公

共服务，实行免费服务，并向公众公

布获取该服务的途径和方式。积极

推广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和生

育指导“一站式”服务模式。

二 级 预 防 是 健 全 省、 市、 县、

乡四级产前筛查与诊断服务网络。

广泛开展产前筛查，普及产前筛查

适宜技术，规范应用高通量基因测

序、产前超声检查等技术，逐步实

现在自愿情况下孕妇孕 20 周前至少

接受 1 次外周血产前筛查以及孕 28

周前至少接受 1 次胎儿畸形超声筛

查。三级预防是全面开展新生儿苯

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

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葡

萄糖 -6- 磷酸脱氢酶缺乏症和听力

筛查。

南县：构建留守儿童关爱体系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蔡泽

国 冷建新）“发生火情，应该拨打什

么电话？”“我知道，打 119。”“还可

以拨打 110。”1 月 8 日，在益阳市南

县青树嘴镇新滨村“留守儿童之家”，

30 余名留守儿童围着 2 名社工老师，

抢答居家安全问题。

近年来，南县高度重视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构建留守儿童关爱

体系。在全县 12 个乡镇建设了 73 个

“留守儿童之家”，明确了 12 名乡镇

督导员、166 名村（社区）儿童主任

责任。县民政局成立了社工事务所，

由 4 名专职人员和 6 名社工组成志

愿者队伍，定期下乡为留守儿童进行

学习辅导、心理疏导，并积极引导社

会组织、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

开展活动。

冰雪消融，星城志愿者给环卫工人送温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章清

清 通讯员 刘建）冰雪消融，城市道

路恢复畅通，但人们没有忘记顶风

冒雪、默默奉献的环卫工人。近日，

为给在冰雪天气坚持工作的环卫工

人送去温暖，湖南省汽车租赁协会

的近 20 名爱心志愿者带着御寒用品，

看望了开福区望麓园街道环卫所的

环卫工人们。

在这些环卫工人当中，谭小军、

徐巧明夫妻受到了志愿者们的特别

关注。谭小军今年 62 岁，益阳人，

他和老伴 2014 年来到长沙从事环卫

工作。谭小军有个 29 岁的儿子，从

小患有先天性脑瘫，现在的智力水

平仅 2 岁左右。

因为多年来需要为儿子治病，

家 庭 经 济 一 直 比 较 困 难。 为 此，

志愿者们还给这对夫妻送去了生

活用品。

近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皇都侗寨的乡亲们在祭萨活动中举行杀年猪、

赶侗集、祭萨岁、打糍粑、喝油茶、篝火晚会、体验侗年庖汤宴等民俗活

动，吸引了省内外数千名游客。                                 （摄影 / 尹序平）

年味渐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