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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6 周年，也是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
展“枫桥经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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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肖跃鹏的精彩调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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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意外身亡家属挟尸讨说法
调解步步为营辩理明法化纠纷

人民调解员风采
肖跃鹏，现任邵阳市洞口县石江镇人民

调解委员会主任，洞口县司法局石江司法所

所长。从事人民调解工作6 年，调解矛盾

纠纷300余件，调解成功率99%。曾被授予“洞

口县十佳人民调解员”称号，并获得洞口县

人民政府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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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跃鹏
2018 年 9月2日凌晨4时左右，洞口县某

页岩砖厂发生一起意外，38 岁的女工张阳（化

名）在筛沙机边作业时意外跌落身亡。

家属闻讯后，便聚集在石江镇卫生院挟尸

讨要说法，我和镇政法武装委员、派出所长等

一起紧急组成临时工作组进行调解。

调解由政法委员主持，我主要负责法律政

策解释和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随着众人

一一落座，我在死者家属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

身影——陆伟。

我和陆伟亦师亦友，在私下场合，我更愿

意称他为“师父”，他是一家法律服务所的主任，

有着二十多年的执业经验，今天他作为死者家

属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来到现场，我知道

我们将要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

调解会上，陆伟代表死者家属陈述了观点：

本案应当按工亡事故进行定性。由于用人单位

没有为职工购买工亡保险，那么应当由用人单

位即砖厂承担相应的赔偿。《工伤保险条例》

有明确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上一年度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倍，这是

全国统一标准，无地域差别，数额是727920

元。另外，死者供养亲属 6人，按照法律规

定，死者配偶享受抚恤金为死者生前平均收入

的40%，其他亲属为30%。按二十年算，供养

抚恤金至少也要72万元。考虑到死者家属丧

失亲人的精神痛苦以及丧葬费用等，就高不就

低，共要求赔偿200万元。

陆伟的发言井井有条，似乎滴水不漏，可

以看出他是深谙此道的人。但从调解角度看，

他说的这个赔偿额度显然太高了。

听到这个赔偿数额，砖厂老板有些无奈地

说：“我对案件的定性没有异议，同意参照工

亡事故进行赔偿。但砖厂刚刚开工还没一个月，

还未产生收益，砖厂顶多能赔偿50万元，希

望调委会能秉公处理。”

这种工亡赔偿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和关

键是赔偿金额是否能达到双方当事人的心理预

期。当在座的每个人都感觉到精神疲惫时，调

解组决定采取“背对背”的方式进行调解。

午后，我们找到陆伟和张阳的丈夫彭喜（化

名）。我笑着拍了拍陆伟的肩膀说：“陆主任在

这方面是老把式，我得多向您学习才行。刚刚

我也接触了一下砖厂那边，他们提出了两点看

法：一是认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的标

准。二是认同将死者的两个儿子作为被供养人，

但反对将彭喜和死者的父母、有智力障碍的弟

弟作为被供养人，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陆伟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自信地说：“这

不可能，我说的都是有法可依的。” 

我对陆伟的反驳早有准备。我接着说：“根

据相关文件规定，要将死者亲属列为被供养人

计算抚恤金，应当确认死者亲属同时具备两个

条件：第一，被供养亲属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由

死者生前负担的。第二，被供养人无生活来源。”

陆伟不做声了。我继续说：“张阳的丈夫彭

喜，虽然被权威医院确诊为肝硬化，经过鉴定，

可以被证明为失去劳动能力，但事实上，彭喜

在砖厂工作，每月有近3000元收入，家里还养

了500多头猪，这怎么能说明彭喜主要生活来

源依靠张阳？张阳的弟弟张英（化名）虽有智力

障碍，但并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张英还在

张阳的养殖场帮忙，领取报酬，同样不能被列

为供养亲属。张阳有三姐弟，目前也没有充分

的证据证明她父母的生活主要来源于张阳。”

我的话果然击中了陆伟的逻辑要害。我明

白，死者的亲属对他是高度信任的，我攻克了

他，就等于做通了家属们的思想工作。

陆伟深吸了一口气，半晌没有说话。良久，

他用笔在纸上划拉了几道：“我们这是调解，

不是在法庭上针锋相对。调解嘛，可以在法

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协商。抚恤金这个事，主

要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尽量为死者家属考虑

多一点。这点初衷，是大家应该坚持的原则。”

他这话一说，我就知道我的观点基本被

接受了，心中一喜。我又对彭喜说：“法不外乎

人情，虽然老彭你和你内弟不能被列为被供养

亲属，但你岳父岳母年事已高，两个儿子还未

成年，我建议不妨参照交通事故中的被扶养人

生活费的标准计算最高年限（20 年）。合计起

来整个赔偿的数额大概在 95万元，你们参考

一下，回去商量商量。”

在我说话的同时，陆伟一直在用笔计算着

我说的数据，待我说完，他也算得差不多了，

结果跟我说的数额相差不大。彭喜这时也将目

光投向了陆伟，陆伟苦笑道：“一下子缩减这么

多的诉求，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啊！”听到他的话，

我松了一口气，这回合和陆伟的交锋结束了。

经过连续几天几轮的思想工作，张阳的家

属同意将赔偿诉求降低到90万元，而砖厂老

板表示愿意承担80万元的赔偿。还有10万元

的差距，但并不算大。此刻政法武装委员再次

出面，提出双方再折个中：85万结案。

之后没有经历太多的波折，最终的赔偿数

额也定格在了85万元。我拿着打印好的人民调

解协议书，引导当事人挨个签字和按了手印，一

起工亡事故赔偿纠纷终被人民调解妥善化解。

我的
日记

扫一扫，看《我的调
解日记》专栏文章

湖南邦德利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谢花）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探

索非遗传承发展方向，3 月 4 日，

湖南省妇联宣传部、郴州市妇

联相关负责人来到郴州永兴大

布江布绣传习所，展开了“互联

网 + 巾帼扶贫创新创业模式研

究”实地调研。

据了解，2012 年，大布江布

绣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 护项目。2015 年，该 项目

被湖南省文化厅推荐到澳大利

亚参加国际文化交流。通过实

地考察，调研组初步达成共识，

将以郴州永兴大布江拼布绣作为

“互联网 + 巾帼扶贫创新创业模

式研究”的研究定点，各级妇

联组织整合政府、高校、互联网

平台等相关资源，尽快制定总体

行动方案。

健康、教育、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关照中国妇女儿童
据《中国妇女报》消息 加

强困境儿童保障，加强妇幼保

健服务，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

量的教育，保障妇女、儿童、老

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支持群团

组织更好发挥作用……3 月 5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多项内容涉及妇女儿

童健康、教育和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坚决

防止和纠正就业中的性别和身

份歧视。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

1000 亿元，用于 1500 万人次以

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

培训。

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

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

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

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

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

全保障。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

给，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

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

家长放心，政府都要支持。

药 品 疫 苗 攸 关 生 命 安 全，

必须强化全程监管，对违法者

要严惩不贷，对失职渎职者要

严肃查办，坚决守住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的防线。适当提高城

乡低保、专项救助标准，加强

困境儿童保障。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

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

织更好发挥作用。

“百城万村”家政扶贫，湖南试点有“心得”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尹

盛鹏）近日，“百城万村”家政扶

贫试点示范国际合作项目调研组

在长沙举行座谈会，商务部交流

中心副主任张翼对湖南省商务厅

积极探索“省家协组织发动 + 女

性全媒体宣传扶志 + 就地家政

培训扶智 + 多业态企业就业扶

持”的家政扶贫模式和工作成

效予以了充分肯定。

“百城万村”项目由商务部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实施，

旨在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精

准扶贫。2018 年，湖南被 列为

试点省份之一，省家协积极组织

发动，并依托今日女报 / 凤网全

媒体，深入石门、桑植、永顺、

龙山四个贫困县，开展免费的育

婴、保洁技能培训，共培训服务

人员 315 人。同时，每次开班，

省商务厅、省家协都联合组织企

业开展现场招聘，先签约、再培

训，截止 2018 年底，项目共就

业 280 人，就业率超过 90%。

湖南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处

长马宏平主持会议。湖南省家

庭服务业协会秘书长杨飞、副秘

书长朱斌、凤网 e 家运营总监黄

晓云等提出一系列建议，主要

包括加快建立服务人员诚信、法

律维权体系，加强社会舆论引导，

实行标准化培训教学，完善相关

政策、对企业扶贫工作予以适当

支持等。

金职伟业董事长彭英表示，

公司对前来学习的贫困女性、军

嫂、残疾人等免收费用，除安排

专人进行业务指导外，还给予一

定生活补助，同时将其作为员工

制学员，学成后推荐至门店工作，

以知识与技能的力量帮助她们改

变现状。

“互联网 + 巾帼扶贫”调研走进郴州

遗失
启事

航拍张家界峰林 云雾缭绕如画卷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吴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