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调解矛盾纠纷的过

程也是给群众进行政策和法治

宣讲的过程。在调解过程中，可

以引导居民自觉利用法律来寻求

解决问题，而不是意气用事。”

廖建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介绍

说，为了更好地调解纠纷，司法

所联合镇综治办、镇政府组成

了矛盾纠纷处理协调小组，围绕

征地拆迁、安置就业、劳动争议

等热点纠纷，集中开展排查调处

工作，促进各类矛盾纠纷及时就

地化解。

同时，东山司法所工作人员

还深入到各村（社区）指导人民

调解规范化建设，同时坚持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实行每月一

排查，及时化解矛盾。仅 2018

年，全镇共摸排矛盾纠纷 602 件，

预防矛盾纠纷 589 件，成功调解

589 件。

除了纠纷调解，普法宣传工

作也是东山司法所日常工作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纠

纷发生率，提高基层老百姓的法

律意识，必须要加强普法宣传工

作。”廖建告诉记者，东山司法

所近年来通过法律宣讲、张贴

标语、悬挂横幅、下发法律材料、

制作法律板报等形式进行普法

宣传。同时，东山司法所还先后

组织开展了镇领导及公务员学法

考试，发放《干部学法用法手册》

400 余册，以提高基层领导干部

的依法行政能力。

司法所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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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司法厅携手今日女报全媒体推出

走进华容县司法局东山司法所

仅一年，他们调解了142 起拆迁矛盾

等了十年，她为 72户古稀老兵圆“电梯梦”

“感谢廖所长，多谢您
的热心帮助，帮我们要到
了拆迁补偿款。”这是长江
村村民陈欢（化名）对岳
阳市华容县司法局东山司
法所所长廖建说的一番话。

其实，在华容县东山
镇，像陈欢一样因为拆迁
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而感谢
廖建和东山司法所的不在
少数。原来，近几年，东
山镇引进了核电站、风力
发电等项目，征地拆迁接
踵而至。房屋一拆迁 , 房
屋产权归属、家庭邻里纠
纷也随之而来。廖建精准

“释”策，带领东山司法所
用情理和政策妥善调解了
许多拆迁户的矛盾。东山
司法所也先后被省司法厅、
县司法局评为“湖南省规
范化司法所”、华容县“双
十佳”政法先进单位。

用心倾听，精准“释”策

“拆迁调解工作难！但是，

只要用心去倾听拆迁户们的心

声，去宣传法律法规，一定会

有解决办法。”11 月 24 日，华

容县司法局东山司法所所长廖

建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起拆

迁调解案件，深有感触。

拆迁户的情况千变万化，廖

建的战术就是精准“释”策。

“首先，你要把拆迁户的‘家底’

摸个遍，用心去读懂他们的故

事，了解他们的需求，再通过

政策解释破解纠纷。”

2018 年初，为了保护小墨

山核电厂址，当地政府决定对

农户集中安置。长江村二组村

民陈欢（化名）因为拆迁征地

款的分配问题找到了廖建。

到达现场后，东山司法所一

行人通过调查了解到了矛盾的

焦点：一组的村民认为陈欢一家

一直居住在二组，应该到二组分

配；二组的村民认为陈欢不是二

组的户籍，应该到一组分配。

“拆迁产生的矛盾，多数是

由于拆迁户对政策不了解造成

的。”廖建告诉记者，了解到情

况后，他安排专职律师找到相

关的法律条文，并赶到国土等

相关部门了解最新的拆迁政策。

“一组说得有道理，二组说

得也有道理。”廖建和东山司法

所工作人员在现场稳定大家情

绪后开始针对村民关心的问题，

逐条解读拆迁政策，“涉及土地

的承包、流转、征地款分配应

该是由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

自治法》的规定来处理，但是

陈欢一家人在使用土地的二十

五年期间，每年都按时缴纳相

关费用，不能说不享受征地款

的分配款，根据《国土资源部

关于土地确权的规定》：连续使

用土地超过 20 年的，权属由现

在经营者所有。”

随着法律的讲解，村民们逐

渐摆正心态，并达成一致意见：

陈欢享有一组土地的征用款分配

和二组土地征收后调整土地时的

分配权，双方当场签订调解协议。

一场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矛盾得到了化解。

解决拆迁矛盾，除了要讲政

策，也要重情理。廖建告诉记者，

有的拆迁户家中条件困难，他和

司法所工作人员，自掏腰包为其

添置衣物和生活物资；有的拆迁

户出行不便，他们当司机，接送

拆迁户去镇里、村上调解签约。

在廖建和东山司法所工作人

员的努力下，拆迁工作得到有

序推进。据统计，截至 2019 年，

东山司法所共参与调解因征地

拆迁引发的矛盾纠纷 142 起。

每月排查，及时调解

廖建到村民家
中了解情况。

最近，长沙 72 岁的老兵胡

大爷称了心——在外寄居 2 年的

他，终于回到了长沙市南湖军队

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

“南湖干休所”）里自己的家。与

之前不同，这次回五楼的家是“乘

电梯上楼”。进门前，他忍不住

在社区微信群里赞叹：“坐电梯

回家真是一种享受。”

看到这句留言，南湖干休所

所长周莹会心一笑。

南湖干休所是一片建于1996

年的老房子，里面住着 72 户离

退休军人或遗属，住户平均年龄

81.2 岁。近十年来，住户年事渐

高，在高层的老人因下楼不便，

几乎被困在了家里，日常用品、

蔬菜水果都只能让子女、小贩送

上楼，就连下楼晒太阳都是一种

奢望。为此，不少人外出租房，

或者跟子女同住。

甫一上任，周莹就谋划怎么

给老房子装上“新电梯”。可别

小瞧了这件事，长沙市自2018

年年初正式施行《长沙市既有多

层住宅增设电梯管理规定》，很

多老旧小区都跃跃欲试，但能安

装成功的没几个，南湖干休所是

首批“吃螃蟹的人”。

第一难，就是统一意见难。

安装电梯虽然高楼住户呼声高，

可一楼、二楼的住户大都持观望

或反对态度。一位一楼的住户对

周莹说：“装了电

梯，窗户打不开，

每个人都从家门

口过，隐私全没

了。”周莹回应道：

“您的顾虑我们

会尽量在设计上

避免，但您想想

楼上那些八九十

岁的老人，您的

同事、战友，被

困在家里不能出

门，基本自由都

受限。如果您住在高层，又怎么

想呢？”这位住户陷入了沉思。

就这样，花了半年时间，72

户住户全部在同意安装电梯书上

签了字。接下来，每一个设计、

安装、后续管理方案均经过了这

样一个流程。“每个住户都签了

一本书。”周莹笑着说。

第二难，就是安装难。老旧

楼房电梯怎么装？整个长沙都没

有可以模仿的样本。施工方提供

了第一个方案：半层楼梯，将电

梯出口开在两层楼的楼梯中间。

有人觉得很鸡肋，因为有些老人

连半层楼也上不去。施工方又提

供了第二个方案，将半层楼梯改

成坡度，可是坡度怎样设计也无

法低于 30 度。周莹考虑到，对

坐轮椅的老人来说，坡度太高是

极大的安全隐患，没有同意。施

工方又提建议，把电梯门出口放

在住户的厨房或者客厅，这一方

案同样被住户们集体反对。

“就这样来回召集住户代表

开会，一遍一遍过不同的设计方

案，最终确立了现在这种，在保

留消防通道的情况下，改变公共

区域，做到了电梯平层。”周莹说。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周莹每

天都要巡视好几遍。今年11月

11日，等了10 年、劳神了近 2

年的电梯终于安装成功。电梯启

动上升的霎那，周莹悬着的心放

了下来，而老人们则奔走相告，

“他们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

在小区的微信群里，一名离

休老干部深情写道：“老同志乘

坐电梯，奔走相告，心情激动，

离家出走的，有家可归了，长期

困在家中、很少下楼的老同志，

可以轻松下楼了，生活品质得到

了显著提高！他们晚年生活从此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不忘初

心，踏踏实实为服务对象做点实

事，就诠释了使命的伟大！”

令周莹骄傲的是，他们的电

梯设计方案不仅得到了住户的点

赞，而且吸引了长沙一些老旧小

区业委会代表、电梯企业的技

术总监，以及湖南大学土木建工

团队前来参观考察。

“我们南湖干休所的大部分

工作人员都是女同志，做老同

志的服务工作也更细心、耐心。”

周莹说，2016 年，南湖干休所

被评为长沙市“巾帼文明岗”。

2019 年 8 月，长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荣爱华
在周莹（右一）陪同下调研项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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