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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家长里短，他像水一样润物无声；
面对剑拔弩张，他像山一样坚忍不拔，他让
人民调解成为百姓解决纷争的第一选择。
每年他主持调解的案件在 40 件以上，调解
成功率 98%以上，当事人履行率 100%，被当
地群众誉为“金牌调解员”。他就是平顶山
市新华区青石山街道司法所所长张向东。

近日，笔者慕名走进了青石山街道井青
社区。

今年 38 岁的张向东是“向东调解室”的
负责人，2007 年从新华区司法局到青石山
司法所任所长。“刚来基层的时候，碰到群众
纠纷，我话都不知该咋说，但一想到居民找
咱就是相信咱，咱一定得真心实意为他们服
务，把事儿办公道。你要是忽悠群众一次，
他们就不会再信任你了。”

井青社区是中平能化集团九矿家属院，
现有住宅楼 56 栋，常住居民 1442 户 4700 多
人，多为煤矿职工。2009 年底，平煤集团棚
户区改造后，社区居民告别了棚户房，搬入
了 23 栋崭新的楼房。张向东告诉笔者，“随

着居民陆续搬入新居，装修、买卖房屋、房产
继承等矛盾纠纷日渐多起来，调解工作应接
不暇。有时像楼顶安装太阳能这样的邻里
纠纷，一天就要调解两三起。那时就想着专
门成立个调解室为群众服务。”

2011 年 1 月井青社区“向东调解室”正
式成立，这是新华区首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
调解工作室。张向东任调解室负责人，并聘
请社区网格管理员、老年义务巡逻队的队
员、社区民警等 16 人作为调解员，建立了统
一接案制度、例会制度、分级负责制度、回访
制度和疑难纠纷报告制度。

“调解纠纷一定要讲究方法，很多矛盾
纠纷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多是为了挣‘面
子’，要学会倾听，学会疏导。”张向东介绍着
他的调解经，“小矛盾要是处理不好，很可能
升级，要么打官司，要么‘民转刑’，会让双方
心里永远有‘疙瘩’，不利于和谐呀。”

去年 10 月，该社区某 6 楼业主房屋装修
后，直接从屋内向楼下抛掷一捆装修废料，
恰逢小区住户李女士骑自行车从楼下经过，

仅差一步，幸未砸伤。李女士和孩子受到惊
吓，气愤不已，但对方蛮不讲理，双方吵了起
来。社区老年巡逻队员张丙申说，“当时正
在巡逻，见那个女的正要联系家人过来打
架，我马上打电话让向东过来。他过来后讲
道理、说法律，批评教育，那个业主才算承认
了错误，避免了一场斗殴事故。”

“向东懂法律，能说到点上，又是司法局
派下来的干部，人还实在，群众信得过。”社区
居民徐永山告诉笔者，随着“向东调解室”的
名气越来越大，周边村子的居民遇到纠纷也
都前来求助，一定要让张向东给评个理儿。

2013 年 3 月，张向东又在青石山街道胡
庄村建起了第二个“向东调解室”，并吸纳 2
名村干部和 3 名德高望重的村民作为调解
室的新成员。

每周一上午和周二下午张向东分别在
胡庄村和井青社区的“向东调解室”召开调
解人员碰头会。在会上，他担任辅导员，详
细为调解人员讲述法律知识，探讨调解方
法、分享调解经验，并与他们交流调解过程

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在调解纠纷中，张向东不断拓宽调解思

路，创新调解方法，总结出了“听、看、疏、问、
理、调、结”的“七字调解法”。同时，张向东
和义务调解员在社区巧用同乡同根的“乡
情”开展调解，在村上巧用同宗同族的“亲
情”开展调解。

据统计，7 年来，张向东共参与调解各
类矛盾纠纷 867 起，制止群众打架斗殴 37
起，代写法律文书 267 份，在“向东调解室”
里 共 调 解 案 例 143 件 ，成 功 率 达 98% 以
上。张向东也获得了全省人民调解能手荣
誉称号，他所在的司法所被评为省人民满
意政法单位。如今，青石山街道的群众只
要遇到个烦心事，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张向
东，“向东调解室”已成为该街道老少皆知
的品牌。

“社区就像社会的细胞，我不能因为事
情琐碎而懈怠，只有让家庭和谐了，邻里和
谐了，社区和谐了，才会有整个社会的和
谐。”张向东如是说。⑦3

近年来，“雾霾”天气走进人们的
生活。雾霾连日笼罩在华北地区的
北京、石家庄、郑州等各大城市的上
空，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针对雾霾
天气，保险公司在关注，一些保险公
司的雾霾险相继上线。该险种只要
连续 5 日空气污染指数监控大于
300，保险公司将给付 1800元污染津
贴。这个险种，对于在雾霾天气奔波
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应该是一个福
音，可始料不及的是，该产品服务推
出刚满一周，即被有关部门叫停。

作为一种贴近民生、社会关注
度较高的险种，雾霾险为何会被取
消？有学者认为，雾霾的产生，属于
自然现象，属于不可控风险。雾霾
险也应该在充分论证后，才能推
出。其实，就像地震、海啸等自然灾
害一样，人类也无法完全掌控其风
险，却有巨灾保险险种。

其实，雾霾险的推出，虽然还有
许多待完善的地方，但保险业在产
品创新上所作出的努力，还是应该
得到肯定的。

首先，率先推出雾霾险，是保险
公司适应市场需求、勇于创新的一个
表现，这使保险更接地气，与人们的
生活更为贴近，保险产品由此而更显
出人性化的气息，更具亲和力。

其次，雾霾险的推出，反映的是
保险设计“小众化”和产品细分化的
趋势，这本身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市场对保险产品需求更加多元
化，小众化和个性化的保险产品能

够与这种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相匹
配。此外，这一险种的推出充分说
明了如今中国财险市场活跃的创新
氛围，展现了保险公司快速应对新
风险的能力。

不可否认，雾霾险保险费率的
制定并没有精确的历史数据在背后
支持，这会对该险种的定价带来显
著困难。毕竟雾霾只是近几年才出
现的一种恶劣天气，对于人们身体
所造成的伤害，没有相关的赔付数
据做理论支持。但任何一张保单，
任何一个险种，均经历了从无到有
的过程。精算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损益的发生，在开始的阶段是无法
获知的。但即使没有数据也阻挡不
了行业创新的脚步。

保险创新基因与应用场景应该
充分联动，这话有点专业，其实说白
了，就是老百姓认可的险种，就是市
场需要的险种。最早的货运险只是
对人们财产的保护，而近年却有不
少保险公司推出了所谓的爱情险、
鞭炮险等等，保险越卖越萌。而雾
霾险，不过是保险公司对保险市场
的一种探索罢了，虽然有人对其有
异议，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个险种确
实比较接地气，它会很实际地应用
到老百姓的各种生活场景中。因
此，对待雾霾险，我们应该看到其背
后积极的、创新因素的力量，在有效
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尝试，
多积累经验。

对待雾霾险，我们应该多一些
宽容。⑦3

我叫田银枝，淮阳县黄集乡马
庄行政村马庄三组村民，我的父亲
郭成亮在我组有宅基地一宗，1992
年淮阳县人民政府为我们办理了土
地使用证，后来因我们保管不善，土
地使用证丢失。我们宅基地上原有
房屋因破旧无法居住，于 2013 年拆
除，开始翻建新房屋，其间多次遭到
邻居郭××干涉，对我们多次进行殴
打，致使我们无法施工，现在房屋建
造处于停顿状态，我们为建房购买
的水泥、大沙等原材料也已经无法
使用，钢筋也已锈蚀。

目前我们家人居无定所，在别
人家里借住，现在借住的房屋已属
危房，无法正常生活，每逢刮风下雨
我们带着孩子在院子里坐一夜，不
敢去房子里居住。严重影响了我们
一家的正常生活，给我们家庭造成
极大精神压力，孩子也承受很大压
力不敢去学校正常上学。

2007 年以来，我们多次到县、
乡两级政府上访，黄集乡政府一拖

再拖，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由于我
们土地使用证已经丢失，也无法正
常到法院起诉，我们要求土地管理
部门补办土地使用证，乡土地管理
所借口原土地登记资料被当做废品
卖掉、档案资料丢失，无法核实，不
能补办土地使用证。为此，我们多
次要求解决，同时为证明我们的土
地权属，我们出具了村保留的 1992
年乡、村两级部门丈量土地时的原
始底稿，同时出具了 1992 年当时为
办理土地使用证丈量土地时原马庄
三组组长和当时负责记录的文书出
具的证明。依据法律规定土地使用
证丢失补办，属于政府部门的法定
义务，但是政府部门对最基本的补
办土地使用证都不能及时妥善办
理，对基本的宅基地纠纷也不能妥
善解决。

现在各级党委、政府都强调走
群众路线，要为百姓办实事，而我们
却因为一个证，变得无房居住，没有
一个自己的家。⑦3

群众心中的“金牌调解员”
——记平顶山市新华区青石山街道司法所所长张向东

补办土地使用证咋就那么难

我叫温朝辉，洛阳市伊滨区寇
店镇人，是个腿部有残疾的哑巴。
我不幸因烧伤感染，引起骨髓炎，在
寇店镇中心医院诊断治疗几次，都
未能康复。后经寇店中心医院介
绍，到某国有大型企业医院三楼骨
伤科治疗，住院 41 天，花了一万多
元，做了小腿截肢手术。出院不到
两个月，病情又复发。经人介绍，
到洛阳市某省级专科医院治疗，住
院 16 天，花费 7600 元，但还是效果
不佳。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该医院
又找我要 30000 元医疗费，我实在
拿不出时，被这家医院“请”了出
来。

我父亲好不容易筹到一点钱，
但再也不敢去那些大医院了，听人
介绍，我父亲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
我送到思亲医院治疗。没有想到，
思亲医院不仅没有嫌弃我，而且院
长、医生对我特别热情，在闭口不提
医药费的情况下，就对我进行全面
检查，用心治疗。这让我们非常感
动。最后，他们在仔细检查，找到病
根后，又对我做了一次手术。不到
一个月，我的伤口基本愈合，没有发
现继续溃烂的迹象。而全部下来，
我们仅花费了不足 5000 元钱。

在我住院期间，思亲医院的夏
主任、乔医师，不仅医术高，还特别
和善。医院里的其他医护人员，也
都待我如亲人，这和我住过的其他
大医院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相比，

真令我十分感动。
虽然我的原籍不是寇店镇，是

嵩县搬迁过来的移民，但在我生病
的时候，村两委还为我垫支 4000 元
钱为我看病。不仅如此，寇店镇党
委、镇政府对我也十分关心，还专门
和镇民政所的领导商量，将我的情
况上报到区里和市里的民政局，又
给我拿出 1000 元钱的救助金，使我
的伤得以顺利救治。

我很有幸碰到这么多的好心
人，碰到这么多全心全意为我们老
百姓服务的共产党员。我庆幸我出
生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感谢我们的党和政府给我的温暖
和关怀。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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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残疾人的感谢信

我庆幸碰到这么多好心人

对待雾霾险，能否多一些宽容？
□陈开思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郑州市东
区部分运河河段污染严重。4月 8日，
大量的红色河虫汇集东风路桥下的河
中，像水底火焰般来回游动，漂浮的生
活垃圾也无人打理，到此休闲的市民
发出无限感慨：“这么美的河水，居然
出现如此堵心的场景。”游人很迷惑，
居住在这里的市民更是无奈。

打造魅力郑州绝非易事，希望有
关部门别让市民对家园失去信心。⑦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清明小长假，记者途经许昌禹州市鸿畅镇楼
子赵田沟村，发现村东头一大片耕地中“长出”一
家木板加工厂。这个加工厂周围，工厂占用的耕
地上堆满了木材，院内锅炉冒出阵阵黑烟，散发
着刺鼻的气味。

当地的村民讲，这个木板加工厂属于“三无”工
厂。占用耕地4亩、村里老矿院地5亩左右，没有任何
手续。

当地百姓也曾给当地相关部门多次反映，但
这个既污染环境，又耗能的非法加工厂却在耕地
中“挺立”，继续生产着。⑦3本报记者 刘勰 摄

郑东新区
运河水污染

像水底火焰般来回游动的河虫。

耕地中“长出”木板加工厂

美丽的郑州东区，运河水畔的家园。

用手在水中一捞用手在水中一捞，，就满手掌红虫了就满手掌红虫了。。红虫与垃圾漂浮河面红虫与垃圾漂浮河面。。

□本报通讯员 王建勋 宋乔刚 苏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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