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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梁园区观堂流传着一句
话“ 哪 里 有 纠 纷 ，哪 里 就 有 孙 红

丽”。孙红丽是观堂司法所长兼调委会
主任。作为司法所所长、人民调解委员会
主任 ，她调解了无数起矛盾纠纷，为了维
护群众利益，她常年奔走在大街小巷，老百
姓都亲切地称她为“女调解能手”。由于工
作突出，她于 2012年 9月获得“全国优秀人
民调解能手”荣誉称号。

2013年 4月，孙红丽在排查矛盾时，了
解到杨庄村魏、宋两家因土地纠纷未能解
决，并发展成为一起信访疑难积案。对
此，她不顾困难，毅然决定化解此纠纷。
经认真了解，魏、宋两家因一处宅基地和
2.8 亩废闲地使用权问题发生纠纷，后经
两次联合执法，宅基地问题得到圆满解
决 ，但 2.8 亩 废 闲 地 调 解 没 能 使 魏 某 满
意。从此，魏某和丈夫多次赴省、市、区信

访部门上访，并扬言：问题得不到解决就
在北京租房常年上访。为消除信访隐患，
给当事人一个满意的答复，孙红丽到当事
人家中耐心做思想工作。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努力，她最终为魏某讨回 2.8 亩废
闲地和两万元补偿款。在司法所，魏某手
捧补偿金老泪纵横地说：“7 年的上访路总
算有了结果，俺打心眼里感谢孙红丽为俺
讨回公道！”至此，一起上访多年的信访疑
难积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5年来孙红丽把
维护社会稳定列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两年
来她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216起、涉及当事
人 426 人、涉及金额 24.2 万元、调解疑难复
杂纠纷91起、防止群体性上访13件、防止群
体性事件12件。

孙红丽为人民群众服务时把公正当作
尺子，随时用这把尺子鞭策自己，检验工

作。她觉得司法行政人员处理的每一起纠
纷、每一起案件都关乎百姓利益，关乎政法
系统的形象，要保证公平，就要“一碗水端
平”，时时用公正这把尺子衡量自己。为人
民群众服务就要把廉洁作为基准，始终保
持自身一尘不染，正气凛然。政法干警核
心价值观的确立和践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这需要有坚定的信心，十足的耐心，在
工作和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自我塑
造 。

茫茫人海，她是最普通的一员。同时也
是最骄傲的一员。司法工作虽然没有惊天
动地的业绩，没有出生入死的考验，可是这
些平凡、这些琐碎，同样可以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成为一段华美的乐章。她在用自己
的青春和热情为司法事业谱写新的奇迹和
辉煌。

（记者张妍文特约记者连欣/整理）

谢中伟，现任镇平县司法局涅阳司法
所所长。1985年，他作为转业干部复员后，
满怀一腔热情到司法局上班。经司法局安
排，他来到基层涅阳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工
作，这一干就是 29 年。29 年中，他连年被
市、县、局评为先进个人，还荣立了个人三
等功。

工作中，谢中伟狠抓司法所组织基础
和业务建设，建成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的司法干警队伍，为街道办事
处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涅阳司法所先后被南阳市司法局评为

“优秀司法所”、“文明司法所”，2009 年
又被河南省司法厅命名为“省级文

明司法所”，2000 年率先在全
省组建了乡镇司法调解

中心。
2007年 6月份的一天，西关村一女青年

因与丈夫生气服毒身亡，女方家人让男方将
丧事大操大办，双方对此问题产生了分歧。
女方娘家扬言：如果不大操大办，就组织人
到男方家大闹一场，男方则表示：“只要敢来
闹，来一个，放倒一个，来两个，放倒一双。”

他通过三级民调信息网络获取这一
情况后，迅速带领两名干警赶赴现场。女
方家人见到谢中伟说：“谢中伟，你来也不
行，今天非得让男方陪葬不可！”“那是封建
社会剥夺人权欺压百姓的行为，现在都什
么年代了，哪还有陪葬这一说？”谢中伟听
后说，“现在天气这么热，你忍心让你女儿
晒在太阳下吗？你忘了‘入土为安’这句话
了吗？咱们还是先让孩子入土为安，有什

么问题再解决。再说你们双方通过打架就
能解决问题吗？如果是男方把人逼死的，
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通过苦口
婆心的劝导，双方当事人都感惭愧，见时机
成熟，他把村干部和各方管事人叫到一块，
通过协商，就埋葬一事达成了一致协议。

20 多年来，谢中伟共参与调解纠纷
1000余件，调解率达 100%，调成率达 95%以
上。调解工作的有效开展，使一对对因家
务琐事而分手的夫妻破镜重圆；一起起动
物伤人、宅基侵权、土地边界、赡养、通风采
光等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双方当事人由
怒目相视，到握手言和。这里面无不渗透
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记者 张妍文 特约记者 连欣/整理）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
员 刘卫军）在 11月 6日下午举行
的鹤壁市公安局“向人民报告”办
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议
情况反馈会上，鹤壁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吴广庭要求全体干警
要虚心接受、正确对待各级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和建议，全
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为加强全市公安机关的行风
建设，今年 9月份以来，鹤壁市公
安局组织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和广
大公安民警广泛征求各级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对公安工作的意见
建议。全市公安机关在认真疏理
的基础上，对代表、委员所提意见
建议进行认真整改。

当日反馈会上，吴广庭首先
对与会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长期以来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
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公安机
关肩负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
安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衷心
希望今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公安
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各级公
安机关要虚心接受、正确对待各级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和建
议，高度重视，及时解决，迅速反
馈，并将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馈办理
意见建议情况和报告公安工作形
成制度，以认真解决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落实改进
公安工作的各项措施，提升公安工
作和队伍建设水平，更好地打击犯
罪、全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鹤壁市公安局
虚心接受代表、委员监督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陈文 朱丹 高丽娟 /文
图）“请问一下，只要参与办事处、社区组织的志愿者活动，
就可积分兑奖吗？”“调解邻里矛盾就可以积分？”“我是外地
在许昌市区务工的，也可以报名当志愿者吗？”

11月7日上午，许昌市魏都区文峰办事处在许昌市文峰
广场上举办爱心超市兑奖活动。活动现场，看到不少志愿者
登台领奖，广场上的群众也积极报名应征志愿者。

去年以来，许昌市魏都区文峰办事处创新社会管理，积
极动员辖区群众参与公益爱心事业，发展了一批志愿者。
为感谢广大志愿者，办事处成立爱心超市，对爱心人士的志
愿服务活动进行积分登记，积分可在爱心超市中兑换相应
奖品，鼓励广大爱心人士参与到社会治理、爱心奉献中来。

活动当日，参与群众数百人，兑奖群众 56人。同时举
办的还有大型志愿者服务活动，共有20支志愿者服务队现
场服务，有政策咨询和免费洗牙、测量血压、理发、心理咨
询、修鞋、缝补衣服等项目，现场招募志愿者 30多名，收集
社情民意50多条。

寻找最美司法所长寻找最美司法所长 孙红丽：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部《司法鉴定人
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赵永星、徐霞、杜斌、王学如、刘丰
五、任雪玲、张振中、刘宏民、阿有梅、刘伟、张雁冰、张红岭、李娟；河南科技咨询
司法鉴定中心宋常胜、高红伟、王海燕、郭文兵、陈亮；河南新时代财税咨询有限
公司高春艳；南阳市天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龚贵宾、马森；西峡县众义
达二手车鉴定评估服务有限公司路永惠、李红朝；南阳万和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
屈非；南阳宛平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所门德军；南阳丹霞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李
玉春；南阳市天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麻建胜、郭清河；南阳科威法医临床
司法鉴定所刘延、翟晓江；周口川汇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皮精英；商丘栗诚法医
临床司法鉴定所赵永志；商丘长城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所陈文升、汪培明、张
胜全；驻马店军卫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张鹏、高玉松；驻马店永乐法医临床司法
鉴定所徐银领、王立山、甘泉水；驻马店康泰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周国明；上述41
人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已于2014年8月18日被我厅依法注销，特此公告。

2014年11月11日

河南省司法厅关于注销赵永星等41人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

定》、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

管理办法的规定，新乡牧野法

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张卫中的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已于 2014
年 9月 2日被我厅依法注销，

特此公告。

2014年11月11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张卫中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的

公 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

定》、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

管理办法的规定，河南中信达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孟祥

云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已于

2014年9月9日被我厅依法注

销，特此公告。

2014年11月11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孟祥云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的

公 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

定》、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

管理办法》的规定，河南科技

咨询司法鉴定中心高献坤的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已于 2014
年 9月 9日被我厅依法注销，

特此公告。

2014年11月11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高献坤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的

公 告

为方便果农进城经商，并有效遏制农用车违法载
人、占道经营、闯红灯等交通隐患的发生，义马市交警大
队与市政部门协调设立果品销售点，规范经营、停车秩
序，并在销售点进行交通法律法规宣传。图为11月10
日，在果农便民销售点，民警正给果农宣传农用车违法载
人的危害。 记者马建刚特约记者李健摄影报道

“超市”不卖东西只兑爱心

许昌市魏都区文峰办事处新许社区为调解志愿者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