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塘镇联合中塘派出

所、栖凤派出所在张港子村委会开

展“防风险，保平安”消防宣传培训

活动。活动现场，消防支队工作人

员结合具有代表性的真实案例，就

火灾起因、火灾预防、火灾救援、初

起火灾扑救等知识做了详细说明，

并对逃生知识做了特别的讲解。

培训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进行了

灭火实操演练。此次活动进一步

推动了中塘镇消防安全工作的开

展，提高了群众的火灾防范及处置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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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嘉园社区马茹芸：
换位思考体谅当事人心情
“在基层调解工作中，我面对的大多

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当事人难

免会有偏激情绪，有时甚至会因为误解口

不择言。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体谅当事

人的心情，不反驳、不抱怨，等到当事人情

绪稳定下来后，再开始平心静气地做工

作。”马茹芸说，这是她从事基层调解工作

的经验。

一次，居民郭某家后院进行翻盖，在

拆除的过程中，施工人员不慎将邻居赵某

家后院房顶拆掉一块。赵某非常气愤，多

次找施工方理论，要求对破损处进行修

复。但施工方却不予理睬，赵某情绪激

动，与施工人员发生争执，双方破口大骂。

马茹芸听到争吵声，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眼看着双方摩拳擦掌，马茹芸赶紧

上前制止了争吵，并安抚双方情绪。在

了解情况后，她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站

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但当时双方

都还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去劝，闹了个

不欢而散。

马茹芸知道这很可能是暴风雨前的

平静，矛盾一时不化解，纠纷就可能升

级。于是她再次分别找到郭某和赵某两

家。交谈中，她发现郭某是对赵某的态

度不满，认为其如果心平气和地说，肯定

会让施工人员维修；而赵某则认为维修

就是一把水泥和沙子的事儿，迟迟不修

很让人生气。于是，马茹芸就从各个突

破口入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从责任划分以及邻里关系两个角度

给双方做工作，很快就促成了双方的互

相理解。

北仑里社区张鹏：
甘当矛盾纠纷“润滑剂”
张鹏所在的北仑里社区内大多为老

旧小区，居民以退休老人和周边市场商户

租户为主，人员复杂、流动性强，家长里短

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

曾经，居民高某因为自家房屋小，就

把做饭的土灶台放在房外使用，由此产生

明火及污染空气的煤烟。楼上邻居苦不

堪言，挨呛不说，更担心有火灾隐患。邻

里纠纷一触即发。

北仑里社区调委会接到居民投诉后，

对该问题高度重视。当天，张鹏和社区调

解志愿者就来到高某家与之谈心。开始，

高某听闻有人举报，情绪激动，辩解称“使

用土灶台是为了省钱，是邻居无理取闹”，

双方僵持不下。张鹏和同事们分析，事情

并不大，关键在于双方的对立情绪。于

是，他们坚持法律优先、情理并重，从安抚

当事人的情绪入手，倾听双方意见，并帮

助当事人双方分析案件的利弊，让委屈得

到释怀。最终，经过十余次“亲情式”的调

解，双方互相谅解，高某也同意将土灶台

撤走。就此，因土灶台引起的纠纷被化解

在萌芽状态。

新开里社区于妍：
真情调解感动居民

今年开春，新开里社区启动改造，随之

而来的是一系列矛盾与纠纷。每天打到居委

会的电话最多的就是反映施工队刨地将独

立下水、污水井破坏，不能正常用水等问题。

7 月 1 日 21 时许，于妍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新开里1栋一位居民来电，表示自

家的独立下水被施工方损坏，导致不能正

常用水。她独自和施工工人多次沟通未

果，并产生小摩擦，求助于妍协助解决。

作为一名人民调解员，同时又是一名网格

员，于妍用最快的时间与施工方取得联

系，并帮助这位居民解决了问题。

于妍经常调侃自己和同事“多管闲

事”。今年6月份的某天半夜，居民微信群里

有人发消息称，某家两口子半夜吵架，又是

摔东西又是哭，最后居民们没办法，只能报

警。转天一上班，于妍和同事就走访了周围

居民，并找到了当事人进行调解。知道自己

的行为给居民们造成了困扰，夫妻二人很是

惭愧，也被社区人民调解员细致的工作感

动，表示以后一定理性沟通，不再扰民。

海滨街联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带动民风转变

“文化惠民”有阵地 文明新风扮乡村

铿锵的锣鼓、悦耳的京胡、自然的唱

腔……连日来，在海滨街联盟村文化广场

上，该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艺汇演活

动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以色彩缤纷

的服装、靓丽动人的妆容、精湛纯熟的表

演，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场视觉盛宴。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惠民”活动

仅仅是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的一

个小小缩影。联盟村充分运用现有的党

群服务中心职能，整合党员活动中心、青

少年活动阵地、妇女之家、半边天家园、红

白理事会等阵地和资源，以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为根本，通过

宣讲道德模范、修订村规民约、展示文明

成果等方式，组建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队

伍，全面打造阵地建设，营造文明氛围，常

态化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打通文

明实践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自5月份建立以来，联盟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全力承接文明实践专项服务队

和文明实践便民服务队的活动，协助专项

服务队分别开展了“天天蔬果，健康你我”

大港图书馆公益讲座、“三减三健”港西卫

生院健康知识讲座、百博律师事务所“婚

姻法”知识讲座等；新区流动汽车图书馆

满载图书、期刊和各类电子阅读资源，每

周2次驶进实践站，为居民送来贴心的借

阅图书服务；新区文联戏曲协会“送文化

下乡”演出在实践站精彩上演，为村民送

上了一道丰盛的文化盛宴……

为使文明实践活动常态化开展，联盟

村鼓励村民自发成立文体队伍，为锣鼓队

提供鼓、搽等乐器，为辣妈舞蹈队提供演

出服装和平台，为老年太极队提供晨练设

备和场所等。只要是群众乐于参与、积极

向上，村里就提供必要的支持。

联盟村把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依托各民

间文艺团队，深入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化活动。“我们对村内的文艺队伍进行分

类，分别开展乡村广场舞、歌曲汇演、体育

比赛、全民阅读等多类文娱活动，尤其是

在‘我们的节日’和重要节庆日期间组织

有规模、有特色的活动，提振农村精气

神。”该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围绕百姓需求，该村还制定“服务计

划”，先后组织开展多场爱民惠民、结对帮

扶的专业服务活动。并全力推进移风易

俗、破除陈规陋习，成立红白理事会，通过

了《联盟村丧事简办管理规定》，得到了村

民的支持与肯定，带动了“民风”的转变，

让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今后，联盟村将继续秉持着“为民所

建、为民所用”的原则，充分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的阵地作用、聚力作用、辐射作

用，创新活动形式，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绽放出独特的光彩与活力。记者 李婷婷

今年5月份，作为新区11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试点之一的联盟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正式挂牌成立，成为
近距离向群众传播党的声音、弘扬时
代主旋律、引领文明新风尚、丰富活
跃群众文化生活的新阵地。

新港街14个社区调委会的人民调解员结合自身工作分享调解经验

“小故事”展现化解矛盾大智慧
■ 时报记者 张智 报道

新城镇

召开专项会议 整改安全隐患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新城镇召开

隐患整改专项工作推动会，各村居安全生

产负责人、辖区重点企业及建筑工地负责

人参加。

会议通报了辖区隐患整改专项工作开

展情况，对工作开展不力的企业及重点隐患

进行曝光，部署下阶段隐患整改专项工作。

据了解，新城镇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

故”的意识，加大工作力度、细化工作措施、

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行

业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深入排查、开

展整治，努力消除安全隐患，在坚决遏制安

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北塘街幸福城第一社区

邻里自制月饼迎中秋佳节
时报讯（记者 张玮）为营造欢乐、喜庆、

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日前，北塘街幸福城

第一社区举办了“情满中秋，爱在社区”月饼

制作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首先向现场居

民讲解了中秋节的来历以及中秋节传统文化

习俗。随后，大家用红豆沙、黑芝麻、莲蓉、冰

皮粉等材料和模具，从和面、擀皮、包馅到刻

模，大家一步步体验制作冰皮月饼的每一

个环节。现场充满了浓厚的节日气息。

此次月饼制作活动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文化，丰富了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拉近了

邻里之间的关系。

中塘镇

开展入户宣传 守护舌尖安全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中塘镇开展

食品安全入户宣传活动。各村食品安全协管

员深入辖区发放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单、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宣传品，讲解食品安

全的重要性，号召辖区食品经营者诚信守法

经营。同时，工作人员还从如何预防家庭食

物中毒的发生、食物中毒后的应急措施、如何

从营养学的角度选择安全的食品等方面向辖

区居民详细介绍了相关食品安全小常识，受

到居民们热烈欢迎。本次活动的开展不仅增

强了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同时

预防和减少了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守护居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小王庄镇

召开安全工作部署会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小王庄镇公

共安全办组织召开全镇安全工作部署会，会

议就当前辖区安全工作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

析，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安全工作。

会议强调，要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做到隐

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发现隐患立即整改，坚决

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执法检查，

进一步夯实安全监管责任，释放安全监管效

能，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中塘镇中塘村

表彰准大学生 传播中塘正能量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中塘镇中塘

村举行 2019 年新考取大学学生表彰奖励大

会，对本村21名考上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表彰

和奖励。

据了解，经村“两委”研究决定、主要捐款

人同意和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中塘村从“中塘

之光”公益事业专项账户拿出5万元资金，分

别给予本村考上大学的学生2000-3000元的

奖励，以实际行动彰显出中塘村浓厚的乡情

关怀。

大学生们表示，将在新的人生起点上，不

断成长进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

将感恩父母、牢记家乡、再接再厉，弘扬传承

乡风文明，传播中塘正能量。

胡家园街星海苑社区

参观科技馆 感受科技魅力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胡家园街星

海苑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参观天津科技

馆。活动中，孩子们依次参观模拟驾驶、地

球万象、电磁波谱、梦幻剧场等科技展厅，了

解不同的科普知识及科学奥秘，孩子们还动

手操作了场馆的器械，亲身感受科学技术的

无穷奥妙。

此次参观活动为社区青少年送上了一场

科技盛宴，帮助他们充分体验科技的魅力，感

受科技对生活的改变，使孩子们增长了知识、

扩展了视野。

进村入户宣传“调解”

日前，中塘司法所联合彭泽律师事务

所在十九顷村村委会开展了“坚持发展枫

桥经验，打造人民调解升级版”主题讲座，

吸引了辖区内近百名村民前来参加。

活动中，彭泽律师事务所的孔希西律

师通过讲解案例，向在场的村民解读了人

民调解的概念、《人民调解法》的基本内

容、人民调解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人

民调解过程中要遵守的纪律等内容。随

后，中塘镇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介绍了

调解委员会的功能，并号召村民们认真学

习人民调解知识，积极参与到人民调解工

作中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群众。

本次“法治进乡村”活动不仅为农民

朋友送去了法律知识，还增强了大家学法

用法的意识。

除了进村入户宣传，该镇司法所还联

合中塘镇综治办、计生办、安监办在中塘

镇正兴里菜市场门口开展集中宣传活

动。活动中，中塘镇人民调解员、司法所

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志愿者们纷纷披挂上

阵，悬挂人民调解宣传横幅、设立人民调

解展台、发放人民调解宣传材料……集中

向来往的村民宣传人民调解知识，讲解人

民调解在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

要作用。活动吸引了大批村民参加，共发

放宣传资料500余份，为群众解答法律咨

询30余人次。

活动广泛地宣传了人民调解在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优势，在乡村内营造了

浓厚的依法调解氛围，提升了村民知晓

率，提高了人民调解在辖区内的影响力和

公信力。

记者了解到，该镇还采取“村民点单”

的方式，选择群众最需要、与群众生产生

活关系最密切的法律知识作为法治宣传

重点，将法律知识送进农村、送到村民手

中。并专门聘请资深律师担任村法律顾

问，每月定期现场接待来访群众，为村民

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及时化解矛盾

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主动排查矛盾纠纷

中塘镇司法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

织遍布城乡的网络优势，人民调解员来自

群众、熟悉社情民意的队伍优势，积极主

动排查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

控制、早解决。对排查出的纠纷苗头隐

患，分类梳理，建立台账，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对能调解的，及时就地化解，尽可

能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和初始阶段。

多年来，该镇司法所对群众的诉求认

真接待、及时处理，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对不适合人民调解或调解不成

的，及时导入法治轨道，引导当事人通过

仲裁、行政、司法等合法途径解决，防止矛

盾纠纷激化、转化、升级。对疑难、重大、

有可能激化或形成群体性事件的，及时预

警，主动报告公安机关和党委、政府，积极

配合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疏导化解。

大力推进制度建设

为积极推进基层法治建设，中塘镇建

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建设治理体系。

该镇按照“谁执法谁普法”原则，大力推进

制度建设，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坚持做到年

初有计划、年中有推动、年末有考核，实现

了普法工作的规范化运转。并与各村签订

普法责任状，落实依法治理责任，确保了普

法依法治理工作在全镇的有效开展。

下一步，中塘镇司法所将继续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

强源头工作，切实把矛盾化解在早、化解

在小、化解在基层，更好地凝聚民心，不断

开创基层司法所工作的新局面。

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枫桥经验”扩大人民调解影响力

中塘镇：打造人民调解升级版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报道

今年以来，中塘镇扎实开展法律宣传进乡村暨“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打造人民调解升级版”系列宣传活动，使法治文化延伸到镇区乡村的每一
个角落，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枫桥经验”，扩大人民调解影响力。

日前，新港司法所组织开展新港街道“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人民调解在身边”
演讲比赛，来自辖区14个社区调委会的人民调解员结合自身工作，剖析典型案
例、分享调解经验、畅谈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