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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走出写字楼

拥抱大自然

□ 记者 吴雄

今年8月，家住港西镇的刘先生

来到镇上，“点名”要找调解员潘永

国。“父母身体不好，我也年纪大了，就

靠我一个人赡养老人有些‘吃不消’。”

原来，刘先生的父母养育了两儿两女，

但这些年都是由他这个做哥哥的履行

赡养老人的义务，弟妹均“不闻不问”，

“您看这事该怎么办？”刘先生向潘永

国“大倒苦水”。至于为何不找别人就

要找潘永国，刘先生说：“老潘在这里

工作那么多年了，大家都认得，他处理

了很多邻里纠纷，大家都信服，希望他

也能帮我出出主意。”

潘永国在大致了解情况后认为，

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若采用

“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方式，虽能缓

解问题但难以彻底化解矛盾，一定要

抓住矛盾产生的根源才行。

“做事不能失信于人。”这是潘永

国常说的一句话。自了解刘先生的诉

求后，潘永国便开始上门做刘先生弟

弟妹妹的思想工作。“起初，他们认为

我就是在帮他们的大哥说话，因此有

抵触情绪，直到几番接触后，才认可调

解员的‘中立’立场。”潘永国说，只有

他们打心底认可自己调解员的身份，

调解工作才算真正开始。

多次上门走访，潘永国知晓了事

情的经过：刘先生的父母与刘先生在

一起生活，并由刘先生负责照料。起

先，父母腿脚方便，生活能够自理，还

能为刘先生分担一些家务事，兄妹几

人也一直相安无事。随着父母年龄增

大，生活自理能力减退，时常需人照

料，加之因患病需医药费用，仅由大哥

刘先生一人“承担”难以为继，因此大

哥就向弟弟妹妹提议，共同赡养老

人。但弟弟妹妹均不同意，他们觉得，

父母这几年一直“偏袒”哥哥，哥哥一

定得了不少好处，所以应该由大哥刘

先生继续照料父母；如果要大家一同

照料老人，那大哥就该把父母给予的

“好处”拿出来，大家平分。刘先生则

表示，自己这几年辛苦照顾父母，哪来

什么好处？双方各执一词，矛盾越积

越深。

经调解，兄妹四人对如何“赡养老

人”达成共识，愿意共同照料，但前提

是大哥必须把父母给予的“好处”拿出

来。见事情有了转机，潘永国赶紧询

问刘先生，到底父母有没有给他“好

处”？刘先生说，父母财务方面的事宜

确实是他经手操办的，但父母的钱都

用在了他们生活、医药费等方面的开

销。潘永国随即将这一情况告诉老人

其他子女：“老刘这几年给父母的花销

也不少，拿钱出来就算了吧，还是想想

今后怎么照料老人吧。”见兄妹几人均

不接话茬，潘永国当即提议，老人由刘

先生照料多年早已习惯，继续延续即

可；至于生活、医药费用等就由兄妹4

人一同分担，毕竟赡养老人是子女应

尽的义务。“就按老潘说的办吧。”兄妹

4人在短暂沉默后，终于发声表示同

意，一场风波就此消散。

潘永国曾任职于港西镇安保部

门，工作雷厉风行。自从2010年11月

成为一名专职调解员后，潘永国好似

转了性子。“作为调解员，一定要有耐

心，做到‘捱进门，自得凳’、‘一次不行

两次再来’。”潘永国解释，“捱进门，自

得凳”是崇明话，意思就是别人不让进

门，自己挪着步子慢慢进门；别人不欢

迎，就自己找凳子坐下。“说着感觉有

点酸，但调解员就得沉得住气。”

去年4月，港西镇团结村有两户

村民，因双方自建房屋中间的过道归

属产生了矛盾，两户人家谁也不让

谁。潘永国获悉此事后，决定主动“管

一管”。于是，潘永国每天上班时，特

意“绕路”经过这两户人家的门前。“直

接上门做调解工作怕人家不接受，自

己也容易被人‘轰’出来，还是每天路

过，先混个脸熟。”打过几个照面后，潘

永国主动上前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当

事双方向他讲述了事情的起因。

多年前，当事双方自建房中间的

过道是公共区域，但其中一方为过道

搭上了屋顶，将过道当成仓库使用。

因两户人家关系好，双方并无矛盾。

去年，另一方因安装空调，需在过道位

置上方的自建房外墙上组装空调外

机，已搭建成的“仓库”成了障碍。一

方认为，过道本是大家的，仓库应该拆

除；另一方认为，当初搭建时未反对就

是默认同意，现在不能反悔。潘永国

认为，邻里出现纠纷一定有过错一方

存在，甚至是双方都存在过错。“做调

解工作绝不能和稀泥，一味寻求折中

处理并不稳妥，一定要分明是非曲直，

才能让双方都信服。”

在查询了相关规定后，潘永国来

到建仓库一方村民的家中，耐心解释：

过道是公共区域，你家搭建的仓库确

属违法搭建。“以前没有及时拆除，不

是因为没人反映，而是拆违工作是逐

步推进的，今后所有的违法建筑都会

被拆除。不如现在就拆了吧，大家还

是好邻居。”听了潘永国的一番话，村

民渐渐点头。事不宜迟，潘永国撸起

袖子，主动为村民搬砖，拆除仓库。当

事人见状，调解员都一把年纪了还在

为他家的事忙碌，自己再不行动就显

得“不近人情”了，连忙上前让潘永国

早些回去，并表示，一定自行拆除，还

道于民。

潘永国今年62岁，除了调解员的

身份以外，在家里，他还是丈夫、父亲、

爷爷，可为了调解工作，他时常早出晚

归，顾不上照顾家庭。有人曾劝潘永

国多陪陪家人，别一直在外奔走了，但

潘永国却说：“只要群众还信任我、需

要我，我就要一直干下去。”

在多年的调解工作中，潘永国总

结了一套自己的调解方法，即“5+1”

调解法，“5”即“望、闻、问、切、断”：

“望”即要亲自到现场查看；“闻”即要

认真倾听当事人叙述；“问”即要对疑

问之处仔细询问；“切”即要了解事情

的症结所在；“断”即要对案件作出初

步判断，不能当断不断、和稀泥。“+1”

即“舆论评议法”，就是将那些不涉及

隐私秘密、适合公开的矛盾纠纷，向一

定范围内的群众公开，由群众评议，使

双方当事人正确评估自己的主张。

工作方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一颗赤诚之心。为了成功调解一个

案子，潘永国可以一整天待在当事人

家里，可以每天给当事人打电话，可以

帮当事人干活……6年来，潘永国不

知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陪了多少笑

脸、打了多少招呼，甚至还被人冷嘲热

讽。对此，潘永国无怨无悔，6年来，

潘永国受理并成功调解民间纠纷300

余起，当地百姓把“老潘”当成了调解

员的代名词。

2015年，以潘永国名字命名的

“老潘调解工作室”正式成立。在此

过程中，潘永国积极发动辖区内老干

部、群众加入调解志愿者队伍，无偿

服务群众，发挥应有作用。港西镇相

关负责同志表示，潘永国不辞辛劳的

工作态度广受群众称赞，为此，镇里

正计划编写案例汇编，将由“老潘调

解工作室”调解处理的纠纷、矛盾编

印成册，供调解员与群众阅读学习。

另一方面，镇上还准备开设一档“老

潘调解”广播节目，宣传法律法规、分

享精彩的调解故事，努力将“老潘调

解工作室”打造成疑难纠纷能化解、

人民群众信得过、维稳防线更巩固的

金牌调解室。

——记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潘永国

“调解不是和稀泥，当曲直分明”

上海市崇明县振昌五金加工厂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310230600484897

上海叠万叠建材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公章、法人章

上海鑫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纳税户财务专用章、法人章陈郁

上海汇恩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运输

证：沪DA9985

上海市崇明县兴旺副食品店遗失

营业执照：310230600057566

上海圣祥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营运

证：沪D57930

上海极昌物流有限公司遗失代码

证：08406681-5

城桥镇、堡镇地区实现瓶装液化气统一配送

（上接1版）关键就在于村民从“要我

分”变成了“我要分”。见记者在采访

老周，村民姜志宣主动上前告诉记者：

“一开始确实感觉很麻烦，不习惯；但

时间长了，发现没什么难度，现在都习

惯了，在家里就分好，再拎出来倒入对

应的垃圾桶里。”

采访中，对于“垃圾分类后有什么

好处”这个问题，不少村民的答案是：

“苍蝇、蚊子少了许多。”“村庄整洁了，

我们住在这里也舒服。”“外村的亲戚

来串门，我们也有面子。”……

记者还发现，这些垃圾分类工作开

展较好的农村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那就是无不在垃圾分类的“落细”、

“落小”上下足功夫。金东区江东镇六

角塘村设立了荣辱榜，每月各评三家先

进和落后，上墙公示；同时在村口设置

巨大的笑脸墙，对每年分类最好的家庭

进行表扬，户主还能享受免费旅游。金

东区江东镇杨川村村委会则推出评定

制：15名村妇联执委会执委和村干部每

天都会对每家每户打分，垃圾分类正确

得1分，不正确则扣1分，本月底累积、

下月初公布，根据分数有相应的奖惩措

施；将垃圾分类纳入村规民约，如果某

家屡教不改，将不能享受村里各种福利

……即使心怀侥幸的村民，在严密的制

度面前，也难以蒙混过关。

目前，金东区农村建立起垃圾分

类工作体系，农户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100%，全区580个村的分类正确率平

均值也从以前的30%-40%提高至70%

左右，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县域全覆盖，走出了一条“农村

包围城市”的道路。

金华垃圾分类为何频获点赞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崇明西红

花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认证工作，日

前，区市场监管局、庙镇政府联合召开

崇明西红花申报地理标志保护协调会。

据介绍，庙镇自上世纪80年代从

国外引进西红花资源种植以来，已有

30多年的历史。目前主要种植在原

合作地区，全镇现有专业合作社4家，

种植户989户，种植面积约525亩。西

红花种植的集中区域在永乐村，全村

种植面积 204.2亩，有种植户 227户，

并成立了3家合作社。

今年，庙镇把西红花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申报工作列为重点工作，上半年已

启动了申报的前期准备工作。镇相关

职能部门还多次召开会议，并组织开展

西红花产业发展等相关情况调研，同时

实地走访了4家西红花种植基地，搜集

西红花生长周期等相关信息。

会议指出，在下阶段的工作中要

及时成立申报小组，收集技术材料，相

关部门要给予支持、加强指导，及时起

草各项书面材料，推动崇明西红花地

理标志产品认证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健

身号召，提高市民身体素质，让都市

白领走出写字楼，走进大自然，2017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光明可尔贝

斯”杯500企业白领骑行挑战赛暨东

平森林时尚运动嘉年华将于10月21

日在崇明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举行。

据介绍，大型自主品牌 IP赛事

500企业白领骑行挑战赛由新天地方

正（上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打造。

届时将有约100家企业、1500余名企

业白领参与。比赛全程 31公里，从

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二号门出发，沿途

经过北沿公路、鸽龙港路（南坝）、长

征公路、东风公路、林枫公路、北沿公

路，最终回到起终点东平国家森林公

园。乐视体育将全程直播本次挑战

赛及嘉年华活动。

本次比赛以企业为单位报名，每

个车队 5名队员，计团队成绩，以车

队最后到达终点的选手成绩为准。

根据参赛团队骑行经验特设精英组

和大众组两个组别。为鼓励更多女

性白领参赛，含有女性的车队，成绩

减时 10分钟。比赛当天，除了骑行

挑战赛外，东平森林时尚运动嘉年华

将为白领们带来电子竞技表演赛、自

行车慢骑比赛、街舞、BMX小轮车表

演等精彩丰富的互动节目。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由上海市体

育局、上海市体育总会主办。2017年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拥有10个项目联

赛、35个项目系列赛和 11个品牌特

色赛事活动。多样化、成体系、分层

级的自行车赛事面向青少年、老年人

以及在沪外籍人士等人群，吸引上海

高校车协、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

会俱乐部积极参赛。

诀窍背后是一片赤诚

抓住关键矛盾终化解

保持耐心用情换真心

500企业白领骑行挑战赛

10月在崇明鸣枪开赛

崇明西红花申报地理标志

保护协调会召开——

切实做好西红花

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本报讯 陈君德家住城桥镇利

民村，不久前，家中的瓶装液化燃气

用完后需更换。不同以往的是，他

没有骑电动自行车前往燃气站更换

液化气钢瓶，而是拨打了“962777”

燃气热线，第二天上午，专业人员就

将瓶装液化燃气送到了陈君德家

中。“比以前方便不少，还更安全。”

陈君德说。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崇明区城桥

镇、堡镇地区瓶装液化气规范统一配

送试点启动仪式上获悉，今年2月以

来，上海燃气崇明公司根据政府相关

工作要求，正式启动瓶装液化气规范

统一配送各项准备工作，并将城桥

镇、堡镇地区列为试点区域率先实行

瓶装液化气统一配送服务，覆盖服务

对象3.8万户燃气用户。

9月8日，瓶装液化气统一配送

在试点区域正式实施。燃气用户在

调换液化燃气钢瓶时，只需拨打燃

气热线电话告知送气编号，就会有

专业的物流配送人员为用户提供送瓶

上门、接装等服务。

下阶段，上海燃气崇明公司将通过

供应管理信息化、配送环节规范化、服

务行为标准化，为用户提供“平台预

约、送气上门、接装到位、安全检查、

优质服务”的全新运营服务模式，让

更多市民便捷、放心使用燃气。

□ 记者 吴雄

▲图为工作人员将瓶装液化气送至村民家（□记者 张峰 摄）

□ 记者 吴雄

□ 齐鸣

□ 庙镇

（上接1版）唐海龙强调，建设世

界级生态岛，崇明70万人民要当好主

角，发挥好主体作用。建设世界级生

态岛，培育文明人至关重要。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工作能进一步推动崇明文

明建设、提高群众文明程度，必须狠抓

落实。作为港西镇垃圾分类试点村，

北双村、静南村做好垃圾分类减量工

作，对崇明乃至全市做好生活垃圾分

类减量工作很有意义，这也将是崇明

对上海的贡献。在这过程中，既要相

信群众、依靠群众，也要教育群众、引

导群众。关键在于坚持党建引领，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带动群

众主动参与、自觉投放，既提升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工作水平，又有效降低后

期运行成本。

带动群众人人

参与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