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声主（左一）在佳美社区调解野猫抓伤业主纠纷。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68 岁的邓自耕曾是一名在司法局从
事调解工作 20 多年的老司法所长，65 岁
的邱玉祥一辈子在公安系统工作，64 岁
的邹声主是一名在法院工作 36 年的 4
级老法官……退休以后是含饴弄孙 ，还
是云游四方？ 株洲市政法系统 50 余名退
休老干部却共同做了另一个选择， 成立
株洲市首家司法社工团体———博弘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继续发挥余热，投身到人
民调解事业， 用自己丰富的政法工作经
验，促成了一个个案结事了。

“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
功能明显 ， 对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意
义。 ”近日，博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刘克平对 《法制周报 》记者表示 ，随着市
场经济的深度运行， 行业和阶层分化越
来越细，利益格局多元化逐渐呈现。 各种
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增加和激化 ，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突出问题 。
而社会组织来源于群众，发展于基层，有
利于社会各主体间建立互信、互利、相互
依存的社会关系。

“老政法”投身矛盾调解事业
初冬的株洲寒风瑟瑟。 邓自耕像往

常一样， 坐上公交车前往市医疗纠纷调
处中心值班。

邓自耕在司法局从事调解工作 20
多年，在天元区张家园 、佳美等社区 ，都
有像他这样拥有丰富矛盾调解工作经验
的政法退休老干部不定时值班。 在那里，
他们要就与居民息息相关劳动争议 、家
庭矛盾、房屋拆迁 、债务等案件纠纷 ，提
供全天候免费法律咨询。

他们退休后的再相聚，缘于 2017 年
6 月成立的株洲市博弘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谈到为何要成立矛盾调解社会组
织，11 月 22 日， 同样从市司法局退休的
刘克平在《法制周报》记者面前打开了话
匣子。

“随着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升级，人民
群众法治意识提升,各类矛盾纠纷日趋多
样化、复杂化。 而调解矛盾不仅需要有一
定的法律知识 ， 更需要丰富的一线经
验。 ”刘克平说，市司法局副局长夏剑也
提出成立社会组织， 专业开展矛盾纠纷
调解工作。 政法系统退休干部政治立场
坚定，政法工作经验丰富，是一笔巨大财
富。 “如果把他们都组织起来，既能为社
会再作贡献， 又能提供一个专业平台让
他们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

这一想法当即就得到了包括邓自耕
在内的数名政法系统退休干部的支持。
说干就干， 他们第一站就来到社情最为
复杂的荷塘区泸淞服装市场。 包括数年
历史遗留问题在内，他们调处了 30 余件
矛盾纠纷，成功率达 90%。

随着这个特殊团队事迹越传越广 ，
如今， 越来越多的政法退休老干部主动
加入到队伍中来。 截至目前，该团队已有
50 多名该市政法系统退休老干部， 仅法
院系统就占 10 多人。

践行“调解优先”的现代法治理念
去年 12 月，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本

就负债累累， 不承想又遭遇丧失独子沉

重打击，邵阳市罗某的“天塌了”。
12 月 22 日上午 11 时许，罗某 28 岁

的独子在株洲市陈某服装厂员工宿舍死
亡。 儿子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在陈某处
打工已近 3 年， 但一直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也没有为罗某缴纳社保。

事发后， 罗某带着 20 多个亲戚，连
夜从邵阳赶到株洲，要求陈某给个说法。
派出所先后几次出警处理， 但均不能平
息事态，遂将情况反映至辖区办事处。

陈某的服装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
自身也是残疾人，家里还有个 80 多岁的
母亲和两个孩子。 再加上他认为罗某儿
子是意外死亡， 他坚持赔付的数额与罗
某相差悬殊。 因害怕罗某家属威胁生命，
他躲起来不愿再与家属沟通。

“这件事难就难在双方的情况都非
常特殊，但死者为大，企业主该承担的责
任还是要承担。 ”12 月 26 日，在邹声主、
刘克平等人多番工作下， 双方终于再一
次坐在一起面对面协商。

这场调解， 从上午 9 点一直到晚上
11 点。 调解员们从罗某儿子系家庭独生
子，为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陈某又未与
其签订劳动合同，罗某是受损方，陈某要
负主要责任的角度，向陈某释理说法，最
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刘克平认为， 若非企业用工方面存
在问题，而是职工自身原因造成身亡，不
能按照工伤的规定来要求企业承担赔偿
责任。 在实践中有些企业在碰到类似事
件后， 能从人道主义出发给劳动者一定
的经济补偿，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采
取拖、瞒 、跑等做法 ，极大伤害了广大劳
动者的利益。 “在此次纠纷调解中，最大
限度的从双方有利的角度考虑， 坚持调
解优先的现代法治精神 ，依法、及时 、就
地促使双方达成并履行了协议， 体现了
人民调解不拘形势、灵活便捷、便民利民
的特点和优势”。

另辟蹊径 29年矛盾终解开
打官司有多难？ 诉讼成本到底有多

高？ 邹声主给《法制周报》记者算了一笔
账，诉讼费、律师费大部分按诉讼标的支
付，交通、住宿等其他各类费用未计。 而
这，只是打官司的费用成本，时间成本也

不容忽视。 “有时候一件简单的矛盾纠
纷，经过一审、二审 、再审可能会用上几
年时间，对于各方都是消耗，让人心力交
瘁。 但如果采用调解方式来面对矛盾问
题，可能半天时间就解决了，还不需要任
何费用”。

其实，每调处成功一起案例，涵盖交
通、餐费补在内，邹声主能获得的各类补
助不超过 150 元， 大部分的午餐只能自
己就地吃快餐。

但邹声主乐在其中。 他在法院系统
工作 36 年 ，经历过刑庭 、民庭等各类岗
位，对于矛盾纠纷调解经验丰富，更能理
解当事人的难处。 “化解民间矛盾，减少
百姓诉累， 用积累了一辈子的经验继续
为社会服务” 也成了他退休以后投身人
民调解事业的唯一目的。

从威严的高级法官， 到和蔼可亲的
人民调解员，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果庭前调解不成功，法院可以直接宣
判。 现在调解则是追着当事双方打电话，
甚至遭遇语言难听的情况，无法强制。 ”

龙某是上世纪 70 年代某电力局聘
请的农电工，1991 年电力局对农电工进
行清退时， 发现龙某私自把收缴的电费
截留， 遂以贪污挪用公款为由对龙某予
以清退。 龙某不服，称电力局两年未向其
发放工资， 自己将这笔钱是作为工资留
下的。

双方互不认可 ， 一场持续 29 年的
“马拉松纠纷”就此展开。 2018 年 11 月，

刘克平与邹声主， 以及另外 1 名退休法
官和 1 名退休司法所长组成攻坚调解小
组，誓要化解这场数十年的矛盾。

案发时间长、当事人诉求高，经验丰
富的攻坚调解小组深知要打开龙某心结
不容易。 他们并没有采取常规矛盾调解
模式， 而是另辟蹊径———建立了初步信
任后，攻坚调解小组时不时买上菜，直接
提到龙某家去做饭。

一来二去，彼此间渐渐熟络起来。 3
个月后， 龙某见攻坚调解小组一直不提
调解之事， 有些憋不住便把自己的想法
和盘托出。 调解小组大喜，因势利导就龙
某提出想法一一进行分析解答， 龙某态
度大有松动。

攻坚调解小组见状， 当即再安排 3
名退休法官 、2 名退休人民调解员参与
进来，并组织相关部门联合调解。 功夫不
负有心人，2020 年 9 月，龙某终于与电力
局达成和解。 “这么多法官、老同志跟我
讲道理，我相信他们！ ”龙某如是说。

打造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完善基层群

众自治机制， 调动城乡群众、 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造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组织是以社会公益和社会公平
为价值取向，相对于政府的行政管理，社
会组织更易于接受基层群众诉求的表
达， 还能将政府从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转
移出来， 让专业的队伍做专业的社会事
务。

近年来， 株洲市司法局积极扶持有
需求的社会组织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目前在商会协会建立调解组织 7 个 ，对
调委会实行 “四有六统一 ”，统一制作格
式文书发放到各调委会， 帮助矛盾纠纷
调解开展工作。 其中，温州商会调委会已
成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此外，每
年组织力量对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员进行
业务培训，利用“以奖代补 ”制度 ，对商 、
协会调解案例进行补贴。

下一步， 该市还将推动政府出台建
立社会组织的发展扶持机制， 进一步扩
大社会组织及企业、 行业单位的人民调
解委员会建设， 把社会组织打造成政府
和群众间亲密联系的桥梁， 帮助社会组
织加强自我管理和创新， 通过科学高效
管理出效益， 提高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
解能力， 打造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
幸福感。

“政法老将”当上了人民调解员
株洲市司法局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化解矛盾纠纷

邓自耕（左一）调解某国企改制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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