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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县以“群众需求”为“文明标尺”，从小处着眼、细节入手，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城市有温度 人民更幸福

用公心热心 换百姓顺心
——柏乡县“新乡贤”耿瑞忠的调解经

文明河北

创城进行时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
光清、王天舟） 近日，曲周
县2020年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启动，来自县直
单位及社会各界的 200 多位
志愿者，头戴小红帽，身穿
红马甲，穿梭在大街小巷，
投入到各项志愿服务活动
中，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近年来，曲周县扎实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为激发群众
参与热情，该县成立由县委书
记任总队长的志愿服务总队
和理论宣讲、党员先锋、思想
道德教育、成人职业教育、群
众文化宣讲、科技惠民、卫生
健康科普宣讲、普法宣传、体
育休闲健身、社区小区等 10
支志愿服务分队，制定各具特
色的活动计划，开展小型分散
志愿活动，形成纵向涵盖县、
乡镇、村（社区），横向辐射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
织及社会各类公益团体的志
愿服务网络。

在此基础上，该县结合
实际和群众需求，以志愿服
务为基本形式，依托城乡公
共文化服务、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和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既围绕社会公益
事业开展主题志愿行动，也
围绕本行业、本领域弱势群
体开展专题献爱心等行动，
不断拓展志愿活动领域。

截至目前，曲周县注册
志愿团体391个，注册志愿者
71083 名，占该县人口的 13%
以上，重点打造精品志愿服
务项目 40 余个。今年以来，
该县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性志
愿服务活动120余场次，参与
志愿者 5000 余人次，受益群
众4万余人次。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在唐山市乐亭县的城镇乡村，活跃
着一支由国网乐亭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
组成的“光明行”志愿服务队。他们广泛
开展进社区、进乡村、进医院、进学校、进
企业、进部队为民服务活动，大街小巷都
留下了服务队“红马甲”的身影，用点滴
服务传递大爱，架起党和人民群众的“连
心桥”。

国网乐亭县供电公司“光明行”党员
志愿服务队由60名党员组成，2011年成
立以来，累计开展志愿服务15360小时，
人均开展志愿服务 256 小时。曾荣获

“乐亭县第四届道德模范特别奖”“乐亭
县先进志愿服务组织”“唐山市最佳服务
组织”“唐山市十佳最美服务组织”等荣
誉称号。今年 8 月，被评为 2019 年度学
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

多年来，服务队积极走访社区用
户，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烦心事、操
心事。曙光社区是老旧小区，2015 年 3
月，服务队发现该社区许多居民楼由于
建筑时间长等原因楼道照明不能正常
使用，严重影响了居民夜间出入。服务
队挨家挨户进行走访，检查线路、更换
灯泡，义务完成居民楼道声控灯维修和
更换。“为了不破坏楼道建筑墙面，将灯
泡安装在小木板上，再将木板用钉子钉
在墙上，也避免了电钻噪音扰民。”服务
队负责人钮玉贵表示，在维修的过程
中，同时也将安全用电常识带到了社区
群众家门口。

2018 年以来，服务队在 14 个乡镇
533个行政村设立志愿服务站点，推广智
能缴费、网上办电业务累计达6000余次，
义务检修线路1200余次，实现了客户办
电、缴费、报修“一次不用跑”的目标，被
百姓亲切地称为庄户人家的“电保姆”。

“有呼必应，有难必帮”是服务队的
庄严承诺。服务队常年对接社区内孤寡老人、特困户、残疾
人、五保户和军烈属，通过定期入户走访、排查用电安全隐患、
义务劳动等行动，加强与百姓的情感沟通。在曙光社区特困
户闫大哥家中、在乐安社区特困户白女士家中、在孤寡老人的
炕头上时常可以看到服务队的笑脸。

乐亭镇乐安社区白女士一家是服务队连续帮扶多年的特
困家庭。白女士的丈夫在一次意外事故中遇难，女儿患有先
天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还有一个儿子需要照顾，她只能打
点儿零工维持生活。服务队将母子三人列为帮扶对象，多年
来，每逢过年过节服务队都会及时将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送
到家中。2016 年，在多方筹措和努力下，志愿服务队帮助白
女士一家租了一间小超市，让白女士母子三人的生活有了盼
头儿。

9 年来，“光明行”党员志愿服务队先后开展了“心连心
光明行”送文艺下乡、扶危济困、爱心助学等志愿服务活动，用
点滴服务温暖人心，用小善成就大爱。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陆
闺男、李永利）日前，笔者在
秦皇岛市人民广场的爱心捐
助驿站看到，四层三列的两
组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全新
的衣服、洗脸盆、水桶、行李
箱等生活用品，几名工作人
员正在清点、登记、整理……

据了解，作为秦皇岛“与
爱同行 守望相助”专项行
动的一部分，爱心捐助驿站
建设主要是在各县区主城区
的中心广场、公园、主干道两
侧等醒目地段设置一类驿
站，在困难人口相对较多的
乡镇（街道）设置二类驿站，
统一标识、统一规范管理，用
于收集、存储、转运、分发爱
心捐赠物资。

“线下线上互补、捐赠物
资与志愿服务并举，是爱心
捐助驿站的最大特色。”秦皇

岛市妇联主席单慧英介绍，
为了建好用好爱心捐助驿
站 ，他 们 研 发 制 作 了 手 机
App 终端管理平台系统。同
时，驿站依托爱心企业的“e
购”平台开设了网上驿站，爱
心人士可以以进价购置物品
组成“捐赠包”，及时捐赠给
有需求的家庭。组织各类志
愿组织、志愿者，有针对性地
提供医疗救助、心理关爱、家
居清洁、日常照料等志愿服
务活动，承担接收、管理、转
送捐赠物资任务。

截至9月底，秦皇岛市各
级妇联组织共在全市城乡建
立各类爱心捐助驿站 94 个，
累计接收捐赠物资 555.13万
元，成立爱心志愿服务队500
多个，开展爱心帮扶活动1万
余次，服务接受救助家庭2万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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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周县

人人争戴“小红帽”
志愿服务“我先行”

秦皇岛市

94个爱心捐助驿站暖人心

今年，文安
县新建了两个
便民市场，干净
整洁的环境让
群 众 赞 不 绝
口。图为居民
在县中心便民
市场买菜。

文 安 县 创
城办供图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通讯员 董 芳

菜市场干净整洁，“菜篮子”拎得更
舒心；背街小巷亮化提升，出行更顺心；
老旧小区换新颜，生活更幸福……遇见
美好，温暖同行。对百姓而言，创城的幸
福感来自身边的美好变化。

在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工作中，
文安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城理念，
把“群众需求”作为“文明标尺”，从小处
着眼、从细节入手，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告别“脏乱差”，“菜篮子”
拎得更舒心

“位于县城西侧的‘西关菜市场’拆
了，堵塞交通的摊点没了，遍地的垃圾和
横流的污水也不见了。”近日，文安县西
关菜市场附近的居民欣喜地发现，困扰
他们多年的“脏乱差”市场被取缔了，周
边环境越来越好了。

“西关菜市场地处城区繁华地带，人
流物流车流量大，但之前市场里大多是
私搭乱建的商铺，违法占道经营，不仅影
响市容市貌，还长期堵塞消防安全通
道。”文安县城管局局长张立强介绍，以
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为契机，该县开
展了西关菜市场整体拆迁行动，不断提
升市场卫生环境和经营秩序，让市民买
菜更舒心。

有“堵”还要有“疏”。“根治菜市场问
题，不能一拆了之，拆的同时，我们还新
建了县城规模最大的亿民综合农贸市
场。”张立强说，新建的市场占地 110 亩，
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设有两个封闭大
棚，一个半封闭大棚，一个露天市场，固
定摊位380余个，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
便利。“同时，也为拆掉的西关菜市场的
摊贩提供了新的‘归宿’。”

除了一个大型的综合农贸市场，文
安还新建了两个便民市场——中心便民
市场和西城便民市场。两个市场的摊位

都是免费的，居民既可以来买菜，也可以
贩卖自种的蔬菜。

农贸市场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
“商品摆放整齐，过道畅通安全，菜

品种类齐全，环境更好了，买菜的心情也
舒畅了”“市场建设得这么好，顾客多了，
生意也好了”……新建的农贸市场得到
居民和商贩的一致称赞。

提升城市颜值，生活更幸福

坑洼、狭窄、秩序混乱、卫生环境差
是不少人对背街小巷的固有印象。“我在
这里住了十几年，以前门口的路很不好
走，尤其下雨天，坑坑洼洼的。现在可好
了，小道通大道，一样平坦，去哪儿都方
便了。”家住康乐路附近的居民王阿姨高
兴地说，如今的小巷洁净、美观、有序，路
面平整了，停车规范了，环境也变美了。

为整体提升背街小巷环境质量，今
年以来，文安县围绕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加大对背街小巷的改造整治力度，路面
挖补，修复便道，更换树池、侧石，检查井
盖……经过综合整治和巩固完善，66 条
背街小巷焕然一新。

不仅仅是背街小巷，在文安，不少老

旧小区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日前，走进文安县中盛大厦小区，映

入眼帘的是平坦的道路，崭新的墙面，整
齐的车位，生机勃勃的绿植，老人们在小
区里悠然地散步。

“以前小区可不是这样，养羊的，养
鸡的，养鸭子的，一进小区就闻到一股味
儿。创城以来，小区变化很大，不但把养
的那些动物全清理了，还给我们粉刷了
楼道，更换了单元门，新添了垃圾桶，增
补了绿植，环境变得不比新小区差。”说
起小区的改变，在这里住了8年的李阿姨
打开了话匣子。

创城工作开展以来，文安将全县214
个老旧小区与88个县直机关单位结对共
建，通过整合资源，构建全面覆盖、各方
参与的常态化创建管理模式，让老旧小
区实现“颜值”“内涵”双提升。

增设停车位，破解城市“停车难”

“我们家在城中心位置，车位尤其紧
张，以前家里来客人，停车都是个问题。”近
日，家住文安县永安小区的刘女士感慨，

“最近，小区对面新建了停车场，多了不少
停车位，再也不用担心车没地方停了。”

为解决“停车难”问题，文安在去年
建设了中心停车场和西城停车场，今年
又新建了森林公园、盐业公司、崇文街 3
个停车场，均已投入使用。“5个停车场共
增加车位近 500 个，全部免费对公众开
放，极大缓解了城区停车压力。”文安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寇瑞说。

除了新建的停车场，该县还在城区
“见缝插针”施划停车线。在城区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两侧人行道，开放性小区、
公园广场、市场等周边较为宽敞的区
域，施划停车线，最大限度扩充车位，增
加有序停放空间。目前，城区共施划机
动 车 位 2 万 多 个 ，非 机 动 车 停 车 线
41625米。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文明创建的过程就是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的过程。”文安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程刚说，要瞄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做好身边事、芝麻事，将一件件
得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好事落到实处。

创城为民，创城惠民。如今的文安，
街道整洁漂亮，车辆秩序井然，居民生
活和出行方便快捷。人们在创城中感受
着文安日新月异的变化，享受着创城带
来的成果，收获着满满的幸福感。

燕 赵 微 光
□河北日报记者 尹翠莉

用电脑不熟练，自己带着纸笔手写
调解协议书，一笔一画，签字盖章；手机
里存着近1000个当事人的电话号码，平
均每个月花在调解上的话费就要四百
多元；手机一天 24 小时开机，当事人随
时打随时接……

他叫耿瑞忠，是柏乡县助人为乐道
德模范、“新乡贤”，也是柏乡县最早挂
牌民间调解室的义务调解员。他把纠纷
化解在田间地头，将怨气消解在村庄小
院，努力让邻里更和谐，社会更稳定，乡
风更文明。

“有事找瑞忠，瑞忠一出面，群众笑
开颜。”他靠什么成了父老乡亲遇到麻
烦第一个想到的人？

把调解变“主业”

耿瑞忠今年 54 岁，干调解干了 30
多年。早年他是柏乡县交通局的合同
工 ，主 要 负 责 处 理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纠
纷，因为处事公平、仗义执言，调解成
功了很多麻烦事，在交通系统渐渐出
了名。

口口相传，上门找他的人越来越
多。每到晚上，耿瑞忠家的门槛都让人
磨平了。怕影响家人休息，2016年，耿瑞
忠在县城租下门店，挂上了“民间调解
室”的牌子。

牌子一挂，有人慕名前来，有人遛
弯路过聊几句，小屋成了群众解“疙
瘩”的地方，调解也成了耿瑞忠的“主
业”。

为了提高调解质量，耿瑞忠买书恶
补法律知识，还聘请县里知名律师作为
调解室的法律顾问。通过不断学习积
累，耿瑞忠逐渐成为一个能够熟练化解
各类矛盾的行家里手。

今年 4 月中旬，柏乡县龙华镇南郝
村村民卢寿谦因为和邻村村民的土地
纠纷找到了镇里，镇干部为他引荐了耿

瑞忠。
“我当时想，十几年没厘清的事情，

靠调解员一张嘴能解决？如果解决不好
我就直接奔省里了。”卢寿谦告诉记者，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前因后果跟耿
瑞忠讲了讲。

“老哥，你先回家，等我了解清楚情
况过两天去找你。”耿瑞忠对卢寿谦说。

第二天一早，耿瑞忠就跑去测量了
地块面积。又到对方当事人家里了解情
况。回到镇里，查阅了历年来的土地政
策，咨询相关工作人员。

又过了一天，天下大雨。原本并不
抱什么希望的卢寿谦看到冒雨登门的
耿瑞忠，态度有了变化。

“乡里乡亲的，总不能因为这三五
米的地边让下代人也闹别扭吧。”一个
月之内，耿瑞忠往双方家里跑了五六
趟，最终双方在耿瑞忠见证下，签订协
议，握手言和。

“调解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化解矛盾
纠纷，最终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
果。”在耿瑞忠看来，人情世故和公序良
俗在乡村中十分重要，有些纠纷打官司
不见得是好办法，而调解员作为第三
方，在“理”中讲“情”，可以修复乡亲之
间的关系。

把当事人当亲人

耿瑞忠不仅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
调解上，还常把钱也用在调解上。

柏乡县固城店镇两村民因合伙运
输闹别扭，在耿瑞忠的调解下，矛盾基
本化解，但在谈给付价格时双方又有了
分歧。一方车主要7万元，另一方却只出
6.5 万元。耿瑞忠多次到双方家中做工
作，可两人还是互不退让。

眼瞅着矛盾解决不了双方都没办
法开工，耿瑞忠便自己拿出5000元连同
一方的6.5万元给了另一方车主。

几个月后，双方当事人说起此事，
发现原来一方没有多给钱，另一方也没
有少收。两人找耿瑞忠求证才知道，是
他悄悄在中间垫了钱。双方恍然大悟，
各出2500元一起到耿瑞忠家登门致谢，

并保证一定和气经营，再不闹矛盾。
“这件事也让我认识到，有矛盾不

可怕，只要调解人多为当事人着想，把
眼光放长远，当事人会理解，矛盾也会
化解。”耿瑞忠说。

其实耿瑞忠家境并不富裕，少年辍
学后他经常推着自行车，起早贪黑卖小
零食。“我自己吃过苦，见不得别人苦。”
在调解过程中，看到谁家有难处，他没
少帮忙。

5 年前，柏乡县某村村民小王骑摩
托车撞倒了一位老人，老人经抢救无效
死亡，小王以交通肇事罪被拘留。小王
的父亲听说耿瑞忠是调解能人，慕名找
到了他。得知王家忠厚老实但家境贫
寒，耿瑞忠决定帮忙调解。

耿瑞忠自掏腰包买了物品赶往老
人家中吊唁，还找来了和老人家属相熟
的乡贤，一起协商赔偿事宜。老人家属
之前打听到王家生活困难，只提出了 5
万元的赔偿要求，在耿瑞忠的劝说下，
又将金额降到了 3 万元。可王家多方凑
借，才凑了2万元。

“对方的确没有赔偿能力，你能少
就再少点吧。”耿瑞忠对老人家属说。这
话在别人说出八成会被拒绝，可老人家
属信任耿瑞忠，就又少要了 3000 元。最
终，耿瑞忠帮忙凑了7000元，拿着2.7万
元给了老人家属。

王某的父亲感激不尽。过完秋收，
粜了粮食，找耿瑞忠还了钱。自此，王家
认准了耿瑞忠是好人，逢年过节像亲戚
一样走动。

“赔着功夫还赔着钱，图啥？”很多
人不理解。耿瑞忠却不以为然：“钱没了
还能挣，把钱在关键时刻用到需要的人
身上，才最有意义。”

让绷着脸变笑脸

2018年，耿瑞忠被村民选举为柏乡
县龙华镇龙东村村委会主任。一上任，
他就着手排查村里的风险隐患。

当从其他村干部口中得知，村里有
两户近几年因宅基地纠纷上访，耿瑞忠
坐不住了，马上找到两个村民家中。从

双方各自的叙述中，耿瑞忠很快就抓住
了问题的关键。

“两家是邻居，他们抹不开面子，但
是有人出面调解或许就能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耿瑞忠把两家人叫到一起说
和，不到半天时间，邻居间几年的隔阂
消除了。

耿瑞忠回村后，附近村民谁家有了
纠纷，也都来找他。

今年 8 月的一天，他去外村帮人调
解，和当事人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才回
来。不到六时，又有几个外村村民找上
门来。妻子心疼他，没叫醒他。等他起
来知道有人找又走了，心里很过意不
去。

他专门给那晚调解的当事人打电
话，请他千万要帮着解释一下。“老百姓
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人家找上门是信
任咱，可不能让人觉得咱架子大。”耿瑞
忠说。

近 3 年，耿瑞忠先后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 300 余起，当事人满意率达 98.5%，
不仅在龙东村，整个龙华镇都没有发生
过上访事件。

今年 2 月，柏乡县委政法委专门在
龙东村召开了全县发挥民调作用座谈
会，并在龙华镇挂牌人民调解室，邀请
耿瑞忠担任调解员。

座谈会上，柏乡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王树林请耿瑞忠介绍经验，耿瑞忠
说，“我没啥文化，就记得上小学时学过
一篇课文叫《为人民服务》，我觉得，捧
着一颗公心和热心，做好调解工作，让
邻里和睦了、乡风文明了，也是为人民
服务！”

大家都说调解工作不好干，“说起
来琐碎，做起来麻烦，听起来心烦。”对
此，耿瑞忠不是没有同感，“有当事人觉
得我拉偏架，心里会委屈；有的纠纷很
久没有进展，觉也睡不好。可看到很多
人绷着脸进门带着笑出去，我心里就舒
坦了。”

“有没有想过放弃？”记者问。耿瑞
忠没有直接回答，指了指桌子上的书，
笑着说，“又买了一本民法典，字大，看
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