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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肆虐的狂风暴雨，他拉住摔倒

老人的手；面对焦急的行政复议申请

人，他秉持一颗公心促进行政争议实质

性化解；面对基层百姓的求助，他发挥

所长释疑解惑……角色多重，任务多

样，季冲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

主动请缨不惧“洪魔”
2020年7月，位于长江中下游的郎

溪县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季冲主动请缨

参与防汛抗洪。

7月 22日下午 6时许，季冲正在埂

段上的救灾棚短暂休息。一位老人途

径此地，季冲上前问道：“老人家，马上

就要下大暴雨了，您到棚子里躲一躲

吧？”说罢，便请老人走进救灾棚。一番

询问过后，得知老人住在几里路远的隔

壁村子。

雨越来越大，风越刮越猛，任由季

冲和同事怎么拉拽绳索，救灾棚都止不

住摇晃。老人家起身来帮忙，不料救灾

棚被风吹歪，把老人家给带倒在地。季

冲当机立断，松开了抓紧绳子的双手，

搬开压在老人身上的物品。救灾棚彻

底倒了，好在老人毫发未伤……等接替

值班的同事过来，季冲驾车将老人送回

了家。

防汛抗洪期间，季冲也不忘自己的

“老本行”，和防汛埂段的附近群众拉家

常，向他们宣讲《民法典》以及有关行政

复议的法律法规，针对郎川河畔的渔

民，重点宣传禁止河湖捕捞的规定和渔

民退捕转产的惠民政策，不拘形式见缝

插针，把法律送到百姓身边。

巧手化解“民告官”案
2019年 11月的一天，年近七旬的

杨某神色焦急地来到季冲办公室，反映

自家的鸭棚即将被镇政府强制拆除，打

算申请行政复议。说完，便从口袋里掏

出一张褶皱的强制拆除决定书。

经了解，当地在开展生态环境整治

行动，杨某的鸭棚被纳入整治范围。杨

某并不是不配合政府整治，主要是其鸭

棚周边的一段 20多米长的水泥路没有

纳入补偿范围。

为了探明实情，第二天，季冲和

同事一起来到杨某的鸭棚，重点查看

了那段水泥路。季冲认为，鸭棚拆除

之后，那段水泥路是可以供其他群众

通行的，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可以

在双方约定后给予适当补偿。季冲的

意见被采纳。后来，杨某和相关部门

达成了一致，自行拆除了鸭棚，一场

行政争议就此烟消云散。

2018年以来，季冲累计办理县政

府行政复议案件 52件。他注重充分与

当事人沟通交流，能够找准案件争议

焦点，促成行政争议有效解决。在

2020年度全省行政复议案卷质量评查

中，其所办案件得分位居全省县级政

府案件得分排名第三名。

身兼多职“分身有术”
2021 年 1 月，因工作能力突出，

季冲被组织安排到郎溪县司法局涛城

司法所担任所长一职，考虑工作需

要，还兼顾原来的行政复议与应诉工

作。季冲如“陀螺”一般转得比以往

更快了。

同事们问他，一个人怎么干得了

两个人的事情呢？季冲淡淡地说，白

天的工作做不完，那就晚上加班做；

平时加班还不行，那就利用周末继续

加班。总之，工作任务要完成，这是

前提。

奔波忙碌的季冲，很感谢家人的

理解。他的爱人是一名初中老师，在

学校里教书育人，在家里抚养他们的

女儿。夫妻二人相互扶持，正是一番

忙并快乐着。

▲2020年2月，叶圣国在疫情防控卡口执勤。

“群众工作无小事”是夏克宗时刻记

在脑海里、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正

是因为把群众的利益看得比天大，这位

司法所长出了名的“倔强”：腰病复发，疼

得几乎无法直立，依然坚持在调解现场；

为了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跑前跑后直到

问题解决；传统普法方式效果有限，他不

断尝试创新，定要创作出更易被群众接

受的法治文艺作品……

忍痛止纷争
2018年3月，太白镇一名高中学生

在校上课期间突发状况，倒地昏厥后送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家属与学校因责任

承担和经济补偿等事宜发生激烈争执。

得知消息，夏克宗迅速组织调解。

然而，在调解过程中，一旁的同事却

发现夏克宗“不对劲”：他的腰弯曲着，脸

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难不成是他的老毛

病又犯了？跟他的家人一打听，果然是

的。家人和同事劝夏克宗去医院治疗，

他摆摆手道：“比起当事人丧子之痛，我

这点疼痛算什么？”夏克宗就忍着疼痛，

先后组织了三次调解，用炽热之心做到

“情”通，用公正之心做到“理”达。最终，

促成双方达成共识，使这起可能激化的

冲突得到有效化解。

大事小情，皆关民生。近年来，夏克

宗结合村居大管家网格化管理，确定全

镇16个村居网格的矛盾纠纷信息员，确

保各类纠纷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采取措

施。他每年深入各村居、企业调处各类

纠纷70余件，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的良好局面。

奔忙助复产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发，

太白镇众多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经营挑

战。“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成为这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夏克宗与同

事们组成法律服务团，为企业复工复产

送去贴心的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

期间，某机电公司负责人潘宝兰遇

到了两件烦心事。年前，一名职工在厂

里受伤，公司在工伤赔偿方面与职工尚

未达成一致意见。年后，受疫情影响，企

业一时半会开不了工。走访时，夏克宗

了解到该公司情况后，多次赴相关部门

协调，为企业处理用工纠纷支了招，又为

复工复产扫清了障碍。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这些中小微企

业用工本就紧缺。而且，对于非常时期

的劳动合同签订，我们也担心在权利义

务方面有所遗漏。后来，向夏所长反映

了我们的顾虑。没想到他十分上心，帮

我们跑前跑后！”对于夏克宗的帮助，某

环保设备公司负责人李海山由衷道谢。

民歌有新编
曲是熟悉的民歌调，词换成了朗朗

上口的普法词。这样一来，曲有古韵，词

有新意。2020年，夏克宗将普法宣传纳

入到乡村文化大舞台文艺演出中，与当

地文艺创作者共同填写了《普法宣传

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民们进行法

治文化宣传，收到了热烈反响。

夏克宗注重法治宣传和群众教育工

作，积极组织开展法律法规及道德知识

宣讲活动，润物细无声地将法治文化浸

润到广大群众心中，当地百姓“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明显增强。太白

镇蝉联“全国文明镇”的背后，离不开夏

克宗等基层司法行政人员的付出。

“爸，你今天好点了没有?”完成一

天的巡逻排查后，叶圣国来不及摘下口

罩，赶忙拿出手机与父亲视频连线。看

着身体羸弱的父亲躺在病床上，他的心

里有说不出的愧疚和心酸。

这一幕发生在去年 2月。叶圣国

的父亲因哮喘病发作住进医院，他将父

亲办理好住院手续后，就匆匆告别父

亲，冲向了疫情防控一线。

带着愧疚“逃”出病房
庚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来势汹

汹冲走了原本属于春节期间的喜庆热

闹。疫情就是命令，接到任务安排，叶

圣国二话不说，连夜驾车从巢湖老家回

到司法所，承担起防疫宣传巡逻任务。

2020年 2月 5日晚 8点，叶圣国接

到家人电话，71岁的老父亲因哮喘病

发作呼吸困难，已拨打 120急救热线。

放下电话，叶圣国心急如焚，他唯一的

哥哥远在江苏，父亲身边没有儿女照

拂，自己必须得赶回去，可疫情防控工

作也是耽搁不得。左思右想后，他向镇

里主要领导汇报请假，驾车赶到医院。

经过3天的治疗，老父亲的病情稍有好

转，得知叶圣国放不下肩上的责任，就

催促儿子赶紧回去。

临行前，他来到父亲床前，支支吾

吾了半天。父亲看出了儿子内心的挣

扎，“我没事，都老毛病了，现在是特殊

时期，你赶紧回去吧。”在老父亲声声叮

嘱下，他匆匆“逃”出病房，转身泪如雨

下。

落泪未必不丈夫，只是未到动情

时。在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时刻，叶圣国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

前，坚守一线，展现了一名基层司法行

政工作者的担当。

春风化雨“缝补”亲情
作为一名长期与群众打交道的司

法所长，他以法律服务之手一针一线

“缝补”破碎的亲情，有力提升人民调解

工作的“含金量”，助推矛盾纠纷化解走

上“快车道”。

“叶所长，你给得我做主呀……”80
多岁的马老太太拄着拐杖，步履蹒跚来

到司法所求助，一言未了泪水滚落下

来。原来，马老太太的两个儿子因为拆

迁款分配问题不睦，互相推诿不赡养老

母亲。

叶圣国找到老人的两个儿子及儿

媳后，说法、讲理、谈情。经过 3个

多小时的耐心调解后，兄弟俩摒弃前

嫌，商议从拆迁款中专门拿出一部分

作为老母亲的赡养费。割裂的亲情被

重拾，马老太太握着叶圣国的手，又

一次热泪盈眶，不过，这一次流下的

是感激的泪水。

擦亮为民服务“招牌”
为了提升司法所服务效能，更好服

务群众，从2016年开始，叶圣国全力承

担起新所建设的重任。如今，严桥司法

所已经焕然一新，总建筑面积拓展至

283平方米，设置了服务大厅、社区矫

正宣告室、人民调解室、安置帮教室、心

理咨询室、会议室等，功能齐全，能够更

好满足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需要。

“硬件”升级了，叶圣国琢磨着，“软

件”也要提档，擦亮法律服务为民的金

招牌。面对基层群众新期盼，叶圣国将

继续扎根司法所，做一名根植泥土自芬

芳的司法行政人，岁岁耕耘，日日辛勤，

奏响一名基层司法所长矢志为民的动

人乐章。

自 2010年 10月以来，姚锋和同事

们为群众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10万余人

次，调解案件 4450余件。其中，调解亡

人交通事故 878 件，调解成功率高达

91%，回访率与履行率均为100%。

这一串串数字的背后，不单单是姚

锋以专业和耐心化解交通事故纠纷的

成果，也是对家乡百姓的深厚感情，更

是他用一言一行践行着的共产党员的

铮铮誓言。

不辞辛苦解心结
2019年 4月，当地发生一起亡人交

通事故。一辆小轿车与一辆拖拉机相

撞，致小轿车上乘客贾某死亡。小轿车

驾驶人涉嫌酒驾，车辆为其租用，没有

保险且机件具有隐患。

由于此案涉及多方主体，包括车辆

实际所有人、租赁公司、车辆借用人、保

险公司、受害人亲属、同饮酒人等，姚锋

光是通知他们来调解，就花了一番功

夫。首次调解进行了长达 3个小时，然

而当事人之间分歧太大，闹得不欢而

散。

面对这个棘手的案件，姚锋告诫自

己：不要灰心，不要轻言放弃。调解过

程中，他充分考虑到了各方当事人利

益，一次又一次进行心理疏导，不急不

躁；一次又一次在调解中普法，不偏不

倚。终于，历时2月，一份让各方都能接

受的调解方案出炉。

为民服务点心灯
交通事故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偶

然性，受害人及家属一时难以承受冲

击，容易情绪激动甚至失控。每一起事

故的调解，姚锋要面对的都不是简单的

矛盾纠纷，还有事故中受害人的惊魂未

定，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以真情感化

当事人，化解他们心中的怨愤，巧妙避

免矛盾激化，这是姚锋处理重大交通事

故的技巧。

一位重病卧床的当事人提起姚锋

时说：“他这么忙，还跑那么远到我家里

来，听我的意见。回去时赶上下大雨，

水都没喝我一口，又没带伞，都不知道

回家淋病没有？我这心里真是过意不

去。”

兢兢业业守初心
目前，大多数机动车都投有保险，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保险公司也是赔偿

义务人。但如果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得

不到车辆投保公司的大力支持，调解难

度会骤然上升。

调委会刚成立时，许多保险公司并

不认可调委会的工作。为此，姚锋多次

奔波于阜阳市各财产保险公司，在他的

积极协调下，阜阳各财产保险公司对交

调委的工作都给予支持，后来，多家财

产保险公司都指派人员常驻调委会。

更值得一提的是，姚锋经过潜心学习研

究，和同事们一道制定了《保险公司参

与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规则》，该规

则对保险公司、调解员、当事人都提出

了相关要求，大大提高了调解效率，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共赢。

他用 11年的爱岗敬业诠释了优秀

人民调解员的形象，在调解工作中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地散发着自己的光与

热，兢兢业业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彰显

了一名普通党员在平凡岗位上为人民

默默奉献的精神。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序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入开展英模学习教育，选树推荐一批事迹可信、形象可亲、品格可敬、精神可学的先进典型，从即日

起，省司法厅联合本报策划推出“身边的党员故事”系列报道。

系列报道将通过持续讲述安徽司法行政干警和法治工作者感人的事迹，全面展示党员干部时代风采，弘扬英模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营造学习先进、崇尚

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尚，进而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不断激发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的奋斗热情和担当精神，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恰似不停转的“陀螺”
人物名片：

季冲，男，1988 年 7 月生，中共党

员，现任郎溪县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

股股长、涛城司法所所长。

所获荣誉：
2020年8月，被安徽省司法厅评为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防汛救灾成绩突出

个人。

倔强司法所长二三事
人物名片：

夏克宗，男，1974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马鞍山市当涂县司法局太白司

法所所长。

所获荣誉：
先后荣获全国“七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

上交试点工作表现突出个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等荣誉称号。

只求和谐千万家
人物名片：

姚锋，男，1975 年 9 月生，中共党

员，现任阜阳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

委员会副主任。

所获荣誉：
先后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安徽省优秀人民调解员”等荣誉称号。

根植泥土自芬芳
人物名片：

叶圣国，男，中共党员，1979年1月

生，现任无为市司法局严桥司法所所

长。

所获荣誉：
2020年3月，因疫情防控工作表现

突出，受到省司法厅通报表扬。

▲季冲（中）主持召开行政复议听证会。

▲季冲走进学校面向学生开讲法治课。

▲夏克宗（右）送法进企业，为企业经营者排忧解难。

▶夏克宗开展人民调解员和普

法骨干培训活动。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的奖牌对于姚锋而言是一种激励。

▲姚锋（中）在调解室和同事们研讨案情。

▲叶圣国到群众家中走访认真听取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