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郭剑 通讯员 芦
晨），近日，北大街道办事处西湖社区
邀请专业人士，为各小区的楼长、院长
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传统文化课。

什么是孝，什么是忠，如何保持良
好心态，如何使人际交往更加和谐，夫
妻间如何沟通交流，如何使家庭更和
谐……主讲人白新义依托中国传统文
化，对忠、孝等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 台上老师讲得认真，台下楼长、院
长听得仔细。整堂讲座掌声不断,互动
不断。之后，西湖社区党支部书记寇苣
平又运用传统文化知识， 结合社区工
作中经常出现的夫妻关系不和谐、邻
里关系不和睦以及不赡养老人等问题
进行了讲解。

西湖社区北街小区的楼长孙保萍
告诉记者：“讲座办得真好， 我会把学
到的这些知识运用到自己的日常工作
中，使小区更加和谐。 ”

讲座结束后， 白新义还给大家赠
送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光
碟。

西湖社区
楼长、院长“充电”忙

本报讯 （记者 冯子建）“谢谢，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想不到丢失的手机
还能找到。 ”3月 14日 20时左右，长
河洗浴中心吧台处， 张先生从服务员
手中接过失而复得的手机， 不住地说
着感谢的话。

当日 19时许，张先生到长河洗浴
中心洗澡。洗完澡后，他到二楼休息室
休息，因疏忽大意，把手机落在了床位
上的枕头旁。领班朱巴金打扫卫生时，
发现了一部崭新的乳白色小米手机，
他判断可能是客人离开时不慎遗失
的。

他立即下楼把手机交到了吧台。
２０多分钟后， 一名 ２０多岁的年轻人
匆忙来到长河洗浴中心， 询问服务员
是否见到一部小米手机。 服务员核实
情况以后， 最终确定手机是张先生丢
失的，立即还给了他。

“我们这里拾金不昧的事经常发
生。 服务员捡到客人的钱包、手表、手
机等贵重物品后， 都会第一时间交到
吧台，再由工作人员联系失主认领。在
此提醒广大客人， 可以把贵重物品免
费寄存到吧台， 不要放到枕头下面或
其他隐蔽的地方，以免丢失。 ”长河洗
浴中心的负责人王丽红称。

服务员拾金不昧
手机物归原主

他在基层人民调解岗位上十几年如
一日，兢兢业业、无悔奉献；十几年间，共
参与调解各类纠纷 520多件，调解成功
率在 95%以上，先后荣获“全国人民调
解能手”、“许昌市十佳人民调解员”、“许
昌市十佳法律援助工作者”、“魏都区首
届道德模范”等称号。 他就是区司法局
丁庄司法所所长、丁庄办事处人民调解
委员会主任张岩峰。 3月 17日，记者对
这位矛盾调解能手进行了采访。

今年 44岁的张岩峰从踏上工作岗
位的第一天起，就在心中给自己定下了
“两不管”的规矩：不管所在单位安排自
己从事什么工作，都要认真干好；不管遇
到再麻烦、再难调解的矛盾，都要想方设
法解决。 此外，张岩峰还要求自己“四不
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烦，不怕受
委屈。

“调解中要用诚恳的态度、有力的语
言、热情的工作作风去理解当事人，感动
当事人。 ” 张岩峰说。

2012年 1月，在某电器公司打工的
56岁的赵某， 被车间里的冲床砸伤右
手，造成右手大拇指粉碎性骨折。 赵某
要求公司支付后期治疗费、精神抚慰金
等 10万余元， 该公司认为赵某要求太
高，双方为此产生了纠纷。

接到此案后，张岩峰亲自找到该公
司的老板，向他们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并
指出如果对方提起诉讼，对企业来说不

仅是耗费精力，还需要付出诉讼费用。经
过反复协商， 该公司老板终于同意调解
方案：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公司一次性赔
偿赵某补偿金、治疗费等共计 55000元。
赵某夫妇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 拉着张
岩峰的手连声道谢。

在与老百姓接触的过程中， 张岩峰
发现很多矛盾纠纷的产生都是因为当事
人不了解法律造成的。这让张岩峰明白，
要从根本上解决纠纷， 就必须坚持在调
解中普法， 而且还要将法理和情理相结

合。
辖区的刘老太太年迈多病， 瘫痪在

床，膝下虽有 5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都
不愿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刘老太太。 张
岩峰听说后既痛心又气愤, 他对刘老太
太的子女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让其把刘
老太太的被子、衣物换洗干净。 随后，张
岩峰又向刘老太太的子女们详细讲解了
相关的法律规定， 告知他们赡养老人是
法定义务，如果遗弃老人或者虐待老人，
重则可以判刑。最终，刘老太太的子女们
协商同意每人每月出 180元安排老人去
社区敬老院安度晚年， 并在每星期轮流
去看望老人。

这些案例， 只是张岩峰辛苦工作的
缩影。 基层司法所还承担着法律援助这
项惠民工作， 张岩峰作为丁庄法律援助
工作站的工作人员，10年来， 累计办理
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260多件， 为当事人
挽回经济损失 700余万元。

“心系居民，扎根基层，认真负责，任
劳任怨”，这是张岩峰的同事们对他的评
价。“作为一名调解员，除了有耐心，还要
有对待工作的热心， 对待当事人的爱心
和真心，以及永不放弃的恒心。 ”这是张
岩峰写在自己日记本上的话，“在以后的
工作中， 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化解更
多的矛盾，调解更多的纠纷。 ”

张岩峰：“四不怕”的调解能手
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烦，不怕受委屈

□记者 付家宝 通讯员 刘聪

工作中的张岩峰。 付家宝 摄

魏都区首届道德模范风采 ⑤

黄连生称，甩鞭能强身健体，还能交朋友

“啪、啪、啪”，一声声清脆、洪亮的
声音响彻许昌体育场。 3月 13日，黄连
生像往常一样，7点就来到老地方，稍做
热身运动后，就开始挥舞起他的鞭子。

时而在空中画圈， 时而上下挥舞，

时而左右手交替，矫健的甩鞭身姿让人
看不出黄连生今年已经 62岁了。

得益于长期坚持不懈地甩鞭锻炼，
黄连生明显比同龄人硬朗得多。 “甩鞭
是一种全身运动，可以活动筋骨，对治
疗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有很
大帮助。 它还能减肥，我的腰围原来二
尺九，现在二尺七。 ”

据黄连生介绍， 甩鞭很好上手，快
的七八分钟就能学会，慢的半天也能学
会，适合各个年龄段锻炼。 “刚开始学，
可以用这种稍微短点儿、轻点儿的橡皮
鞭，好上手。 ”黄连生说着拿起一根两三
米长的黑色皮鞭演示起来。 只见鞭子像
一条小蛇一样，轻轻飞过头顶，在空中
盘旋， 黄连生突然抖动手腕反向拉回，
鞭头发出清脆的声音。

随后，黄连生又拿出包里的两条长

鞭，均由铁链构成，长的约有 5米，重达
10斤，活像一条“长龙”。 在黄连生的手
中，这条“长龙”摇头摆尾，迅猛无比。

黄连生说：“熟练了之后，可以试着
甩甩像长杆鞭、麒麟鞭之类稍微重点儿
的鞭子。 甩鞭没有固定的套路，心里想
咋甩就咋甩。 做到鞭随手走之后，甩出
的鞭自然就行云流水，游刃有余。 ”

甩鞭不仅能健身，还能交友。 刚甩
完鞭的黄连生对记者说：“通过甩鞭，我
认识了很多朋友，大家在一块儿说说笑
笑，心里舒坦得很。 这比打牌、赌博强多
了。 ”

十斤重长鞭，他挥舞自如
□记者 李盼

3月 14日上午，许昌市人民医
院的志愿服务者们来到文峰街道办
事处河西社区开展义诊活动， 为社
区的群众测血糖、检查白内障。

图为医生正在对群众进行眼部
检查。

志愿服务进社区

付家宝 刘建华 摄

黄连生正在挥舞鞭子。 实习生 牛原 摄

六家单位联手
救助戈谢病家庭
本报讯 （记者 郭剑）3月 14日

上午，我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民
政局、总工会、妇联、文明办、北大街道
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汇聚一堂， 共同
商议帮扶救助汪紫熙一家。

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称，他们已
对汪紫熙家进行了走访和慰问，会按
照国家相关政策，开辟绿色通道，对汪
紫熙家进行救助，并积极帮助汪紫熙
的父母实现再就业。

北大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积极协助各部门，做好汪紫
熙一家的救助工作。 区民政局、 总工
会、妇联、文明办的负责人都根据各自
分管的范围， 介绍了下一步对汪紫熙
一家的救助措施。

另据了解，3 月 11 日凌晨 4 点，
小紫熙和妈妈踏上北上的列车, 开始
了北京求医问药之行。 让我们祝福小
紫熙一切顺利、平安健康。

《三岁女童患上罕见戈谢病》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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