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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摄

“走，咱们让老俞来评评理！”9月
18日上午，一名保洁阿姨拉着曾经工
作过的公司负责人来到市司法局城西
司法所，寻求调解劳资纠纷问题。她口
中的“老俞”正是城西街道人民调解员
俞秋奇。经过老俞几个小时的调解，双
方达成协议，握手言和。

16 年来，老俞已经调解 800 多起
矛盾纠纷，且很少留下“后遗症”，因为
矛盾化解率和化解满意度都比较高，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老俞调解室”成了
城西街道的一块“金字招牌”。

对症施策“下手准、见效快”

许多矛盾纠纷，往往离不开一个
“利”字。农村旧改因为涉及房屋财产
问题，旧改过程中经常会产生许多矛
盾纠纷，如父母挂靠问题，财产分配问
题，房屋买卖遗留问题等等，如果解决
不好，就会影响农村发展大局。

今年 6 月，城西街道溪干村在旧
改中就遇到了这些问题。溪干村东临

“义新欧”起点义乌铁路西货站,北靠
长堰水库，西南被浙赣铁路、杭长高
铁、杭金衢高速望道互通所环绕，是通
往望道故里的门户，区位优势明显。之
前，因浙赣铁路、杭长高铁工程建设征
地需要，2014年约三分之二的农户旧
房已拆除并参加旧村改造，剩余 188
户农户的旧房因建设用地指标等原因

暂未拆除。今年 188 户农户启动旧村
改造后，有些原房主却反悔了。

其中有一户因涉及房屋买卖问
题，解决起来尤为棘手。13年前，龚某
从溪西村一农户处购买了房屋，但购
房过程没有走法律程序，房屋在法律
层面上说并不属于龚某。如今，这一
农户找到龚某，要求返还自己的房
子，遭到龚某的拒绝。在该村和街道
工作片工作人员的参与协调下，双方
调解了二三十次，但一直谈不拢，没
有结果。

6 月23 日，老俞接到了希望他去
帮忙调解溪西村房屋买卖纠纷的电
话。当天傍晚7点，老俞组织双方开展
调解。在了解到龚某希望得到补偿、农
户想要回房子的诉求后，老俞从双方
的利益出发，将重点放在赔偿金额数
量上，凭着自己多年的调解经验，给出
了合理的分配方式。经过6 个小时的
调解，次日凌晨1点，双方终于接受了
老俞的方案，达成共识。在老俞的帮助
下，溪西村的旧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情、理、法”巧用“三板斧”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老
俞调解的纠纷中，家庭矛盾纠纷占了
很大一部分，这也是调解工作中最棘
手、最考验调解员水平的工作。

去年10月，老俞处理了一起由遗
产分配引发的纠纷。去世的当事人没
有配偶和子女，去世前因为村里有机

更新，分到了200多万元补偿款。因为他
的突然去世，这 200 多万元补偿款的分
配成了一个大问题。他有两个姐姐和一
个弟弟，其中一个姐姐已经去世，留下一
个儿子，另外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分别
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的姐姐和弟
弟还有三个外甥因为赔偿款分配问题找
到了老俞。

老俞了解了详细情况后，耐心地给
他们讲解了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明确了
继承顺序和继承人。

“把法律条文先摊在明面上，说理也
比较有依据。”紧接着，老俞又详细了解
了当事人的姐姐和弟弟的家庭情况。讲
完法和理，老俞又开始讲“情”。

“我们做调解工作，情、理、法三者缺
一不可。在这种亲属纠纷中，要在合法前
提下凸显‘情’的珍贵。都是一家人，家和
万事兴，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老俞对此颇有感触。

老俞做调解工作，今年已是第16个
年头。从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到房屋宅基
地纠纷、合同纠纷，再到损害赔偿纠纷
等，各种类型的纠纷调解书在老俞办公
桌旁的文件柜里累积了厚厚的一沓。

天下难事做于易，细微之处见精神。
“把真情倾注给百姓，把爱心奉献给基
层”，“老娘舅”俞秋奇正是坚守这样的信
念，躬践于行，以此见证他作为“最美老
娘舅”的拳拳之情。

“老娘舅”俞秋奇：

扎根基层十六年 调解纠纷数百起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最美在身边

俞秋奇给前来咨询的市民讲解法律法规。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图

本报讯“餐巾纸是其他垃
圾，放进黑色桶里，矿泉水瓶是可
回收物，放在蓝色桶里。”赤岸镇
山盆村干部朱江春身穿红马甲，
手持分类垃圾桶，不怕脏不怕累，
带头把村里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到
前面去。

据了解，为了深入普及垃圾
分类常识，增强村民分类意识，让
垃圾分类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
良好习惯，发挥妇女在家庭和社
会中的独特作用，近日，赤岸镇妇
联、城乡管理办在山盆村联合开
展“垃圾分类新时尚，美丽家园巾
帼行”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在现场，巾帼志愿者们统一
穿着红马甲，体验并增强垃圾分
类相关知识、提升自己的宣传
推广水平，营造垃圾分类投放
的浓厚氛围。该活动让女性充
分发挥在家庭中的环保主导地
位，学习与践行垃圾分类。巾帼
志愿者还指导村民垃圾分类，
并发放宣传手册，耐心讲解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

如今，不少农户提高了对垃
圾分类的认识，提升了垃圾分类
的自觉性，真正做到了“垃圾分一
分，环境美十分”。

垃圾分类新时尚 美丽家园巾帼行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通讯员 徐衎 吴轩 文/摄

又快到一年一度红糖飘香
时，连日来，国网义乌市供电公
司红船党员服务队前往多个红
糖厂，对厂内线路及设备进行
检查，排查用电安全隐患。

在佛堂镇省级高效生态农
业示范园区的义红红糖厂内，
服务队队员对厂区所有线路和
设备进行检查，同时新增变压器
安装完毕。这些设备的投入使
用，标志着古法红糖产业提效升
级。佛堂镇省级高效生态农业示
范园区是义乌著名的红糖产区。
随着红糖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为
保证红糖的品质，佛堂镇现在多
改用电动榨糖机榨糖，并采用不
锈钢电锅炉，增设过滤装置，减
少红糖杂质。

“工人们只要把一根根甘
蔗‘喂’进榨汁机，机器吐出糖
梗渣的同时，蔗糖水会哗哗地
流进一个池里，制糖师傅们不
停地搅动着熬糖锅里的红糖
水，慢慢待它熬成熟。我们以前
用柴火烧制糖锅里的甘蔗汁，
必须全天不断火，整个厂区到

处是灶烟，污染是个问题，用火
安全方面，我们还得时刻注意，
就怕引起火灾。”有着二十余年
制糖经验的义红红糖厂负责人
卜龙飞说，“今年，供电公司了
解到我们厂的情况后，主动过来
为我们制定了产业升级计划。电
力改造后，电力充足，电压稳定，
榨汁机、熬制红糖的加热设备用
电都有保障，加热源由锅底通过
电热棒加热导热油传导。预计今
年红糖产量要比去年高不少，而
且现在节省了两个烧火的劳力，
也节约了占地，原来存放柴火和
过滤机器的地方都省了。”

近年来，为促进传统红糖产
业的发展，国网义乌市供电公司
对红糖厂区供电线路进行升级
改造，安装变压器，架设供电线
路，为农民增产、增收创造了有
利条件。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在红糖开榨之前，
国网义乌市供电公司都会专门
成立保电小分队，定点定人对辖
区内的制糖车间的供电线路以
及用电设施进行特巡，及时排除
安全隐患，全力为十月的红糖开
榨及十一月的红糖节顺利召开
护航保供电。

国网义乌市供电公司
助力古法红糖产业升级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谢谢领导的关心,谢谢同事们的
帮助……”9月18日上午，接过2万余
元饱含同事们深情厚谊的善款时,市
公路养护与应急保障中心职工周正才
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一场火灾，老房成废墟

当天，记者赶到苏溪镇联合村。52
岁的周正才带记者来到他家被烧毁的
房屋前，他一脸忧伤，眼里含着泪水，
说了一句“家没了！”走进这户农宅，见
一字排开的16间老房已成废墟，屋内
全是被烧成黑炭的木头。

这16间被烧毁的老房子，住着两
户人家，周正才夫妻就是其中一户。

“小女儿上初中，平时都住在学校里，
火灾那天晚上刚好就我们夫妻俩在

家，幸好听到了呼叫声，否则后果难以
想象。”周正才说话时还心有余悸。

隔壁老房起火蔓延所致

据了解，这场火灾发生在9月3日
晚上10时30分许。那天，周正才夫妻
早早地睡下了。睡梦中，他迷迷糊糊听
见外面有人喊“着火了、着火了……”，
随后，窗户玻璃瞬间碎裂，眼前的一幕
让他惊呆了，怎么也没想到自家房子
竟然着起大火。周正才拉起妻子赶紧
往门外跑。

据周正才回忆，当时火势非常凶
猛，冒着滚滚浓烟，根本没法施救，家
里的物品一件都没抢出来，火势不断
蔓延，眼睁睁看着家里的一切被烧
毁，就连放在家里的几千元现金也葬
身火海。

消防人员赶到后，用了半个多小

时才把大火扑灭。“听消防部门的人说，
这次火灾原因是隔壁老房的电线老化短
路导致起火并蔓延。”周正才说。

这16间房子全是木质结构，一旦发
生火灾，火势蔓延很快。一说起当天的情
景，周正才忍不住流下眼泪：“一场大火
把我们安生之地全烧没了，我真不知道
该咋办。幸好邻居们送来了被子、衣服等
生活用品，真是雪中送炭啊！”

本来就困难，又雪上加霜

“那大火没法救，当时连一件衣服、
一台电视机都没能抢出来，太惨了！”村
民们说。

据了解，周正才一家是村里的困
难户，周正才的妻子是一名尿毒症患
者，每周三次要到医院做血透，家中还
有一个小女儿正在读初中，一家生活
重担全部落在周正才一人身上。周正
才在市公路养护与应急保障中心上
班，负责路面清扫和养护工作，每个月
的工资不高，只有 3000 元左右，以微薄
收入维持着全家的生活开支。用周正

才的话说，就是“平时还能安稳度日”。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场大火无疑让

这个家庭雪上加霜。”一位村民说。
目前，周正才一家借住在村办公大

楼内，所有生活用品都是村民赠送的，包
括木板床、燃气灶、锅等等

献一份爱心，帮其渡难关

都说水火无情，但人有情，市公路养
护与应急保障中心全体职工的善举，让
周正才一家感受到了人间真情。

据悉，市公路养护与应急保障中心
得知此事后，立即发出倡议，发动全体职
工伸出援助之手，为周正才家送去了一
份温暖。涓滴之水汇成海洋，颗颗爱心凝
聚希望。到目前为止，为周正才家捐献的
爱心善款已有2万余元。

“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事！感谢所有
的好心人！”这是挂在周正才嘴边最多
的一句话。

市公路养护与应急保障中心的干部
职工都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微薄
之力，能帮助周正才渡过这个难关。

家中失火雪上加霜 暖心救助雪中送炭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义故事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通 讯 员 陈 骁

本报讯 9月18日，恒风集
团长运公司开通义乌至杭州（下
沙高教园）的定制客运班线，大
大方便了在杭州的学生往返校
园以及购物。该班线途经下沙多
所高校以及下沙奥特莱斯购物
广场，学生返校、前往下沙奥特
莱斯广场购物都非常方便。

据悉，义乌—杭州（下沙高
教园）定制客运班线每天往返
各一班，义乌江东客运站 7:40
发班，下沙奥特莱斯 15：00 发
班，单程时长约2小时45分钟，
其他时间接受定制服务。联系
电话：17816696322，王先生（周
一至周五 8:00—17:00 上班），
提前一天预订。

去程：为方便下沙学生，学
源街沿线的公交车站均可下车。
每天上午7点40分从江东客运
站发车，途经篁园市场（东）、义
乌旅游集散中心、义乌国际商贸
城一区（西大门）、义乌国际商贸
城客运中心、萧山区浙江旅游职
业学院（北区）南门、萧山区浙江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传媒大
学（文泽路学源街口站）、杭州职
业技术学院（高教西公园北站）、
中国计量大学、中国计量大学
（东校区）学源街公交停车场站、
下沙奥特莱斯等站点。

返程：下沙高教园区设立
四个集中上车点，方便学生到

确切位置等车。每天15点从下
沙奥特莱斯发车，途经中国计
量大学（东校区）学源街公交停
车场站、中国计量大学、杭州职
业技术学院（高教西公园北
站）、浙江传媒大学（文泽路学
源街口站）、萧山区浙江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萧山区浙江旅游
职业学院（南区）东北 1 号门、
义乌国际商贸城客运中心、义
乌国际商贸城一区（西大门）、
义乌旅游集散中心等站点。

乘客可通过恒风行APP在
线购票，进入恒风行APP后，选
择“定制客运”，选择“城际巴
士”，选择出发地义乌及目的地
杭州，点击查询。选择相应站点
即可购票。义乌—杭州（下沙高
教园）全程票价为60元/人，义
乌—萧山区票价为40元/人。

该线路的开通，大大方便
了学生出行。手机端购票、车内
检票，无须到站内购票、检票再
上车；在家候车有计划出行，通
过手机端查看车辆到达时间，
就近站点上车，无须浪费等候
时间；一站式到门服务，减少乘
客中途换乘。

需要注意的是，该线路是
学生专线，客流以单线为主，开
学季时段大部分为义乌—杭州
的客流；每星期五下午以杭州
回义乌的客流为主，周日以义
乌到杭州的客流为主，根据各
时间段的客流需求，运行时间
会有所改变。

义乌—杭州（下沙高教园）
定制专线发车
大大方便了在杭学生往返校园及购物

巾帼志愿者在赤岸山盆村传授垃圾分类知识。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由于您的营业执
照未进行年终上报，请点击该
网站立即上报，延时将撤销使
用权，无法正常使用！”近日，在
生产资料市场经商的楼先生手
机里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

收到短信后，楼先生心急
火燎，想着自己的营业执照逾
期，怕对生意造成影响，就不假
思索地点击短信附带的网站链
接。点进去后，楼先生进入了

“统一企业执照信息管理系
统”，并按照界面上的步骤输入

手机号码、营业执照号、银行卡
号码以及验证码。

本以为能安心地“完成注
册”，没想到刚输入验证码之
后，楼先生的手机又收到一
条扣款短信，银行卡内的 1 万
余元人民币已被转走。他这
才发现自己被骗了，马上打
电话报警。

警方提醒：我市市场监管
部门并未发布此条短信，短信
中的链接可能含有木马病毒，
会盗刷微信、支付宝等绑定银
行卡内的资金。如有市民被骗，
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这种短信千万别信
目前已有经营户中招

工作人员在检查电力设备工作人员在检查电力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