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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请坐。早饭吃没有？”
“老马，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帮我解

决哦！”
7月29日上午，9点不到，江北区

观音桥街道一楼的老马工作室便热闹
起来。一位中年妇女满脸愁容，嘴里
不停地抱怨着。她的对面是始终带着
微笑、耐心记录的工作室负责人马善
祥。

大姐名叫傅国玉，是观音桥街道
渝北社区的居民。因为小区一租赁户
喂养了数只宠物，导致噪音扰民、卫生
问题突出，大姐多次劝说无果后，只能
跑来求助老马。

“傅大姐，你莫着急，我们马上去
了解情况。首先，居民养宠物是自由，
我们不能随意干涉，但养宠物也要遵
守规定，如果给其他人造成了影响肯
定不行……”

在老马的耐心劝说下，傅国玉的
心情终于“由阴转晴”，连连道谢后离
开了。

老马却没有闲下来。“宠物带来的
矛盾日渐增多，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不能一棒子打死，在保障一些居
民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不能侵害其他居
民的利益。”带着沉思，老马在笔记本
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有人问老马，30多年基层调解，
你有什么秘诀？

“秘诀全在我190多本笔记里！”
老马笑着回答。

190多本笔记、550多万字工作记
录，里面不仅包含了他为群众解决的
两千多个困难与问题，还有对千千万
万种不同矛盾调解办法的思考和分
析。

翻开老马的笔记本，透过那一字
一句，你能感受到一位共产党员对群
众工作的坚持不懈、对党的事业永不
改变的初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共产党人最能看清困难的磨砺对
我们的宝贵价值，“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这在井冈山精神中最强烈体现出
来。初心，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走向

困难的时候，就是走向希望的时候。
——摘自马善祥文章《不忘初心，

不忘井冈山》
基层工作琐碎，如何在兼顾工作

的同时坚持学习、加强学习？面对
这个问题，老马拿出了他自己的法
宝——笔记本。

老马很稀奇宝贝他的笔记本。工
作时，本子得在身边；下班回到家，伸
手能拿到的，还是笔记本。在老马看
来，笔记本可比手机、电脑重要得多。

“别人回家都是玩手机、看电视，他倒
好，回到家就抱着那些本子不撒手。”
虽说已经习惯了老马对记笔记的钟
爱，提及这件事，家人还是觉得有些好
笑，“你说记东西，现在用手机用电脑
都挺方便的，可他偏要堆一摞摞本
子。”

虽然常被说“不够新潮，跟不上时
代”，但老马记笔记的手却一刻没停
过。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190多本
笔记，墨迹深浅不一的550多万字，都
是老马一天天、一笔笔带着感情带着
思考写出来的。

“你看，这一本是‘群众工作记录
本’，那一本是‘理论书籍记录本’，还
有‘学习笔记本’，不同的笔记本有不
同的用途，区分开了需要的时候才找
得到。”老马为记者讲起了各类笔记的
用途。老马的笔记多但不杂乱，分为

“群众工作记录本”“理论书籍记录本”
“学习记录本”3类。也得益于这些本
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老马工作法”，
成为了全国调解员的学习范本。

众所周知，老马是个大忙人，除了
大大小小的矛盾调解，他还有不少任
务。拿7月15日至19日这一周来说，
老马有两天参加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
回报告会，剩下的3天调解了辖区内
两件大矛盾。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
老马还坚持写了两篇文章。

“时间总有办法挤出来。”老马说，

多年来自己一直保持每天3小时的学
习时间，刮风下雨雷打不动。矛盾调
解的间隙、下班之后的休息时间、别人
周末踏青出游之时，你都能看到老马
奋笔疾书的样子。“社会发展太快啦，
不学习就会落后。别看我们干基层群
众工作，好像耍耍嘴皮就行，但没有理
论知识的支撑，嘴皮翻得再快别人也
不听哟。”

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如何将经验
传授给其他人，培养更多“小马”？

针对不同情况的“小马”，老马有
不同的培养方式。来老马工作室学习
的“小马”，会被安排接待群众，直接参
与调解矛盾，从实战中提升能力。此
外，老马还赶了一趟时髦，开通了“老
马工作室”微信公众号，结合自身工作
经历，每周撰写文章，内容涵盖社会热
点纠纷，并提出调解建议。这不仅拓
展了区内百姓的求助渠道，也让基层
干部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从2014年
起，老马每年坚持写100篇文章，这些
文章大多成了其他人民调解员的学习
资料。而这背后，则是老马每一天的
连轴转。

今年，是老马开通公众号的第五
年。截至目前，老马已经在公众号上
发表了近60篇文章。老马说：“虽然
干了很多年的调解工作，但依然会觉
得‘赶不上趟’，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推
动自己前进”。

不忘初心，三省吾身

自我提高要“吾终日三省吾身”，
毕身不能停。不忘初心，在这里就是
不忘自律的重要性，自律的重点就是
自查问题、自改问题。我现在经常自
查问题，以激励自己保持先进、发扬先
进和传播先进。

——摘自马善祥文章《不忘初心，
不忘自查问题》

“时代在变，群众的矛盾在变，做

调解工作的方法也要改变，调解员的
工作需要与时俱进。我不自查问题、
不做改变，肯定是干不好工作的。”老
马对记者说了这席话。

调解工作干了30年，老马不断地
改变调解方式，干出了一套自己的矛
盾调解法。

近年来，老马感受到的最大变化
是调解的数量明显减少。“以前我每年
要处理六七十件矛盾，最多的时候曾
超过80件。但去年，这个数字下降到
22件。”老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社会
发展带动了很多问题的解决。“过去的
调解工作，涉及农村征地、城市房屋征
收、企业改制、环保搬迁、安全事故、医
患矛盾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
些矛盾相应减少或消失了。”

一些旧矛盾逐渐消失，一些新矛
盾又不断出现，继而产生新的解决方
式，比如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指矛盾纠纷调处中的
诉讼方式与非诉讼方式相衔接。老马
工作室是江北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工
作站，按照“诉调对接”机制，公民诉讼
到法院的民事案件，经法院选择，有的
会交由老马工作室调解。

最近，老马接到这样一个诉调任
务：2018年9月初，某学校因高温放了
高温假，老师通过微信告知了家长。
但恰恰高一新生廖某的父母没加入班
主任微信群，不知道学校放高温假。
廖某到同学家玩，同学的父亲带他们
到江边玩水，结果廖某不幸溺水身亡，
同学家长承担100%的民事赔偿责任，
获得死者家属谅解。亲属认为学校也
有过错，便将学校告到法院。

对于这个案子，老马认为，如果是
法院判决，尽管判决坚持公平正义，但
手段会比调解少。在贯彻“事实为依
据、法律为准绳”的过程中，调解的空
间和余地更大，方法和措施更多，技巧
和策略更灵。案件中，廖某溺亡的过
错责任已经全部由同学家长承担，死

者家长再起诉学校，认为学校临时放
假没有通知到家长与孩子溺亡有关
联，有一点追究连带责任的意思。但
是家长忽视了《侵权责任法》中的一个
原则：共同侵权人中的一个或者数人
已全部赔偿了被侵权人的损失，则免
除其他共同侵权人应负的赔偿责任。

但由于死者家长受到心灵创伤，
老马秉持同情弱者的心理，在个人与
单位分歧时有条件地、适度地向个人
倾斜一点。老马决定，做做学校的工
作，帮助原告获得一些心灵的安慰，避
免旧伤痕上再添新伤。“这其中包含的
人情味并不违反‘事实为依据、法律为
准绳’的原则，而经常可能是对这种原
则的必要补充。”对于该案件，老马有
自己的理解。

在老马的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
协议，学校赔偿死者家长4万元。

调解完成后，老马便将这个案例
的工作要点写成了《诉调对接中丰富
的调解思维1》《诉调对接中丰富的调
解思维2》两篇文章，并发布在公众号
上，供众多“小马”学习。

见贤思齐，择善而从

不忘学习人民就是不忘人民群众
对党的感情，人民群众对党的热爱、对
党的信仰、对党的忠诚。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向
人民学习，就是我们永远的初心。

——摘自马善祥文章《不忘初心，
不忘学习人民》

在基层工作，老马接触了许多人，
陈运华与老周便是其中两个。

陈运华是个老党员，早年间在工
厂入党，因为学了些技术，退休后便直
接被聘到民企工作。孙儿填表，其中
有一栏是爷爷的政治面貌，陈运华才
想到自己已经两年没有过组织生活
了。想到这儿，他心里一阵失落和紧
张，迫不及待地赶到街道寻找党组织，

要求过组织生活。也正是在街道办理
党支部相关手续时，老马结识了他。
在和陈运华的交谈中，老马想到了多
年前自己争取入党的样子。“那是我人
生最宝贵的经历，每次回想起来都历
历在目。”多年过去了，两个老党员依
旧不忘初心，不忘追求入党时的纯洁
性。

老周也是观音桥街道的一名老同
志。一次交谈时，他对老马说：“现在
社会这么好、生活这么好，如果不活一
百岁对不起共产党啊。”老周的话让老
马想到了自己，老马说：“这位老同志
教育了我怎么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就
是不忘自己的好生活是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获得的。”

当然，老马也会遇到质疑、不认可
自己工作的人。

有一次，一位市民在街道办事，由
于流程不熟悉，他耽误了很多时间，便
指着工作人员大骂。在楼下的老马听
到后，赶紧上楼想去调解。还没等老
马开口，对方就先发制人：“我认得你，
你是时代楷模，又是改革先锋，但不晓
得你这些先进是不是空口吹出来的。”
面对质疑，老马的第一反应不是辩解，
而是反思自己是不是还有地方没有做
好。耐心帮助那位市民处理好问题
后，老马在笔记本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时刻保持警惕，谦虚谨慎，好好做工
作。”

“现在我的荣誉很多，但这些荣誉
不是我开展群众工作多年的结果，而
是我做群众工作的条件。”对于自己所
获得的众多荣誉，老马没有欣欣然，反
而将之当作一种鞭策。

竿头日进，精益求精

我也获得了不少荣誉，对照学习
张富清，我要找差距，照镜子，添动力，
再努力。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就意味着生活随时包含着学习。

——摘自马善祥文章《学习张富
清，终身守初心》

“我要找差距，照镜子，添动力，再
努力。”张富清与向仲怀都是老马的镜
子。

向仲怀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参
加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团
时，老马与他分到了一组。交谈中，向
院士给老马讲起了一个关于蚕的故
事：有一次向仲怀受委托外出解决一
个蚕无故大量死亡的问题，经过3个
月的调查却没有一点头绪。后来，他
偶然发现了几只有异样的蚕，最终从
其身体上找出罪魁祸首——螨虫。

听完故事，老马对向院士一丝不
苟、永不放弃的工作态度深感佩服，又
举一反三写下心得体会，告诫自己在
调解工作中也要多多关注偶然性的东
西。

时代楷模张富清也是老马的榜
样。

“张富清是时代楷模、是战斗英
雄，他深藏功名 60年，不讲功绩 60
年，坚守平凡60年。贴近他的内心世
界，令我敬仰的是他在功绩面前‘四个
不’”。对于张富清的精神内核，老马
有着自己的理解，并据此写下题为《学
习张富清，终身守初心》的文章。文中
结合张富清的先进事迹，老马对自己
做了新的要求：工作要与时俱进；待人
要谦虚谨慎；不谋私利；传播先进。

初心是起点时心怀的承诺与信
念，是困境时履行的责任与担当。“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
忘初心，才能砥砺前行。正如老马在
笔记中所说，他从不认为自己已经做
到了最好，他要“活到老，学到老”。
190多本笔记，正是老马从未忘记初
心、一直在求索的证明。

老马190多本笔记背后的故事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实习生 袁凯

■ 190 多本笔记、
550 多万字工作记录，
里面不仅包含了马善祥
为群众解决的两千多个
困难与问题，还有对千
千万万种不同矛盾调解
办法的思考和分析。

■翻开老马的笔记
本，透过那一字一句，你
能感受到一位共产党员
对群众工作的坚持不
懈、对党的事业永不改
变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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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20

土地位置

南岸区弹子石组团C分区C3-13-a/04、C3-
13-b/04、C3-13-c/04号宗地

用途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

土地面积
（㎡）

24785.4

总计容建筑面积
（㎡）

≤153666.2

最大建筑密度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69075

备注

19121

19122

19123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南岸区南坪组团K分区K1-9-1/07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W分区W07-1/02、W08-3/
04、W08-4/04、W09－1/02号宗地

两江新区大竹林组团G分区G7-1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
地、商务用地

商业用地

103501

198719.4

52665

≤207002

≤372731.56

≤78997.5

≤35%

按规划要求

≤50%

≥30%

按规划要求

≥10%

146972

153965

2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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