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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居委干部李阳阳经手36个旧改调解案例，34个顺利化解，还顺便解决了一些家庭积蓄多年的矛盾

90后居委干部成旧改调解高手，靠的是“不认输”
■本报记者 杜晨薇

如果不是遇上旧改， 李阳阳或许不会知
道，自己真正的才华所在。

杨浦区大桥街道杭州路居委干部李阳阳，

生于 1991年 10月，身上有许多现代年轻人普
遍具备的特点：佛系、不强求、善于放过自己。

与之相悖的现象， 也同时在他身上出现：

工作责任心非常强。 始于今年初的大桥街道
90、88街坊旧改工作， 将李阳阳裹挟进一场又
一场难度不可预见的 “战斗”———他作为当地
的居委干部，要配合征收单位调解一些旧改中
出现的居民矛盾，但他比任何人都表现得不肯
认输。他甚至为了多参与几桩调解，将自己咽
喉囊肿的手术一拖再拖：“我不知道，如果一场
调解，别人去了，会不会失败；我只知道，如果
我去了，有可能会成功，所以我要试一试。”

他的自信，在面对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
难”的旧改工作时，显得极富张力和戏剧性。

而事实是，这位刚满 28岁的 90后确实有
一套：在不久前刚刚宣布旧改成功的大桥街道
88街坊， 李阳阳共经手 36个调解案例，34个
被他顺利化解，个别几桩甚至颇为圆满———顺
便解决了对方家庭积蓄多年的矛盾。居民给他
送来的锦旗，如今就并排挂在征收基地的调解
室里。

“我不同意！”短促有力的怒吼。紧随其后
的，可能是拍桌子的敲击声，可能是身体对抗
的厮打声。这是在旧改基地的调解室里，惯常
出现的情形。

旧改是上海近年来极重要的一项民生工
作，政府投入大量人财物加快推进，就是为了
几十年蜗居旧区的人， 能有条件住上更好的
房子。

但问题随之而来。有些家庭得知赶上了旧
改，会在喜悦后生出忧虑，七大姑八大姨都是
产权人，蛋糕该怎么分？这就是调解员存在的
意义。

88街坊“二次征询”正式签约的前两天，征
收基地调解室里， 李阳阳和王家十几口老小，

在桌前坐了整整 12小时。 针对他们家的上一
次调解，在进行了 5 小时之后，亲眷们几乎扭
打在一起，不得不“休会”，这也挫败了好几个

参与其中的调解员的信心。

王家房屋产权异常混乱， 涉及第二代、第
三代继承人，各种赠予关系，还有产权人死亡、

产权人不在沪等种种特殊情况。 花了半天时
间，李阳阳才从这一家人的描述中，逐渐理清
了人物关系，并按照政策约定，算出了让众人
相对满意的补偿款分割方案。

“不谈了！老子要去上夜班。”调解已经持
续了近 6 个小时，在分割方案面前，家属陆续
点头。可抽了一支烟的功夫，王家的大哥，突然
反水，起身踢了一脚椅子，把矛头转向李阳阳：

“你算的我不承认，我不要跟你搞！”随之爆粗
口骂人。

今年 5月，杨浦区大桥街道征收方案对外
公布。从此，涉及到的居民家，每天都在做这样
的算术题：“单位面积价格乘上房屋面积， 乘上
产权占比……我能拿到多少钱？”一个个与利益
相关的家庭矛盾一触即发。 那时开始，90后居
委干部李阳阳，正式接触旧改调解这份工作。

起先他只是旁观者。“我坐在征收基地工
作人员的旁边，看着整个调解过程，一言不发。

如果吵起来了，我就劝劝；打起来了，我就拉一
拉。”但李阳阳有他不可或缺之处，因为长着一
副敦厚外表，许多居民对他印象不坏。他去劝
架，十有八九能让双方的情绪缓和下来。基地
工作人员都把他当福将，“大家说， 有我在场，

调解的成功率就能高一点”。

而到参与王家调解时，李阳阳已经成长为独
当一面的调解员了。这一天，偏偏碰上王家大哥
这种言而无信的“火药桶”，一开口就能让人失去
理智。

李阳阳深吸了几口气，尽量平静地说：“没关
系，那你走好了。我们就在这里等。”听到这话，身
心俱疲的家属们泄了气， 索性伏在了桌案上。调
解进入内耗阶段。

“当时他突然骂我，我真的很生气。”但李阳
阳选择克制的原因很简单：“这种下三路的骂人
方式，比起我和其他调解员之前经受过的，已经
算文明的了。”更关键的，他不想失去对大局的掌
控力。那天夜里，大部分人已经进入到深度疲惫
的状态，无心争辩和细算。“很显然，接下去就是
在打心理战了，看谁耗得过谁。我如果先‘上头’

了，就是中了他的圈套，之前所有努力全白费。”

王家大哥的激将没能奏效，踟蹰半天，见无
人迁就，又灰溜溜转身回来坐下。

“阿哥，就冲你是大哥，你懂道理，你让一让
他们。”一改先前的冷峻，李阳阳开始走起了温情
路线。或许是在李阳阳情感攻势下催生出了正义
与责任， 起先咬紧牙关的王家大哥渐渐松动。天
亮之际，一家人终于签下了合约，各自迎接新的
一天。

这一场持久战， 在李阳阳的工作经历中，不
是最难打的，但对一个调解员提出的要求却是很
高、很全面。你要有耐性、耐力承受这种长时间的

消耗，要有公平测算分配方案的能力，还要有唾
面自干、处变不惊的勇气。很多人不敢相信，调解
时如此老道的李阳阳，竟然只是个调解新手。

调解工作，特别是旧改中的调解工作，受气
是难免的。尽管人们知道，调解员不过是“中间
人”，但城门失火，总会殃及池鱼。

“我反倒喜欢看他们生气。”李阳阳说，一个
人的脾气里，往往藏着他的底线。“一群人坐在我
面前，如果情绪平和，你根本猜不透他们在想什
么。只要红脸、吵架，我一搭脉就知道矛盾的关键
是谁。”找到了关键角色，自然就不难找到对应的
策略。

生气也是一种策略。

今年 6 月中旬的一场调解， 李阳阳的 “怒
火”，足足烧了三天。周家补偿款分割，兄弟二人
上演了一出“罗生门”。每次调解，两头都各执一
词；下次，再分别换一种对立的说法。李阳阳看出

其中关窍：“他们都希望对方先妥协，好让自己获
得更多利益。”

“你们‘有种’，我不管了。不签约，损失多少与
我无关。钱爱要不要、爱怎么分怎么分，不要来找
我！”最后一次调解，李阳阳甩脸走人，留下兄弟俩
继续对峙。往后两天里，李阳阳没有接他们中任何
一个人的电话，见了面也如同陌路。仿佛兄弟俩的
矛盾，变成了他们和李阳阳之间的矛盾。

第三天，兄弟二人把李阳阳请进家：“把椅子
擦了擦，请我坐下。我猜到问题已经解决了。”果
然，就按照李阳阳起先给出的分割方案，兄弟俩
签了字，重归于好。

调解的确有套路，但更多依靠的是对人心的
揣摩，这或许就是李阳阳的智慧所在。“我发怒的
目的，就是要给两兄弟制造一个外部矛盾，让他
们在解决外患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统一战线。”

但这并不代表同样的做法能在不同场合下
推而广之。最近一次调解，李阳阳又生气了，是为
了孤立一个人。

四个共有产权人，弟弟是唯一不满分配方案
的。为此姐姐一退再退。李阳阳说，他劝说了几
次，每一次都导致姐姐让渡更多权益来满足弟弟
无休止的贪念。

“我相信如果弟弟继续闹下去，姐姐还有让
步空间。但我不想纵容，也不想失去这个姐姐对
我的信任。”最后一次弟弟试探地提出“能不能再
给我加 5万”时，李阳阳当场拍桌子向门口走去，

几个家属也跟着李阳阳离开调解室，只留下弟弟
和一个不置可否的问题。

第二天， 弟弟一早敲开居委办公室的门，低
眉顺眼地向李阳阳道歉：“我昨天想了一夜，不好
意思，是我昏头了。我去叫上阿姐来签约。”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李阳阳说，打那起，他
重新思考作为一个调解员的工作：“我们也是
人，也会有情绪，会有好恶，会有道德判断。适当
的情绪表达没什么不好， 可能会成为解决矛盾
的催化剂。”

他甚至开始学着利用“人”在事件中发挥作
用：“如果一场调解陷入僵局， 我会请一个对大
家来说都陌生的调解员参与进来， 站在旁观立
场说句公道话，往往都能撕开一条口子，走向光
明。”

旧改矛盾，归根结底是人的矛盾。而解决矛
盾的那把钥匙，恰恰也是“人”。

今年 11月 14日， 杨浦区大桥街道 88街坊
征收基地“二次征询”正式签约首日的晚上 9时，

2241 产居民中，2199 产完成签约， 签约率达到
98.13%， 协议达到生效比例条件。 这意味着，88

街坊的住户， 可以欢喜地拿着补偿款住新房子
了。而李阳阳也阶段性完成了调解使命，在一周
后入院做了那个早该做完的“小手术”。

旧改后的 88街坊， 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
宁静，仿佛那些喧嚣和纷争，从未发生过。

问：对于机关党的建设而言，今年是不寻常的一
年，7月 9日，党中央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
26日，市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市级机关党的建设
的实施意见》；10月 18日， 市委召开上海市市级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市级机关工作党委作为市委的派
出机构， 承担着统一领导市级机关党的工作的职责。

请您谈谈体会。

答：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是指导新时代机关党建高质量
发展的行动指南，为我们加强和改进机关党建工作提
供了根本遵循。市委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市级机关
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 并召开上海市市级机关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李强同志出席会议并对进一
步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三
个坚定不移”的明确要求。我们认识到，这既是一道
“动员令”，也是全面提高市级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和水
平的一道“军令状”。

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全力以赴画好新时代市
级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施工图”，扎扎实实抓推进，

不折不扣兑现“军令状”。

问：现阶段，对于加强和改进市级机关党的建设，

市级机关工作党委有哪些考虑？

答：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坚决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作为首要任
务，边学习边对标边谋划边推进，努力跑稳跑好学习
贯彻落实的第一棒。抓深入学习，全面部署市级机关
学习贯彻工作，工委连续召开五个学习座谈会，各单
位普遍以中心组专题学习、 党支部集中学习等方式，

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深刻领会精神内涵。抓调查研究，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系统机关党
建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重点检视梳理政治意
识淡化、党的领导弱化、党建工作虚化、责任落实软化
等“灯下黑”问题。抓总体谋划，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
要求， 着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等重大节点，研
究制定 《市级机关党的建设 2020—2022 年行动措
施》，对系统学习贯彻落实作出全面安排。

下一步，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将以市级机关党的建设
三年行动措施为总抓手，明确重点项目举措，以重点工
作的突破带动机关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坚持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带头做到“两个
维护”，自觉践行“三个表率”，努力建设“模范机关”。坚
持强化理论武装，以“关键少数”和青年干部为重点，推
动市级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努力走在全市理论
学习前列。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
向，以创建党支部工作示范点、开展先锋示范、培树先进
典型等为牵引， 提升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强
化组织力提升，锻造坚强有力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坚持
正风肃纪，持之以恒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纪律
建设，强化日常监督；健全联系基层和群众各项制度，纠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坚持
凝心聚力抓队伍，着眼改革发展大局，深化岗位建功行
动，着力锤炼“先锋”、打造“铁军”，建设一支充满激情富
于创造勇于担当的机关党员干部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相
结合，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文化修身、体育健
身、保健强身、关爱暖心等行动，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荣
誉感和归属感。坚持牵牢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制定责
任清单，健全完善制度，加强检查督促，推动部门党组
（党委）、机关党委、党支部层层落实责任，形成机关党建
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和良好局面。

基于上述考虑，近期我们正在推进两项工作，一是
举办市级机关系统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学习研讨班，进一
步深化学习，谋划落实；二是组织开展“话党建 担使命
促发展”党组（党委）书记媒体系列谈活动。

问：关于您刚才提到的“话党建 担使命 促发展”党
组（党委）书记媒体系列谈活动，能否再介绍一下？

答： 这次系列谈的主题是 “话党建 担使命 促发
展”，着重凸显党建第一责任、发展第一要务、使命必须
担当的要求。系列谈活动由市级机关工作党委联合解放
日报社共同开展，邀请市级机关部分委办局党组（党委）

书记在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话党建 担使命 促发
展”系列谈活动是贯彻中央、市委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

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进一步增强书记抓机关党建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话党建 担使命 促发展
———专访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峥

■ 彭 薇

90后村居干部不一样
■ 杜晨薇

上海基层干部
队伍日趋年轻化，如
今在村居采访中遇
上一个 90 后， 甚至
95后， 都不甚稀奇。

毕竟最“老”一批 90

后，已经进入他们 29岁的尾声，是承
上启下的一代了。

然而，外界在村居干部的“年龄”

这件事上，总是“不依不饶”：他们能
适应社区琐碎的工作吗？如何在张
家长、李家短的纷扰中自处？疑虑背
后反映出长久以来“村居干部”这份
职业的本质：想做好基层工作，就得
“熬”。年龄上去了，人头混熟了，经验
丰富了，才算一个合格的村居干部。

上海正面临一场社区关系的重
塑。 除了基于熟人社会治理逻辑的
“老娘舅”式居委干部，社区也迎来了
以专业化服务为核心的年轻基层工

作者们。年龄，确切地说是资历，不再
是评价其能力的核心标准。

在李阳阳参与的调解中，很少有
人问及他的年龄，也鲜有人因他上海
年轻小伙儿的身份，给予基于人情的
关照。 能让被调解人信服的唯一办
法，是拿出专业的政策解读、专业的
分割方式、专业的调解语言———这刚
好是李阳阳所擅长的———他强大的
洞察力和语言组织能力，让他第一天
进入旧改这个战场，就游刃有余。

但绝大多数年轻村居干部或许
没有李阳阳这份幸运， 能恰恰拥有
一个与个人能力禀赋契合的岗位。

面对基层种种工作
的复杂情形，他们不
得不设法找到与之
相适应的解决之道。

我曾采访过一位年
仅 25 岁的农村社

工，她甚至不能通晓当地语言，却在
半年与当地老人的相处中， 收获了
许多忘年的朋友。依靠的，是她丰富
的为老服务知识储备。 老人愿意听
从她的建议， 甚至愿意改变固有的
生活习惯。

又是一个靠独特个人能力打动
人、取信于人的例子。我不能简单将
其归结为 90后一代村居干部工作路
径的共性， 但年轻的村居干部们，正
在用有别于前辈的世界观，用现代化
的治理思路和方法，同时伴随人情世
故的逐渐练达，在基层工作的舞台上
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调解过程中遵循的标准是和政府推动旧改的目标相统一

直面人性，给最困难的人施以援手
今年夏天的杨浦区

大桥街道 88 街坊老弄
堂，时常弥散着一股烧灼
的气氛。本来一家几口挤
在闷热的十几平方米小
屋， 生理上已非常不适，

而提及房子、钱这些重要
财产的分配，哪怕拌嘴时
冒出的一个小火星子，都
能引发大面积“爆燃”。

在那段时间里，旧改
基地的调解室， 忙碌到几
乎需要提前预定。 李阳阳
也常常失眠。即使睡着了，

做梦都是人们为钱抢破脑
袋的嘴脸。“作为调解员， 我们每天都
要直面人性的复杂”，李阳阳说。

旧改最见人性。蜷缩在促狭房子
的人，遇到旧改，难免锱铢必较；还有
一些早已搬离的产权人， 听闻老屋还
有价值，也要回来分一杯羹。矛盾就在
各自的打算中积蓄、发酵，最后喷发。

人性幽暗的那一部分，在金钱的
催化作用下，重见天日。

今年 8月，梁家十几口人前来寻
求调解。 产权人是 6 个中年兄弟姐
妹。由于其中 3个产权人几十年来住
在老屋，补偿款是他们得以另择住处
的“救命钱”；另外 3 位他处有房，拿
到钱可以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轻重

缓急可想而知。

但并非所有家属都能体谅彼此难
处。没等产权人开口，他们的孩子先打
起来了。其中一位兄弟家的女儿，一听
说要给几个经济条件更差的姑妈、叔伯
“让一让”， 喝水瓶直接砸向父辈脸上。

即便几个产权人已经达成共识并签下
合约，还是被她一把抢过来，当场撕成
了碎片。

“我当时很诧异，她为什么会对长
辈没有半点情分。”李阳阳说。他几次不
得不压抑怒火，低声下气地劝和，希望她
能消消火、退一步。那天，李阳阳完成了
一场成功的调解，最终所有人签字，合约
生效。但也有遗憾，弱势的一方让渡了部

分权力给霸道的一方。

“这正是旧改调解中的
核心难处。”李阳阳说，在一
家人的利益分配过程中，有
时理外有情，情大于天。“我
跟他讲规定、讲政策，他却
跟我谈家庭贡献；我跟他谈
多年情分，他跟我说要亲兄
弟明算账。”调解员能做的，

是在吃透政策的基础上，通
过制定分割方案，最大限度
满足每个人的最低心理预
期，尽最大力量让一家人不
因为钱而分崩离析。调解过
程中可以遵循的标准，是和

政府推动旧改的目标相统一———让最
困难的人，改善居住环境。“这是政策的
导向，也必须是我们调解的方向。”

旧改调解中，也有令人动容、人性
闪光的场景。就在不久前，一位中年男
子在调解室里做了一件事， 他的家庭
并不富裕， 却将本该分得的 30万元悉
数让给了条件更拮据的另一位产权
人。理由很简单：“我生在党员家庭，要
讲党性。”

这位男子的举动，感动得在场调解
员眼睛湿润，其中也包括李阳阳。在调
解岗位上，90后李阳阳奉献出智慧和才
华，也接受了社会洗礼，看见人间冷暖，

收获成长。

记者手记

对于调解员来说，要有耐性、耐
力承受长时间的消耗， 要有公平测
算分配方案的能力， 还要有唾面自
干、处变不惊的勇气

持久战，打了12小时

调解员也是人，也会有情绪，会
有好恶，会有道德判断。适当的情绪
表达没什么不好， 反而可能会成为
解决矛盾的催化剂

生气，也是一种策略

杨浦区大桥街道 88街坊是一片简陋的旧里房屋，位于杨浦大桥下。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李阳阳做调解，讲政策有方法。 （资料）

88街坊的王文泉兄妹， 三户三代 11个人住 62平方米，早
就盼着改善居住条件，这次终于如愿。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