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付志委员（前左一）到村里调研。 刘勇 摄

老韩的“解忧杂货铺”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政协委员韩付志的履职故事

■王有强 靳 燕 李华强 刘 勇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
政协委员要掌握联系服务群众方法，深入界别群众听取意见建议、反

映愿望诉求、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题记

隆冬腊月，万木萧瑟，一眼望不
到边的麦田是中原大地最生动的表
情。

晚上6点不到，天就已经黑魆魆
了。电动车散发着微微亮光，驮着忙
了一天的老韩回家。

“怪冷嘞！”老韩说着便坐到饭桌
旁，哧溜着喝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疙瘩
汤，身子顿时暖和起来。看看时间，
快到点了，老韩赶忙打开电视。

6点半的河南新闻联播，7点整
的央视新闻联播，是老韩每天晚上雷
打不动的时事学习时间。

“拿瓶醋”“来包烟”……老韩一
边看电视，一边照看着家里小卖铺的
营生。这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
杂货铺，墙上贴着泛黄的报纸，漆皮
剥落的隔板上放着一些零碎物，多是
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种类不多，
价格公道。

杂货铺一角，摆着一张单人床。
天气预报播完，老韩关上了电视，和
衣躺在床上，头枕着双手凝视着床头
墙上的毛主席像，白天发生的事、遇
到的人、说过的话，过电影般又捋了
一遍，一桩桩、一件件……

“他不还钱，我来还”
“调解春德松赖着不还钱，韩

付志本人把钱还……”2020年6
月一个炎热的上午，郾城区新店
镇政府门口，敲锣打鼓，喊声不
断，热闹的气氛跟当时气温一样
高涨。

看热闹的群众也不少，“咦，
老韩出啥事儿了？”大家心里打了
一个问号。

新店镇方圆十里八村，几乎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天走街串
巷的韩付志。

韩付志今年七十有三，脸上多
了褶，鬓间添了霜，身形胖胖，笑声
朗朗，大家都昵称他一声“老韩”。

“他来了，他来了！”骑着电动
车办事回来的韩付志刚一出现，
就被围了起来 ，“ 还钱 ”“ 还
钱”……七嘴八舌地吵嚷，把老韩
推到了风暴中心。老韩一时有点
儿“懵圈”，擦了擦额头的汗，抬高
音量试图盖住嘈杂声，“乡亲们，
我这两天已经跑好几趟了，再给
我几天时间，中不中？”

乡亲们的情绪并没有得到安
抚，“钱要不回来咋办？”

“你们有我写的保证书，实在
不行这26万元我掏了，请大家再
相信我老韩一次！”韩付志拍着胸
脯表态。

人群散了。说得口干舌燥的
老韩，来不及进屋喝口水，便骑车
直奔春德松家。

从镇政府到春德松家，只有
5华里的路，老韩百感交集，胸口
仿佛被巨石压着，堵得慌……

3天前，也是在镇政府门口，
尧河庙村村民来讨要说法。起因
是，2019年6月，40多户村民将

自家的小麦卖给了本村从事粮食
收购的张振民，同年12月，张振
民又卖给了经营农业合作社的春
德松，共30万多斤小麦。

30多万元的粮食款张振民
只要回来5万元和一张春德松写
下的承诺书：2020年6月1日之
前还完欠款，否则就拿地里的麦
子抵账。春德松流转有200多亩
地，村民们相中了地里的小麦，同
意等麦收时割麦抵账。

转眼到了2020年6月，没见
到粮款的村民们攥着镰刀、开着

“四轮”来割麦。哪承想，“老赖”
春德松把“一个闺女许了两个婆
家”，早已将土地转租给了种子公
司，金灿灿的小麦变成了种子公
司的麦种。

“你割麦，我报警；我割麦，你
报警。”要钱的村民跟种子公司代
表在田间地头争得急赤白脸，派
出所出警好几次，都调解无果。

“找政府要说法去！”大家急
红了眼，火急火燎聚集到了镇政
府。

此刻，镇党委书记李江峰更
是心急如焚：全镇其他地方的麦
子都“颗粒归仓了”，只剩下春德
松这200多亩地的粮食还没收。

6月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就
变。几十万斤小麦“躺”在地里，
多耽搁一天，就多一分风险。

树上的知了“吱吱”叫个不
停，似乎也跟着着急。

“韩委员，你赶紧招呼着把这
个事儿调解处理一下，中不中？”
李江峰把韩付志叫到跟前，以商
量的口吻把“烦心事”托付给了老
韩。

就这样，“主事人”老韩被大
家推搡着进屋，挤进了“政协委员
韩付志工作室”。

这间办公室位于镇政府大楼
东侧，三面白墙，独独朝向楼门的
那面是个大落地窗，一张2米长的
桌子抵窗而放。老韩经常坐在这
里，用“天眼”精准识别每个在院里
踱步的群众，哪个真有事来反映问
题，老韩第一时间就能迎上去问个
究竟。

“群众利益无小事，能调解的
就尽量调解，不能把事情推给镇
上。”老韩调解的原则是：不嫌费
事，不怕麻烦，不上交矛盾。“区政
协设这个委员工作室就是让我为
群众办事、帮党委和政府分忧的，
我要能把群众的烦心事解决了，
镇里的领导也好全力以赴做好他
们自己的工作。”老韩想得明白。

现在，轮到老韩被“识别”
了。38℃高温、23名村民代表，
这间办公室显得格外拥挤、闷热。

热血上头，老韩当场写下保
证书：如果春德松不还钱，这26
万元我韩付志本人还。

签字按手印，鲜红醒目，如同
老韩时刻佩戴在胸前的党徽。

“大家都正着急上火呐！”一
想到这里，老韩不由紧了紧电动
车手柄，加快了速度。

由老韩出面担保，田间终于
响起了机器轰鸣声，种子公司顺
利把麦子收了。“老韩叔，你为党
委、政府办事，做人实诚。”种子公
司经理愿意把结算的种子钱交给
老韩。

种子公司结算了 14 万多
元。老韩又找到李江峰，合计着

把春德松栽种绿化树的钱扣下抵
账，这笔钱有4万多元。

还是凑不够，老韩急了，倒
了——心脏病复发。

上一次心脏病发作，还是在
2017年郾城区政协全会期间。
当时正值换届，老韩主动请缨为
新委员讲解提案怎么写，一直忙
到晚上11点。由于太过劳累，心
脏病犯了，大家都劝他去医院，老
韩执意要等全会结束了再看病。

凌晨5点，老韩挺不住了，心
绞痛，疼得满地打滚、虚汗直流，
被120送进急救室。

情况凶险，老韩身体里装了
7个支架。术后醒来，老韩第一
句话就是询问他的提案提交了没
有。老伴哭了，“整天就知道牵挂
提案，你要这样走了，我们可咋
办？”儿子、儿媳对他的行为也十
分不解，抱怨70岁的人为啥还要
这样拼？

听说韩委员病了，当地主要
领导、社会各界群众纷纷到医院
看望，这人一束鲜花、那人一声问
候，就连正在上学的学生，也利用
星期天前去探望。看到这些，家
人渐渐理解他了。

此刻，老韩又感到了一种熟悉
的疼痛。他知道，这是心脏在无声
抗议。吃了一粒药，老韩瘫在办公
室的沙发上，恍惚中睡着了。

一个多小时后，老韩恢复了
意识。骄阳似火，电动车座晒得
滚烫，他顾不上这些，骑上车又找
钱去了。

“钱凑齐了！”老韩催债 12
天，傍晚时分，当一沓沓百元钞票
摆在张振民和村民代表眼前时，
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拽着老韩
要去饭店，一定要给老韩端两杯
酒。

老韩谢绝了。这是他的另一

个工作原则：不收一分钱、不吃一
顿饭、不抽一根烟、不喝一杯酒。

这么多年，老韩从来没破例
过。

晚上9时许，热闹的乡村安
静了下来。老韩骑着电动车终于
回家了，整整一天水米未进。老
伴随口念叨：“吃饭没？”“中午吃
撑了，天儿热，下午没胃口，还有
吃的吗？”不能对家人说实情，老
韩敷衍了一句，默默地从锅里盛
了碗凉面条，兀自吃了起来。

老韩大口吞咽着，连日来的
曲曲弯弯，犹如自家杂货铺里被
打翻的“五味瓶”，掺杂在一起，说
不出是啥滋味，豆大的泪珠瞬间
沿着脸上的沟壑而下。这个扛过
枪弄过炮的退伍老兵，趁着夜色
摘下了人前“都不叫事”的嬉笑怒
骂面具，又怕惊着老伴不敢发出
抽泣声，悄悄端着碗挪到了暗影
里，用手背揩干了泪痕。

……
“老韩，钱真要不回来咋跟家

里人说，后悔吗？”
“后悔啥，我早想好了。”老韩

亮出了家底儿，“俺家里有26万
元，存折密码我都知道，实在不行
我就跟老伴说借人了。一年后要
不回来，我就问她，你是要钱还是
要我？”老韩“嘿嘿”一笑。

“大半辈子积蓄”与“农民粮
食款”，并不相关的两者摆在天平
两端，老韩不自觉就倾斜了，还倾
斜得很彻底，不惜拿自己作为赌
注来“威胁”老伴。

“咱当过兵的人，死都不怕，
这点儿钱算啥！”老韩嗓门高了好
几度，眼神也更加坚毅，“说句良
心话，党委、政府让我调解这事儿
是对我的信任，我是党员，又是政
协委员，关键时刻就要挺身而出，
这是个责任事儿，我必须办好。”

“事儿不找我，我找事儿”
老韩是个闲不住的人。
每年过年，都是他最“煎熬”

的时候。“一定在家待到初七。”老
韩对家人许下的豪言壮语，最后
都免不了“放空炮”。

大年初三，老韩就开始浑身
刺挠“不得劲儿”，非得上街找点

“闲事”管管，这一管就是30多
年。

1986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
蓬勃发展，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
应运而生。这一年，韩付志成了
新店劳协主任。

沟通关系、解决问题，老韩调
解的苗头从这里开始“破土”，并
逐渐小有名气。

2002年，韩付志记得格外清
晰。“老韩，你这么爱管事，让你当
个政协委员吧！不过政协委员可
没工资。”老韩心里美滋滋，“没钱
我不计较，能给群众办点事儿就
行。”

对于政协委员，在老韩的逻
辑认知里，就是要为民办事，“要
不然咋会让我这个农民当政协委
员呢？”

“政协委员名气可大哩。”老
韩说，“邻里街坊有什么难事儿都
爱找我唠唠。”没有办公室，双方
就商量着去老韩亲戚的小饭馆
里，找个桌子，碰个面，把事情聊
清楚就行。

老韩就这样上岗了。
“老韩，我有一个难事儿，你

给我出出主意？”2014年秋天，老
韩照例在街上溜达，一位70多岁
的老人趁机“逮住”老韩诉苦。这
年大旱，群众浇地需要买汽油，但
加油站有政策，散装油需要有关
部门的介绍信，群众意见很大。

“庄稼都快旱死了，群众急得
喉咙眼伸下手，还要啥证明？”老

韩心里有气，连夜写了个“大旱之
年购油难”的社情民意信息送到
区政协。信息报送区委、区政府
后，区委书记当场作出批示。

两个小时内，郾城区全部取
消购油证明。

隔天，老韩还不放心，悄没声
儿拿着油壶去加油站一探究竟。

“昨天还需要单位证明、户口簿，
今天什么都不要了。”群众在加油
站议论纷纷。

“隐身”在人群中的老韩憋不
住了：“不要证明就对了，这就是
我昨天跟领导反映的。”说罢，老
韩还拿出自己的委员证“炫耀”一
番。

“老韩哥，你给老百姓办了一
件大好事，你敢说实话、说真话，
当个政协委员真管用，我们每人
给你一瓶酒喝都不亏。”村民们纷
纷向老韩竖起大拇指。

“我不喝酒，叫地里庄稼有水
喝就够了。”老韩高兴得很，吃饭
时不自觉地多吃了半个馍、多喝
了半碗汤。

老韩将购油难这个故事，带
到区政协作大会发言，“党的政策
是好政策，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
歪了，想方设法刁难群众，不给群
众办好事、办实事，看来群众路
线，还要搞！”

“党委、政府听不到群众的实
话是不行的，别人不敢说的话，我
敢说。”老韩干出了“业绩”，镇领
导换了几届，对老韩越来越佩服，

“有老韩在，我们的工作好做多
了。”

就这样，老韩的“杂货铺”不
仅解油盐酱醋之忧，还解百姓烦
事、难事、疙瘩事，影响力越来越
大。

就在这一年，新店镇党委、镇

政府专门在镇政府腾了间房，挂
牌“韩付志工作室”，老韩调解有
了“官方认证”。后来，在区政协
的支持下，又专门更换为“政协委
员韩付志工作室”。

调解问题，不是红口白牙说
说就行的，还要有“门道”。“什么
事情找什么部门，什么部门管什
么事情，这得心里有数。”老韩当
过炮兵班长、村支书、劳协主任、
协税员，环境和阅历养成了他热
情而严肃、质朴中有细腻、讲原则
又不失灵活的做人处事风格。

“老韩经常来我们这儿。”工
商、税务、教育、法院、派出所、卫
生院等单位的人，都知道老韩经
常带着群众来协调问题，“老韩办
事不咋呼，不和稀泥，居中调和，
解决的都是民生实事。”

一来二去，混个脸熟，大家都
“卖”老韩面子。“我这张老脸还管
点儿用”，忙前忙后，老韩不觉得
苦，倒是悠哉乐呵。

“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平时
在吃饭聊天、串门闲谈中就能了
解很多情况。”韩付志总结自己当
好委员的诀窍：“做个有心人。”

从老韩家到镇政府，要经过
新店镇一中。每次骑电动车从校
门口经过，老韩都忍不住往里面
瞥一眼。这一瞥不打紧，很多问
题被他发现了：年久失修的院墙
倾斜歪扭，背后靠十几根大木棍
支撑着；学校操场，晴天一身土，
雨天能养鱼……

“事儿不找我，我找事儿。”老
韩“撺掇”着新店镇政协工作联络
组集体行动，来镇一中调研了：

进了镇一中，好似花园中；入
了校园内，琅琅读书声；再到餐厅
里，干净又卫生；走进宿舍内，整
齐像军营。再看教学楼，潮湿又

裂缝；地板高低又不平，课桌怎么
能放平；操场内成水坑，院墙倾斜
用棍顶，委员调研记心中。

先表扬一番，再提出问题，老
韩的打油诗成了社情民意信息，
报送到区政协。“我还专门跑到区
教育局，向主管领导当面口述发
现的问题。”老韩做事风风火火，
有使不完的劲儿。

暑假，学校操场就开始动土
整修了。老韩又变成了“监工”。

老韩在教育界出了名。有什
么问题，都能反映到老韩这里。
老韩做事实诚，区教育局领导也
格外信赖，给了老韩独一份例外：
不用写提案，可以直接口述问题。

老韩的“口述”不是张嘴胡咧
咧，“我说的话不掺杂任何水分，
别人说的话领导听五六分，我说
的话领导听十分。”老韩还自己总
结出了一句窍门：关键话理论句，
弄个标题数目字。

能说、敢说、会说，连续三次
区政协换届时，领导都“钦点”老
韩作大会发言。“老韩发言接地
气，大家都爱听”，区政协主席崔
邦定对老韩是又爱又“怕”，“老韩
一开口就刹不住车，每次都超时，
所以必须单独限定他15分钟发
言时间。”

“我介绍经验，就围绕三句
话，怎样当个政协委员，怎样当好
政协委员，怎样当一个让党委和
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政协委
员。”老韩说，“我未照着稿子念，
大家都瞪着眼听，听完还给我拍
巴掌。”老韩有点儿小骄傲。

“在全国那么多委员中，我
就是个农民委员，是个‘小萝卜
头’。”老韩常说，事儿摆在你眼
前，就看你留神不留神，政协工
作在基层，只坐在办公室没有
用。

老韩总是这样，不是在解决
问题，就是在发现问题的路上。

碰到有人在田间抽烟，老韩

会说一句，“爷们儿，火儿灭了
吧！在庄稼地里抽烟不好”；看到
从外地来卖煤的，老韩会忍不住
说，“俺这儿政策不准卖煤，赶紧
收收走吧”……

“群众反映的事儿再小，都是
个大事儿。”全镇48个村，每一条
街道，每一户情况，老韩心里都

“门清”，凭着这本事，老韩为乡亲
们解了不少“疙瘩”。

大家想感谢他，却拗不过老
韩的“四不”铁律。

没办法，乡亲们就想给老韩
做个锦旗，表表心意。

“咦，做个锦旗几十块钱，不
当吃不当喝，你还不如拿这钱买
桶油、买点肉自己吃吃哩。”老韩
知道农民血汗钱来之不易。

在老韩的办公室，只零星挂
着两三面锦旗，“大伙儿非要送，
有时实在拦不住”，老韩一脸无
奈。其中一个写道，“怀爱民之
心，办利民之事”，署名——新店
镇尧河庙村全体村民。这正是老
韩调解的 26 万元粮食欠款事
件。“村民们把保证书还给我了，
我怕家里人看见藏好了。”老韩没
有把自己写的保证书销毁，也没
有把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告诉家
人。他要用这份保证书时刻提醒
自己保持共产党员的初心，也要
给朝夕相处、牵肠挂肚的家人一
份安心。

“找律师，要收钱；找老韩，不
要钱。”

“有困难，找老韩；找老韩，事
不难。”

“不图名，不图利，老韩就是
人民的‘傻瓜’，好‘傻瓜’”……

就这样老韩赢得了口碑。
漯河市政协副主席周新民专

门“研究”过老韩：他用群众听得
懂的话，按道理说、照政策说，既
是群众利益的“代言人”，又是化
解矛盾的“稳压器”，架起了党委、
政府和群众间的“连心桥”。

“人心都是肉长的”
“政协委员名称是好听，但必须

做点事才对得起这个名称。”春节献
爱心、“五一”看劳模、“六一”帮学
生、“七一”庆党建、“八一”慰军属、

“九九”敬老人，这都是老韩的系列
活动。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老
韩打起了“小算盘”：“我琢磨着怎么
给群众办点事，让大家都知道新店
镇有个政协委员韩付志，有个政协
工作联络组，才能对得起共产党员、
政协委员、退伍军人的称号。”

搞活动需要经费，老韩就逐一
上门，号召大家量力捐款。“你是党
员，捐1万元”，老韩给儿子下了命
令，当然自己每年也不落下。老韩
还将捐款情况做成展板，张贴在镇
政府大楼走廊墙壁上，镇里领导、工
作人员和来办事的人都能看见。“大
家办了好事，要露露脸、出出名。”

“老韩帮学校解决了不少问题，
每年‘六一’都组团看望学生，给贫
困生每人300块钱补助。”新店镇中
心校主任曹明旺跟老韩是老朋友，
两个人一块儿做了不少活动。说
着，曹明旺还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水
晶杯，上书“慈善之星”四个大字，下
面还刻有捐赠者的姓名。

原来，捐款1000元以上的，老
韩专门送个水晶杯留念，里子面子
都有了。“这个水晶杯还是特意去郑
州做的，正式着嘞。”老韩做事很周
到。

“我家里还有两个呢！”曹明旺
笑了。“咦，这能留给子孙后代，都是
福报。”老韩的嘴，确实会说。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
治，天下无不治。”社会治理重在基
层，而政协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
面有独特优势，古道热肠的老韩威
信高、懂政策、善沟通，利用政协委
员的身份，巧妙化解了不少棘手问
题。

2014年，新店镇8名退伍老兵，
因为镇民政所所长撤销他们的理事
会、取消低保、取消节假日慰问这三
件事，怒气冲冲到镇民政所，扬言要
到市里反映问题。

老韩知道后，把他们请到工作
室，先倒上热茶，问清缘由，同时又
和镇民政所所长沟通，找到问题症
结。老韩把文件摆在他们面前，给
他们仔细讲解上级关于明令禁止以
任何名义成立理事会的政策，以及
文件规定的享受低保家庭的“十不
准”，让老战友们心服口服。

占了理，老韩还用了情。老韩
承诺逢年过节的慰问由商会承担。
当年，老韩利用募集的款项为这8
名退伍老兵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
品，把工作做到了老兵的心坎上。

老兵的心里从此有了老韩，而
老韩的心里装着整个新店，危难时
刻，该出手时就出手。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
然而至，老韩在家更闲不住了，组
织商会积极筹措慰问物资，打电话
收集各村疫情防控情况。没过正
月十五，老韩惦记着在村口卡点值
班的工作人员，便又骑上电动车出
发了。

由于道路限行，他只好在田间
缓慢骑行。窄窄的田埂，着实不好
走。电动车前轮稍一打滑，老韩连
人带车滚下了沟里，被电动车压得
不能动弹。空旷的田野里一个人影
都没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老韩咬咬牙，挣扎了半天才趔趄着
站起来。5米的深沟，老韩梗着脖
子，硬是把电动车拽上来了。

“这家伙，平时我骑你，今天你
倒骑我身上了！”老韩打趣道。回到
家时老伴看到他一身泥土，问咋回
事时，他怕老伴担心就连哄带骗说
是骑车时不小心蹭到的……

老韩的摔倒，却扶起了很多人，
卢振红就是其中之一。

索梁村村民卢振红，现在成了
老韩的“徒弟”，经常跟着老韩学习
怎么说话、怎么办事、怎么调解。谁
能想到，卢振红原本是老韩的“客
户”。

事情还要从2005年说起。那
年春天，卢振红在赶庙会时遇到非
法侵害，一只手和一只脚被砍断。
行凶者7人全部落网，但涉及民事
赔偿部分却遭遇执行难，这成了卢
振红的心结。

卢振红常年外出反映问题，家
庭生活支离破碎，当地党委、政府做
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效果却不
显著。“新店老韩做群众工作方法
多，要不让他试试？”信访部门便委
托老韩来协调处理这件事。

“韩委员，我现在感到太阳都是
黑的。”长夜难明，卢振红心生厌
世。这句话刺痛了老韩，“孩儿，有
啥过不去的？”卢振红年纪跟老韩的
儿子一般大，老韩开始以老父亲的
身份，走进卢振红的生活。

一开始，卢振红情绪比较激动，
很不配合。“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啥事儿都想管？”“一个七老八十的
老农民，能给我解决啥问题？”“别来
了，看见你就心烦”……一句句，像
刀子剜着老韩的心，剜得生疼。

油盐不进的卢振红，让老韩充
满了无力感与挫败感。“一口不能吃
个饼，一锹不能挖口井”，老韩一次
次给自己打气，做思想工作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自此，老韩每天“厚着脸皮”去
卢振红家陪他唠嗑，跟他讲政策、摆
道理。

老韩的耐心并不是天生的。刚
开始从事调解，老伴心里犯嘀咕，

“老韩脾气臭、说话冲，怕是要跟人
干架”，再加上老韩有冠心病，老伴
更怕他一言不合出什么好歹。

老韩又何尝不知自己的急脾
气。从事民事调解后，老韩首先调
解的就是自己的心态，“他气我不
气，不能吹胡子瞪眼，能忍者自安、
知足者常乐。”大大咧咧的老韩也有
文雅深刻的一面。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况且老韩
调解的都是糟心事、烦心事，度量在
一次次调解中不知不觉撑大了。

调解事情难，调解人心更难。
老韩自己先耐下心来，从大处着眼、
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感化卢振
红——

卢振红的女儿做生意需要办营
业执照，老韩听说后，跑前跑后，主
动帮助办理；

卢振红种植的莲藕因为运输问
题卖不出去，老韩到镇一中、银行、
卫生院等单位帮他推销；

卢振红去相关部门送材料，老
韩全程陪着，为他宣传政策、解疑释
惑……

“人心都是肉长的”，老韩成了
刺破黑夜的那一缕曙光。

“老韩叔感动了我！”从2018年
开始，卢振红安下了心，开始踏实过
日子。在党委、政府等各方不懈努
力下，2020年10月，卢振红顺利拿
到了所有的民事赔偿。

影响人、团结人、引领人，老韩
拿人心换人心，把矛盾化解在了基
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老韩
是好样的！真希望全市每个村镇都
有‘老韩’，给老百姓调解更多衷肠
事。”漯河市政协主席吕岩多次向外
推介老韩，跟别人讲述基层政协委
员韩付志的履职故事。

委员在一线，带动一大片。在
老韩的推荐下，卢振红已经成为索
梁村民事调解员，一步步着手帮助
身边人纾困解难。

这么难处理的案子都能化解，
有人忍不住问老韩有什么秘诀。老
韩总结说：“帮人帮心，治病治根，还
要有‘三心’，就是工作要有热心，帮
人要有诚心，办事更要有真心。”

其实，老韩也并非一直都是这
么“温柔”。碰到无理取闹的群众，
老韩面色一沉，怼人话张嘴就来，

“你这是‘歪着脖子骑驴——偏
了’”，劝他们走正道、做正事。“我不
是国家干部，他们不能说的话，我能
说，很多群众听我哩。”老韩憨憨一
笑。

“老韩一开口，我都插不上嘴。”
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听过老韩眉飞
色舞的发言，“老韩不怯场，‘舞台’
越大越能说，他常年扎根基层，为群
众办了很多实事、好事，值得我们学
习！”

这两天，老韩又忙起来了。郾
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要聘请老韩为
编外指导员，作为“老班长值班室”
的一员，老韩忙里忙外准备交照片、
交材料。

“这个岗位你能发挥啥作用？”
“咦，给退伍老兵提供服务、化

解矛盾、协调解决问题，那作用可大
着哩。”老韩来了精神。

凌晨3点，乡村归于沉寂。杂
货铺骤然响起了敲门声，“老韩叔，
麻烦开下门，家里突然停水了，娃喊
渴，买几瓶矿泉水，中不？”

老韩一骨碌坐了起来，摸黑打
开灯，披上外套，趿拉着拖鞋，来开
门了。“这个杂货铺就是给大家搞服
务的，不管啥时候，只要有需要，俺
都开门。”老韩就这样住在杂货铺
里，无休，无怨。

暗夜如水，杂货铺透出一丝光
亮。老韩睡不着了，索性坐了起来，
从心中的“解忧杂货铺”里扒拉出来
几件明天该做的事：去口罩厂，帮工
人要工资；再去一趟镇一中，看看学
校改进情况……这些零碎的“小事”
填满了老韩的思绪。

就这样以命燃灯，“解忧杂货
铺”始终亮在百姓心中。

原载2021年2月18日《人民
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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