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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李忠发、孟娜、殷晓圣、张
博文）原本拖欠了一年多
都没解决的欠款问题，谢
澜（化名）通过县里的矛调
中心，只用了 10 天就得
到了满意答复。
　　“想不到调解比打官
司效率还高，矛调中心真
是我们的‘解忧超市’。”谢
澜说。
　　浙江省安吉县的谢澜
和安徽省芜湖县的沈明

（化名）原本有着多年生意
往来。近两年小沈生意不
好，欠了小谢 5 万多元茶
叶款，拖了一年多没有归
还。谢澜气不过，一纸诉状
把对方告上了法庭。
　　“打官司不仅要付诉
讼费，且耗时、耗精力，至
少得 2 个月才能宣判。即
使判了，对方也不一定马
上就还。昔日的生意伙伴
还成了冤家。”参与本案诉
前调解的人民调解员朱国
炎向小谢提出，不打官司
也能帮他要回欠款。
　　另一边，朱国炎劝说
小沈及时还款，“欠钱不
还，法院肯定会判你败诉，
留下案底后，可能会对你
的征信带来负面影响，连
贷款、坐飞机都会受 影
响”。
　　几番来回沟通，沈明
终于同意还钱。不过因为

手头紧，她希望分期付款。谢澜表示认可。一桩本已
闹上法庭的民事诉讼，在老朱专业和耐心的调解下
成功化解。
　　“这只是我们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冰山一角，无
论是家长里短、邻里矛盾，还是劳资金融纠纷、民告
官，我们都会提供专业援助。”过去半年，经朱国炎调
解成功的就有 63 件，涉案资金达 340 余万元，帮农
民工讨薪完成 17 件，追回劳务工资 61 万余元。
　　朱国炎介绍，矛调中心的好处在于，民众“解忧
有门”了。即使是复杂矛盾，也不一定闹上法庭。只要
双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并经司法确认，一样具有申
请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刚柔并济”化解难题。
　　朱国炎原是安吉县司法局三级调研员，由于精
通法律、热心谦和，退休后被聘为中心的人民调解
员。和他一样，另有 8 位调解员也从行政事业和法
律服务岗位退休，发挥余热。他们所在的浙江安吉县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2020 年共受理了
6500 多件矛盾纠纷。
　　安吉矛调中心副主任沈高飞介绍说，矛调中心
是化解民众矛盾纠纷的“终点站”，目标是让老百姓

“解忧最多跑一地”。这里集合了信访、公安、法院、检
察院、人力社保等 18 个部门，就像一家医院，民众
遇上任何问题，都有各部门专家来解忧释怨、“对症
下药”。
　　截至目前，在中国东部拥有 6500 多万人口的
浙江省，省内 90 个县级区划、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矛调中心已基本实现全覆盖。2020 年浙江县
级矛调中心共接待群众 134.9 万人次，受理矛盾纠
纷 66.2 万件，化解成功率高达 94.9%。
　　去年，为提升基层矛调中心的运转效率，浙江还
研发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系统，运用数字化全
过程留痕，实现矛盾纠纷处置的全程闭环，保证民众
的纠纷件件有回音。
　　安吉矛调中心专职副主任王忠说，理想状态下，
社会矛盾纠纷 65% 要在村里化解，25% 在乡镇街
道化解，剩下 10% 实在没法解决的，才上交到县级
矛调中心。
　　在矛盾萌芽状态下解决问题，切实提升了民众
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调查显示，2020 年，浙江省内
刑事案件从 2015 年的 66.68 万起下降至 24.19 万
起，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跃升至 97.25%，浙江成
为中国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
　　当前，浙江各地县（区、市）的矛调中心也因地制
宜，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如杭州余杭区基于大
数据、人工智能的智慧治理；丽水缙云等山区县设置
流动型信访代办员，打造“服务解忧站”；舟山一些偏
远海岛实行“信访漂流瓶”制，在交通航船上增设信
访箱，方便岛上居民解决困难……
　　英国社会学家、“全球化”概念首倡者之一马丁·
阿尔布劳在此前调研浙江湖州的矛调中心后提出，
中国治理遵循“科学、民主和法治”原则，既根植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不断与时俱进、自我完善，使
得政府与社会能够紧密连接。
　　如今，这项社会基层治理改革也在中国各地生根
发芽。无论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还是西部的
重庆、西安和拉萨，民众都有了一站式“解忧超市”。
　　朱国炎给自己的调解室命名“暖心工作室”，“希
望调处矛盾的过程和结果，都能让当事人感到温暖
和舒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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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浙江省安吉县矛调中心接访区（资料
照片）。       新华社发（王升摄）

　　身为室内设计师的胡玉翎同时也是一
名专业的整理收纳师。在她看来，这两类工作
相辅相成，整理收纳的专业知识可以提升设
计的实用性，而设计元素则可以增加整理收
纳的美感。
　　“我们在帮助客户整理东西的时候，就会
提一些改变家居设计的方案，客户非常满
意。”胡玉翎说。
　　最近，她帮一个客户整理鞋柜的时候发
现，客户把几十双鞋子放在厨房，非常杂乱。于
是，胡玉翎和客户商议之后，决定把鞋子装到
鞋盒里，再把鞋盒摞到衣柜里，整洁了很多。
　　从事这份工作以来，让胡玉翎感触最深
的就是“家庭物品太多了”，大大超出所
需——— 一个客户有 800 件衣物，还有一个客
户光是卫衣就有 100 件，有的家庭，物品塞得
抽屉都打不开。
　　如今，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像胡玉翎这样
的专业整理收纳师越来越多。今年年初，国家
人社部公示了一批新增的职业工种，其中就
包括整理收纳师，被列入家政服务类目。
　　 32 岁的韩艺恩是国内开设较早的整
理收纳机构“艺恩整理”的创始人。她告诉
记者，2015 年开始从事整理收纳行业的时
候，许多人不理解她在做什么。但是今天，

“不仅是家庭，医院、政府机关都会请我们
去做整理，这个概念已经非常流行。”
　　创立 6 年来，艺恩整理已经在全国培养
了 1000 余名专业的整理收纳师，服务时长超

过 10 万小时。学习整理收纳的学员里，有幼
儿园老师、家庭主妇、家政工作人员，也有心
理咨询师、设计师。
　　“许多行业都有整理和收纳的需求。因为
整理收纳本身就是跨界的，涵盖家政、设计、
心理学等多个领域。”韩艺恩说。
　　谈到整理收纳日趋流行的原因，韩艺恩

认为，一是由于现代社会，不论是个人还是机
构，物品都越来越多；二是源于人们提升生活
质量的需要。
　　“整理和收纳所做的就是平衡人、物品、
空间三者的关系，从根本上代表了人的处事
态度，可以影响到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韩
艺恩说，一些人不善于规划、整理空间，很大

程度上，其在生活中也容易忽略边界感，造
成人际关系的困扰。
　　“干这一行，最具有挑战性的不是整理
工作本身，而是沟通。”37 岁的整理收纳师
朴今花说。客户在决定舍弃哪些物品的时
候，往往会非常纠结。这个时候，整理收纳
师要以科学的方式引导客户“断舍离”。在
整理衣橱的时候，整理收纳师还要帮助客
户结合生活场景想好搭配方案。
　　韩艺恩曾接待过一对老年客户。这对
老年夫妇常年居住在上海一间 12.5 平方
米的狭小房间里，各种物品一直堆到了天
花板。他们的亲人看不下去，请了艺恩整理
上门服务。结果，21 位整理收纳师连续干
了 7 天才完成工作，光是大袋垃圾就扔了
58 包。最终，整理收纳团队帮老人腾出了 7
平方米的空间。
　　韩艺恩说，整理收纳覆盖的范围非常
广泛，细分领域很多，需要不断实践摸索和
理论总结。比如，普通的家庭和照顾失能老
人的家庭，整理需求完全不同；光是对公整
理，就包含企业一般整理、商铺陈列整理、
社区环境整理等许多类别。
　　虽然目前整理收纳已经被人社部列为
新职业，但这一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
形成完善的职业培训和行业监管体系。业内
人士表示，期待整理收纳行业的规范性能进
一步提升，从而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记者王晓洁）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张涛）4 月的清
晨，当被誉为“华夏东极”的黑龙江省抚远市
迎来第一缕阳光，“两江”上的渔民便提网收
鱼来到城中的东极鱼市。
　　抚远市位于中国陆地的最东端，地处黑
龙江、乌苏里江交汇处，淡水鱼资源丰富，盛
产鲟鳇鱼、大马哈鱼，更“云集”了“三花五罗
十八子”等东北名鱼，是世代栖息在这里的赫
哲族人的“金色的鱼滩”，人们由此习惯称它
为“淡水鱼都”。
　　尽管乍暖还寒，鱼市里依然热闹非凡。人
们在鱼市里买鱼少有讲价，“新不新鲜，是不
是本地鱼，一看就知道。”67 岁的鱼商段立斌
说，抚远人讲究“宁吃鲜鱼一口，不吃烂鱼一
条”，“亲朋好友来家做客，没有‘百鱼宴’，至
少得有道刹生鱼，否则就是招待不周。这是抚
远人的待客之道。”
　　这里，是赶早抚远人的“寻鲜”地，是赶午
带货主播的“淘宝”地，延续着小城的生活，见
证着“鱼都”的变迁。
　　十几年前，抚远因过度捕捞，出现了“鱼
荒”。“小时候跟父亲去打鱼，那时还是小木船，
一网上来很多鱼。”鱼市旁一家鱼馆的经营者
郝福勋说，“后来，大船越来越多，鱼越来越少，
鱼的口感也变了，‘百鱼宴’成了一个回忆。”
　　为涵养渔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抚远市
自 1989 年开始增殖放流，发展人工繁育大
马哈鱼鱼苗、鲟鳇鱼鱼苗，并严格实行春秋两
季禁渔期管理，渔船数量由最多时的 780 艘
减少至 266 艘。
　　随着综合手段持续运用，当地的渔业生态
得到有效恢复，渔民的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

“从前打到鲟鳇鱼见怪不怪，现在生怕伤到鱼，
马上放生。”在鱼市里巡查的抚远市水产局渔
业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孙文剑说，近几年，对水
质要求特别高的哲罗等冷水鱼常出现在“两
江”水域，“鱼的品种和品质都上来了。”
　　从竭泽而渔到恢复种群、适度索取，捕鱼量
小了，当地渔民放下手中的渔网“搭上”互联网，
更广阔的平台带来了更多样、更丰厚的收入。
　　冬季的抚远异常寒冷，在他们的镜头下，

神奇的“万物皆可冻”，“刀锯”鱼、倒插在雪中
的大鱼……用手机代购选鱼，传授做鱼技巧，
这边直播进行中，那边快递已在路上。
　　“过去我们就是本地卖鱼，最远也就到哈
尔滨。现在，海南都有人买我家的鱼了。”鱼商
姜雪莲说，直播五、六个小时，除了自己家的
鱼品，还帮别人带点货，“旺季一天赚四五千
元不是什么难事。”
　　鱼越来越火，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

多。近年来，抚远市着力打造“华夏东极”
“两国一岛”“两江双城”“淡水鱼都”四张旅
游名片，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十三五”期
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41.6 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超过 24 亿元。
　　“来‘东极’，肯定要看日出、品江鱼、感
受赫哲族渔猎文化。”经常带游客逛鱼市的
最东青年旅社经营者官长青说，2010 年
自己开抚远第一家青年旅社时，交通还不
便利，赶上年节客车就停运，“现在，到抚远
可乘飞机、坐火车，游客还可网上预定我们
的‘官师傅’私人定制‘日出之旅’。”
　　抚远吸引来了游客，也吸引来了官长
青的合作伙伴福建人刘青敏。他们的思路
一致，都认为抚远未来一定是旅游热点，

“‘两江’和‘东极’是抚远的魅力，鱼是这里
的文化根，赫哲族特色旅游是探寻渔猎文
化的好方式。”
　　走进乌苏镇抓吉赫哲族村，渔民们“洗
脚上岸”，办起“渔家乐”，赫哲族鱼产品的
文化价值也愈发受到社会关注。“游客非常
喜爱鱼皮画和鱼骨画。我们重新拾起这些
技艺，除了增收，更有意义的是将这门技艺
传承下去。”抚远市赫哲族鱼皮画、鱼骨画
传承人宫福云说。
　　“我们的生活因鱼而起。”在离鱼市 5
分钟路程的抚远市水产局放流站大马哈鱼
育苗基地，今年已孵化出的 80 万尾鱼苗
正在饲养池中等待放流。“这些大马哈鱼苗
四年后将洄游，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洄游

‘江河拥塞’的情景重现。”放流站工作人员
万元说。

中国“东极”：放下渔网“搭上”互联网

整理空间清扫心灵：整理收纳师成热门新职业

1 月 9 日，在抚远“东极鱼市”内，商户正在整理货架上的冻鱼。 新华社记者张涛摄

人往山里走：贵州农村因路而兴乡愁更浓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向定杰）初夏，滇黔
桂交界的兴义市烈日当空，但群峰遮掩下的
村落凉爽宜人。
　　三百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到访此
地，面对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在游记中发出感
叹：“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时
至今日，山还是那些山，而错落其间的人世却
历经了沧桑变化。
　　初闻洒金村，一听名字，不像是个穷地
方。虽然距市区只有约 7 公里，可是重山阻
隔，800 多户人家散落在荆棘遍野的坡地上。
在稀薄的田土中，农耕只够基本温饱，苦日子
逼着村民纷纷进城。
　　从兴义公路管理局下派、驻村已经三年的
第一书记刘刚说，在交通闭塞的贫困山区，路
承载着乡村发展的所有希望。在近年来的脱贫
攻坚中，全村通组串户路得到了极大改善。
　　“去年在省公路局支持下，村里的两条主
干道串联起来。泥泞的小路不见了，农机可以
下地，爷爷奶奶也不用背着孙子孙女上学。”
刘刚说。
　　路的畅通带来的远不止这些。打柴山是
洒金村的一座山，也是一个寨子。在现代人眼
中，“打柴”已很遥远，不过在当地，上山拾些
干柴枯枝、做饭烧火仍是老一辈的生活方式。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古老传统、凋敝
破败的地方，被列为乡村振兴试点，未来还将
打造成一个农旅一体化的“高颜值”景点。
　　如今，这里已经风景别致：路边是一排排木

耳菌棒。它们被村民用绿色、红色的带子连接悬
挂，巧妙地形成了“五环”“水立方”等造型。
　　再往里走，是一个唤作“兴义人家”的农
家乐。古树葱茏，石瓦房修葺一新，院落里堆
着一捆捆干柴，连同簸箕、石磨、陶罐、木风车
等老物件。

　　“去年国庆开始试营业，周末、节假日人
多，平时每天有一两桌客人。”开发运营的公
司工作人员说。记者看到，这些农家小院以柴
火辣子鸡、布依八大碗等菜品命名，除了肉
类，食用菌也是重要食材。
　　在这里当服务员的村民李素碧说，尽管

每月工资只有两千多元，但也比过去出门
打零工强。平时除了农家乐的生意，她还要
给村里林下菌药基地的工人们煮饭，最多
的时候要做七八百份盒饭。
　　记者顺着产业路来到那片两千余亩的
基地。从坡上远眺，可以看见兴义市的一个
大规模易地扶贫安置点。那些楼房里，容纳
了搬迁群众三万多人。基地负责人陈伦波
说，依托洒金村的山地优势，政府大力发展
红托竹荪、黑木耳等产业，就近为群众创造
就业岗位。
　　眼下，不论是外来的“新市民”，还是本
地的原住民，食用菌都已成为一部分人的
增收渠道。打柴山昔日的贫困户陶家友和
妻子除了在基地务工，最近还在自家院坝
搭起木架，挂了六千个木耳菌棒。“只要早
晚洒点水，还有几天长出来就可以卖钱
了。”陶家友说。
　　洒金村的振兴还在路上。刘刚说，接替
他们驻村，新的工作队马上就要来了，干部
一定会一任接着一任干。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仅省公路局系统
就累计选派 307 名优秀干部到 120 个贫
困村开展同步小康驻村帮扶，直接投入各
类帮扶资金 5013 万元。
　　“十三五”以来，贵州还相继实施了多
项农村公路建设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偏
远山乡的发展条件，因路而兴、因路而富、
因路而美的还有许多个洒金村。

4 月 21 日，洒金村村民陶家友（左）和妻子在看护木耳菌棒。 新华社记者向定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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