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评论员

与时俱进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2018 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

验”55 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

桥经验”15 周年。上世纪 60 年代，浙江省诸暨市

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出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

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

“枫桥经验”。穿越几十年的历史，历经岁月的洗礼、

时间的沉淀，“枫桥经验”不但没有成为“远去的

风景”，反而历久弥新、历久弥坚，在新时代背景下，

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群众首创是“枫桥经验”的动力源泉。“枫桥

经验”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展示了社

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成果，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枫桥经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

现形式和结果，但始终不变的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发动和依靠群众。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要树立群众观念，一切相信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的本质力量，让社会和谐稳定，让群众安

居乐业。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和核心要义，也是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本质要求。尊重人民主

体地位，就要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实现“脚板 + 鼠

标”“面对面 + 键对键”，更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

与时俱进是“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55 年来，

“枫桥经验”在坚持中求发展，变化中求创新，体

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当前，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

更高，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注重。解决

这些问题，回应人民需求，迫切需要准确把握新时

代新要求，不断地丰富发展“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

司法行政工作重心在基层、服务对象是群众，所承

担的职能和工作与“枫桥经验”的价值取向、核心

理念、基本方法高度契合，是践行和创新“枫桥经

验”的重要职能部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

发展“枫桥经验”，要牢牢把握“化解矛盾、维护

稳定”的价值取向，增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

能力；牢牢把握“以人为本、服务为民”的核心理念，

推动职能工作向社会治理末端延伸 ；牢牢把握“专

群结合、依靠群众”的基本方法，积极调动社会力

量共同推进各项工作科学发展。

55 年前，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拥有了宝贵的“枫桥经验”；

55 年来，党和人民群众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着“枫

桥经验”；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我们要与时俱进，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让“枫桥经验”永葆青春，

成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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