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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助更多人，是我最大的快乐！”
——小店区法院优秀调解员冯丽丽印象

上午 8 时 30 分，走进小店区法院
立案庭诉前调解中心，一抬眼就可以
看到“多元化调解”“情系百姓，构建
和谐”等醒目的大字，这里的气氛是
忙碌的，抱着厚厚卷宗的法官和调解
员步履匆匆。

不大的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
伏，两边靠墙的办公桌前坐满了调解
员。“我们都会提前 15 分钟到单位”，
一大早，冯丽丽就开始忙着整理卷宗
了，“我对每起案件都是怀着真诚、执
着之心完成调解的”。

冯丽丽今年 62 岁，是小店区诉前人民调
解委员会选聘的 10名专职人民调解员之一，
负责原被告联系、沟通，案件基础信息核实及
双方诉求协商等初步调解工作。担任调解员
两年多来，她参与调解各类纠纷 800多起，其
中调解成功 448 起，调解成功率 55%以上，
2020年被评为小店区法院优秀调解员。

走进诉前调解中心的家事调解室，圆桌前
围坐着几个人，有的唇枪舌剑，有的冷眼相对。

“大家别急，按先后顺序来”。调解婚姻
纠纷是冯丽丽的“强项”，每次遇到这类案件，
她总会按照自己总结的“看、听、谈”三步调解
法进行。

“看”，看的是案卷，要看原告提交的证据
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从细枝末节处见真章；

“听”，就是通过电话与双方沟通，摸清争议焦
点，为接下来的调解做准备；“谈”，是最体现
调解员功力的“重头戏”，就是约当事各方来
法院当面调解。

“你们现在对立情绪较大，建议冷静处
理……”冯丽丽正在跟一名女士沟通，讲法
律、拉家常，女士连连点头。这是一起离婚官
司，冯丽丽了解到妻子王某家人的态度对夫
妻感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便通过电话、微
信、见面等方式多次与王某的家人沟通。

最终，丈夫刘某决定再给王某一次机会，
妻子也愿意和丈夫一起好好生活，一起家事
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冯丽丽说：“在调解离婚纠纷案件中，我会
选择面对面、背靠背的调解技巧，只要有一点
成功的希望，我都会约当事人来法院调解。”

“囤课”后教育培训机构人
去楼空，巨额课时费何时能退
回？今年 3月份，冯丽丽和同事
接手了一起教育培训机构倒闭、
老板“跑路”的诉讼案件。

经了解，某培训机构以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为由，通过微信
等方式通知家长暂停营业，恢复
时间另行通知，后因该培训机构
已不再具备运营能力，家长纷纷
起诉要求退费，原告超过 70人，
涉案费用近 70万元。

主审法官贾敏经过研判，决
定让冯丽丽先与培训机构负责
人沟通，得知被告因资金运转困
难，加之母亲生病住院，一时拿
不出钱全额赔付，而家长却因找
不到被告，怒火难消，急于诉讼
维权。

为化解这起涉众纠纷，冯丽
丽和同事用上了“洪荒之力”：对
方不想见面，那电话、微信联系；
家长急于要回课时费，赶紧稳定
情绪……最终，被告人分期支付
了所欠课时费，从 5月份开始到
7月底，分 3期履行完毕。

冯丽丽总结说：“与生活密
切相关的问题，要用朋友、邻里，
甚至是自家人的角度，去倾听问
题，帮当事人平复情绪，寻找解
决方法。”

为了不断健全完善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机制，去年 7 月，太
原首家“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
成立，同步配套 9个专门的调解
工作室，两个音视频调解工作
室。

“由法官全程指导、学习培
训，选聘 10 名专职调解员驻院
调解，同时聘任 58 名律师特邀
调解员和 11 名行业调解员，协
助完成专业性较强的纠纷调解
工作”，法官贾敏告诉记者，“我
们团队的调解员老师都很好，组
织性很强，他们的调解成功率越
高，就会越发感到自我价值的重
要性，干劲就更足，集体凝聚力
也会更强”。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小店
法院诉前调解纠纷 3311件，调解
成功 1855件，占全院调撤总数的
45%。该院随后还将再增聘 8名
专职调解员、招聘 7 名助理，建
立以法官为主体，调解员密切配
合合力化解矛盾的专业队伍。

“既为便利当事人，还能减
轻法官办案压力，更能为维护社
会和谐尽一份力”，冯丽丽希望，
她的 9 号调解室能让更多当事
人解开心结、握手言和，这也是
她的调解之道。

记者 陈珊 文/摄

调解纠纷有耐心 涉众纠纷化解了 九号调解工作室

本报讯（记者 袁剑锋 通
讯员 史海萍 文/摄）9 月 1 日，
从财经大学开往山西大学东山校
区的 86路公交车开通。对于新开
线路，开通当天的首班车最难
开。为此，太原电车分公司四车
队的党员司机白玉，提前一天便
向车队党支部申请：“我是党员，
让我先上！”

86 路是一条新开线路，公交
司机都是刚从别的线路抽调过来
的，对途经道路的路况、设站情
况、客流都不太了解。当车队排
班时，安排谁跑开通当天的首班
车令人犯难。此时，党员司机白
玉主动站了出来。

8月 31日上午 9时，电车分公
司运调科组织 86路的所有司机熟
悉线路。白玉拿上笔记本，一路
上认真记录。哪里是上下坡路
段、哪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比较
多、哪里有斑马线……每一个细
节他都不放过。

返回车场后，他配合机务员

对 86 路的每一辆公交车展开“体
检”。确保车辆的各项性能正常
后，他又和保洁员清洗车辆，并在
车厢内悬挂了国旗。

忙完这些后，就到了晚上的下
班时间。看到天色暗了下来，白玉
并没有回家，而是开上私家车又沿
着86路的运行线路走了一圈，仔细
观察夜间的道路情况，有无视线不
好的路段。晚上回家后，他把观察
到的情况通过微信群分享给大
家。同事们纷纷点赞。

9 月 1 日凌晨 4 时许，白玉就
来到了车场，再次检查车况，做好
发车的准备。6时 30分，白玉驾驶
首班车出发了。“您好！欢迎乘
车！”随着白玉说出迎客语，86 路
公交车也迎来了开通后的第一名
乘客。

因为提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86路公交车开通首日的运营情况
良好。看着干净整洁漂亮的公交
车，享受着公交司机的星级服务，
很多乘客都竖起大拇指称赞。

新线路的首班车最难开

“我是党员，让我先上”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9
月 1 日中小学新学期开学第一
天，我省“百名检察官进百校”
专项活动暨“检护幼苗 助力
乡村振兴”法治巡讲活动启动。

此次活动，省检察院专门
从全省检察机关选拔 39名优秀
巡讲人员组成巡讲团，分赴各
市集中连片欠发达地区乡镇寄
宿制学校，集中开展法治巡讲
活动，为乡村学生送上法治大
餐，助力乡村振兴。

省检察院要求，巡讲人员
要综合运用知识讲授、体验教

学、实践模拟、现场观摩、动漫、
情景剧、微电影等多种方式，积
极探索学用结合的法治教育方
式，不断丰富教育载体、拓展教
学内容，提升系列活动的效果
和水平，打造法治教育的系统
性、连续性，确保专项活动的高
标准高质量。充分利用巡讲活
动，细化对乡镇寄宿制学校的
活动，确保法治副校长履职到
位；推进未成年人保护“两法”
的学习、宣传走深走实，提高乡
村未成年人自觉守法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乡村学生违法犯罪和遭受
侵害案件的发生。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关系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关系家庭幸福与社会和
谐、关系实现乡村振兴大局。
此次活动将采取有效措施，凝
聚社会力量，形成整体合力；继
续加强与地方政府部门协作，
力争形成关爱、保护、支持的合
力，让法治建设的成果和优质
法治教育资源惠及每一个未成
年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
起法治护佑之伞。

省检察院开展
“百名检察官进百校”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宋羽）女子任某因丈
夫婚内出轨愤而离婚，后又迁
怒于第三者，朝其汽车喷涂红
漆，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8月
30 日，在小店区检察院根据犯
罪情节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任
某送上锦旗感谢检察官依法人
性化办案。

前不久，小店区检察院办
理了一起故意毁坏财物案件。
犯罪嫌疑人任某因丈夫婚内出
轨而离婚，并因此对第三者抱
有敌意。2020 年 11 月，任某发
现第三者的轿车停放在某小区
门口，遂购买红色喷漆在车上

喷涂，造成车辆损失 1万元。案
发后，任某被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认为，这起案
件是由婚姻情感矛盾引发的，
任某因采取不当行为触犯刑
法，但任某也是婚姻家庭关系
中的受害者，又系初犯、偶犯，
社会危害性较小。同时，任某
到案后认罪认罚，对被害人进
行了赔偿，且获得了被害人的
谅解，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

为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
提升司法公信力，该院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等担任听证员，就任某故意毁

坏财物拟作不起诉进行公开听
证。听证员在充分了解案件事
实证据后，一致同意检察机关
的处理意见，表示该处理意见
实现了法理情的统一，有助于
社会矛盾的化解。随即，该院
依法对任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感谢检察机关的不起诉
决定，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
会。今后，我一定遵纪守法，认
真工作，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
贡献的人。”8月 30日，任某在送
锦旗时作出保证。检察官再一
次进行释法说理，希望她谨记
教训，调整好心态面对新生活。

丈夫出轨离婚 女子迁怒第三者喷漆泄愤

经过公开听证
检查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