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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们难免会
遇到纠纷，或与人发生矛盾。如果
谈不拢，就到法院打官司，这是最常见的
选择。然而，一提到要去法院打官司，很多人内
心都是拒绝的！不仅各种文书、各种证据令人头大，
还免不了要来回拉锯扯皮，又耗精力又伤感情，又搭时
间又花钱财……
其实，除了打官司，法院还有N种调解模式可以选择。
这不，石狮法院全面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不仅建
立起了横向覆盖全市各部门行业，纵向覆盖市、镇、村三级
的诉调对接服务网络，还推动建立了多种非诉纠纷化解
平台。不仅有律师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还可以
通过“互联网+”实现网上调解和跨越调解。不管
任何一种调解模式，都比诉讼来得方便快
捷，最关键的是，经调解达成的协
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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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纠纷就打官司？
有几种调解模式，你可以试试

律师调解 他们通法理更专业

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和法
官一样有着专业的法律知识。
为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和
职业优势，石狮法院试点建立律
师调解工作模式，让律师成为法
院的调解员，并主动参与到法院
的非诉调解中来，进一步拓宽纠
纷解决渠道，满足群众对调解服
务的多元化需求。
目前，福建华达（石狮）律师
事务所、福建博广律师事务所、
福建协进律师事务所均有设立
调解组织，他们将把接受当事人
申请调解作为一项非诉业务来
开展，其可受理的案件类型包括
各类民商事纠纷，还有刑事附带

民事纠纷的民事部分。按照流
程，石狮法院收到起诉材料后，
会及时进行审查甄别，对合适律
师调解的，将委派或委托给律师
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当事人也
可以直接申请律师调解组织进
行诉前调解。
日前，石狮法院首次把一起
买卖合同纠纷委派给了福建华
达（石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期间，双方当事人只是接了律师
的几通电话，碰了一次面，就把
纠纷给解决了。“ 律师调解可比
走诉讼程序轻松多了，律师还给
了很多专业的法律指导和帮
助。”原告蔡先生说，他们在律师

的调解下，仅用了3天时间就达
成调解协议。最终，双方当事
人握手言和，喜笑颜开。
据 了 解 ，一 般 的 诉 讼 案
件，从立案、开庭、判决到最后
的生效，少则两个月，多则一
年以上，当事人不仅需要花
费时间还要支付诉讼费。当
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撤
诉的，法院将免收诉讼费。
值得一提的是，经律师调
解组织调解可以申请司法
确认，一经确认，同样具
有法律效力，若一方当事
人拒不履行，可向法院
申请执行。

律师调解员组织当事人在法院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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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调解
打破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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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 他们熟社情懂民意

“感谢人民调解员的耐心
调解，不仅让我快速拿到了
钱，还免于诉累。”在石狮做
生意的卢先生，被客户洪某
欠下货款9000余元。经多次
催讨未果，卢先生来到石狮
法院欲起诉洪某。后法院把
案件分流到洪某所在的林边
社区，让社区的人民调解员
进行调解。仅半天时间，卢
先生就拿到了全部欠款。
“我们把镇、村两级的调
委会成员变成法院的人民调
解员，他们或是德高望重的
老人，或是扎根基层的社区
工作者……”据石狮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人民
调解员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
点——来自基层和群众。他
们不仅贴近民众、了解风俗，
还熟知社情民意，能让一些

C

具有属地性、民生性的矛盾
纠纷在基层就得以化解，及
时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
为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我市在石狮法院设立
诉调对接中心，在各镇（街
道）设立诉调对接服务站，在
全市 128个村（社区）设立诉
调对接点，建立起了覆盖市、
镇、村三级的诉调对接纵向
服务网络，让矛盾化解在基
层，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
的发生。
诉调对接中心对于适合
人民调解的案件，将把案件
电子卷宗传送给当事人一方
所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并
由该委员会制定专门人民调
解员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

自行选择。当事人同意人民
调解的，可到其所在的村
（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
委员会，或镇（街道）调解
委员会进行调解，也可选
择在法院的人民调解工作
室进行调解。
此外，石狮法院还在
诉讼服务中心、湖滨法庭
和祥芝法庭分别安排了
4名驻庭人民调解员。
对适合调解的民事案
件，则由程序分流员将
案件分流给人民调解
员现场调解。其中，
就有大家熟悉的“金
牌调解员”吴文良，
自 2014年以来，他
累计接待群众来访
8000余人次，调解
案件1689件。

“金牌人民调解员”吴文良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

当事人给交通巡回法庭人民调解员送来锦旗
行业调解 他们懂行规知行情

被告吴某受客户委托，找到原
告泉州某运营管理公司委托办理了
676家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因此
欠下管理服务费12万元。被告承诺
分期付款，但未按约定履行。截至
原告向石狮法院起诉之日，被告尚
欠管理服务费53500元。
在案件调解过程中，石狮法院
商事调解员、石狮纺织服装产业联
盟副秘书长郑智强主动表示，愿意
参与案件的调解工作。“ 因为商事调
解员的加入，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
绪明显缓和不少，沟通起来也就顺
了。”据该案的承办法官介绍，在商
事调解员共同多次耐心释法规、明
法理后，被告当场还清了所欠全部
服务费，原告也向法院撤回起诉。
这是石狮法院通过行业调解员
化解矛盾纠纷的一个缩影。日前，
石狮法院还聘请来自市服装产业联
盟和工商联的30名行业人员为特邀
商事调解员。据了解，商事调解员
与当事人具有地缘、商缘和人缘上
的“亲和力”，比起商圈外的法官更
能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更容易打
开当事人的心结。且商事调解员对
纠纷内容具有行业的“专业性”，不
仅会说“行话”、懂“行情”、知“行
规”，还有利于准确把握纠纷争议焦
点和利益平衡点，帮助法官了解事
实真相，形成正确判断。
与此同时，石狮法院还与市卫

计局、人社局、住建局、教育局、交管
大队、妇联、侨联、保险行业协会等
部门行业建立诉调对接机制，不断
拓展诉调对接横向服务网络。如
今，石狮法院的诉调对接横向服
务网络已覆盖全市 12个部门和
行业，让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成
为调解员，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
量，共同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其中，石狮法院还在保险
纠纷、劳动争议纠纷、家事纠
纷等领域里创新纠纷调解模
式，形成具有石狮特色的三大
司法品牌。石狮法院成立交
通巡回法庭，并入驻“石狮市
道路交通事故和谐调处中
心”，整合交警、司法、检察、
保险等调解资源，构建保
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
制；联合市人社局、总工
会在宝盖镇鞋业工业区
建立“职工维权一体化基
地”，全面加强劳动争议
预防与处置工作；创新
推行“三说三心”工作
法，建立家事纠纷调解
人才资源库，吸纳心
理咨询师、教育专家、
妇联人员、“ 阳光太
太”志愿服务等优秀
人才参与家事纠纷
调处工作。

原告远在四川，被告在石狮，两
人相距千里，却能“同框入镜”实现纠
纷调解。日前，石狮法院通过远程视
频，成功跨省调解了一起离婚案件。
前后不到一小时，让两个相距千里的当
事人实现“虽未谋面，但案结事了”。
因石狮外来务工人员多，对于案件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
大的简单民商事案件，若当事人和其他
诉讼参与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在不
同法院辖区的，石狮法院依托信息化建
设，通过“互联网+”实现跨域庭审、跨域调
解，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
如今，石狮法院的“跨域”诉讼服务范围
已从泉州区域扩展到全国各地，无论当事人
身处何地，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参与
庭审或调解。截至目前，石狮法院已通过远程
视频的方式，组织黑龙江、河南等地的当事人参
与庭审或调解，彻底解决了当事人因空间距离
产生的不便，减少诉讼成本，深受当事人的一致
好评。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还开发建设了“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并在全国法院试运行。若当事人有矛
盾纠纷，可在平台上提出调解申请，法院会把案件
推送给适合调解案件的当事人，引导当事人选择调
解方式解决纠纷。该平台集合法院的审判调解资源
和全社会的纠纷化解资源，共同做好纠纷调解工作，
同时打通线下线上多种渠道，灵活组织开展调解，还
可实现在线制作调解协议和在线司法确认，提高调解
效率，对调解不成功的案件，法官会引导当事人在线申
请立案。

提醒：

非诉调解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通过远程视频调解一起离婚案

组织阳光太太开展纠纷调解技巧培训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变化，人民群众的诉求也变得多样化，导致矛盾纠纷呈现多
发性、多领域、多主体发展的态势，以非诉纠纷的方式化解矛
盾纠纷，有着便捷、高效等优势，不仅拓宽了群众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的渠道，也能满足群众对司法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最高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
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
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
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时应当先行调解。近年来，石狮法院不
断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多种纠纷调解模式，自2013年
以来，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519件，被省法院授予“全省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
“中国人向来奉行以和为贵。与诉讼相比，非诉纠纷化解方式
在化解矛盾纠纷、修复社会关系中具有独特优势。”据石狮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调解是基于双方合意解决纠纷前提下进
行的，大多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调解时可灵活适用各种社会规则，
或视争议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选择余地大，时间成本
低，不仅有利于激活当事人自主解决矛盾纠纷的积极性，还有利于受
损或失衡的社会关系得以调整修复。
不管当事人选择任何一种调解模式，都是在法院的协调下进行的，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
纠纷的活动。经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律师行业调解组织达成
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如履行义务一方不按调解
书履行，当事人可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撤诉
的，法院免收诉讼费，调解机构或调解员也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李少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