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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时空灵活+程序规范，小改变解决大问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时芸芸

传统概念意义上的调解，必须有双方或
双方当事人都在现场，“得看到你的脸、听到
你的声”才算数，这也是法院指导下的人民
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但此次疫情改变了这
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最高院借助网络信息技
术，上线“线上调解”模块平台，此举拓展发
展了人民调解的内涵，丰富了它的实践外
延，是司法实践的一次创新，对后续的人民
调解工作开展有着不可忽略的借鉴、启发意
义。

2020年1月13日，在这个节点日期，环翠
法院受理了一起借款纠纷，双方当事人均同
意先行调解。随后开启的全民疫情防控模
式，使得当事人不能到场，环翠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将该案件推送至最高院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这也是平台启用后环
翠法院调解工作的的第一次线上尝试，案件
分到了人民调解员张红手里。

张红从某大型通讯服务公司的客户服
务岗位退休后，选择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成
为环翠法院的一名“特邀调解员”。此前，她
一直负责客户线上、线下投诉工作，察言观
色，识人度势，张红在这方面有优势。

张红先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分别与当
事人沟通，详细了解双方当事人对于纠纷的
看法和主张，然后引导双方进入最高人民法
院“线上调解”平台，组织视频连线，重新呈
现此前电话、微信交流达成的共识，顺利促
成双方在线签订调解协议。

这起标的5300余元但缺少借款证据的
纠纷，以1月13日立案、2月15日一次性线上
调解而成功，证明了线上调解模式的可靠性
和高效率，张红也因此获得双方当事人的

“全五星”好评。首战告捷，张红对“线上调
解”有了更大的信心，也有了一个非法律专
业人士的总结和反思。

张红用“傻瓜相机”来类比这个平台，
“界面友好，简单灵活”，“只要会用智能手
机，一看就会，便利当事人。”

这起借款纠纷的双方当事人都是年轻
人，一个是留学生，一个是正在创业的年轻
人，约好上线调解的时候，他们一个在外地、
一个在威海。2月15日约定调解上线的当天，
张红接到了环翠法院发来的“最高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小程序链接，张红按照约定时间
分发给双方当事人，他们就在自己家里完成
了这次调解，整个过程耗时大约30分钟。而
在以往，这需要他们专门跑到环翠法院，至
少得半天时间，还要搭上交通费。

“这可是帮了当事人大忙，尤其在今年
这种疫情的特殊时期，即使没有疫情，如果
当事人在外地也可以通过线上调解完善解
纷工作”，这种“网络办公”，让张红找到了

“走在了新时代的前列”的成就感。
线上调解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便利问题，

它还提高了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严肃性，这
确出乎张红的预想。

线上调解程序支持视频、录音，突破了
时间空间间隔和距离，有“面对面”的现场

感、真实感，更主要的是，这个程序可以保存
整个调解过程的全部要素——— 声音、画面，
这在以往的现场调解中，是不可想象的。“知
道自己的言行被录音、录像，当事人的状态
甚至坐姿都明显跟现场调解不一样”。张红
看到了这种细微的变化，也通过这个平台感
受到了调解工作的严肃性、规范化都在提
高。

借助平台技术支持，线上调解行为有录
音、有录像，也就是有声音、有现场，影像资
料自动留存，这在客观上形成了证据而且得
到了确认、留存，从而对当事人的言行产生
约束性。

张红预计，今后“调解后反悔”的情形会
大大减少，调解有效性也将大大提高，比如
这个系统支持调解文书自动生成，当事人可
以在现场用手机直接签字认可，并回传给调
解员，而在以往调解员还要专门回去制作调
解书，时间有延宕，效率要打折扣。

自2月3日起，环翠法院借助人民法院调
解平台已成功调解纠纷89件,案均耗时较线
下调解缩短三分之一，对于当事人而言，节
省意义更远大于此。调解员张红对“调解平
台”的使用越来越得心应手，她的总结是，对
于涉案金额较少、案情明晰、不牵涉太多证
据的纠纷，“比如因物业服务质量引发的
物业费纠纷、因机动车事故引发的车险赔付
纠纷等，这类案件高发、常发，尤其是后者至
少有三方当事人，适用线上调解是最好的解
纷选择。”

除了显而易见的便利性、规范性，张红
认为，回头看“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不应只
局限于是为了解决疫情特殊形势下现场调
解的安全问题或免去当事人的出行成本，更
应看到它相比于传统调解模式的优势和规
范化。

网络时代，灵活便利与规范兼顾，这是
时代进步的应有之义。所以，我们有理由相
信网络诉前调解工作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最高院人民调
解平台上的“威海
应用数据”。

人民调解员张
红应用线上平台
完成“威海调解
第一案”。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大孤山镇中心学校以邀请网络红
人王宇江老师做师德宣讲报告会
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师德主题教
育。 (段桂涛)

下初镇中心学校开展“一个支
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
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全体党员树立
终身学习的意识。 (韩忠浩)

午极镇中心学校坚持把师德
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
一标准，多措并举，加大师德建设
力度，不断提高师德建设水平。

(于晓静)

为了激发队员们心中美好的
梦想，激励他们为了梦想而努力学
习，冯家镇中心学校组织召开“我
的梦 中国梦”主题班会。(谭远敬)

乳山市诸往镇中心学校少先
队开展“绽放心花，做阳光好少年”
主题队会活动，旨在帮学生释放压
力，积极向上，树立远大理想。

(王雪纯)

为不断增强党员教师干事创
业的使命感、责任感，乳山口镇中
心学校党支部开展“建过硬支部、
提服务效能“主题党日活动。

(姜晓岚)

为提高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和自我防范能力，近日南黄镇中心
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主题活动，通
过鲜活的事例教育广大学生远离
危险。 (孙文飞)

下初镇中心学校组织师生参
观禁毒教育基地，教育学生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提高预防毒品、提
防毒品侵害能力。 (李振宝)

6月6日，由实验中学家教志愿
者组建成的乳山市教体局助学支
教服务队在河滨公园广场举行“风
雨路上 与你相伴”广场家教志愿
活动。 (任静)

诸往镇中心学校小学部开展
了“珍爱生命,远离溺水”主题安全
教育活动，要求学生谨记“六个
不”，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护
自救能力。 (董晓伟)

疫情期间乳山市畅园学校组
织师生开展线上学习，家长们从幕
后走向台前，全力配合老师做好学
生的网络学习活动，涌现出一批高
质量陪伴子女学习的“教师型家
长”。在评选中有二百多名家长被
评为“居家学习最美家长”。复学后
学校向家长们发放了荣誉证书。

(宋彩英)

乳山市西苑学校注重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分等次有针对性地
进行个别辅导，并通过家校合作全
方位保障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成长。 (高青霞)

近日，乳山市大孤山镇中心学
校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溺水”安全
教育系列活动，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提高了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孙音)

乳山寨镇中心校在党建工作
中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宗旨，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
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宋晶)

为缓解中考学生家长的焦虑
情绪，乳山市怡园中学6月12日邀
请了乳山市教学研究中心的专家，
做了一场“有效衔接 科学应考”
的讲座。 (张月红)

乳山市诸往镇中心学校内外
兼修打造精致校园，结合学生身心
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活
动，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姜守策)

为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下初
镇中心学校开展“珍爱生命，谨防
溺水”安全主题教育活动，提升学
生自我保护和应急自救的能力。

(周莉莉)

为了家长与孩子之间能够更
好地进行交流，府前路学校开展了
一次复学家教线上指导与咨询活
动，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李莎莎)

为培养和提高学生欣赏美、创
造美的能力，徐家镇中心学校举行
了校园文化艺术节，丰富了学生的
文娱生活，陶冶了学生的艺术情
操。 (李红兵)

乳山特校要求每位教职工一

学期至少读一本关于教育教学方
面的书籍，并将读后感录制成小视
频进行交流评比，提升了教职工的
文化素养。 (王晓华)

乳山口镇中心学校针对学生
的诚信考试及教师维护自身信用
等方面，开展了“信用进校园”系列
主题教育活动。 (肖婧)

近日，乳山市下初镇中心学校
开展了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提高了
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增加了学生
的食品安全知识。 (李辉)

疫情期间，诸往镇中心小学一
直把德育放在首位，细致地制定了
德育方案。把德育教育作为常态教
育纳入线上线下教学工作。(隋杰)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海阳所镇
中心学校党支部组织部分党员走
进敬老院，开展“牵手老人，共献爱
心”端午节慰问主题党日活动。

(林建涛)
乳山市崖子镇初级中学疫情

复学后加强对学生存在的心理焦
虑问题进行主动干预，在学生整体
面上召开心理主体班会的同时，重
视对个体表现出的突出问题进行
个别有针对性干预辅导，有效舒解
了心理压力，为进入正常的期末复
习状态奠定了基础。 (宫春燕)

端午节将至，为弘扬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充分挖掘端午节的深
厚文化内涵，沈阳路小学举办了主
题为“香飘万粽，端阳传情”的志愿
活动。 (曹海莲)

近日，大岚寺小学全体教师走
进周边社区进行卫生清洁志愿活
动，为创建文明城市献出自己的力
量。 (曹宇)

近日，大岚寺小学进行“防溺
水专题”班会教育，通过此次班会
让孩子们了解防溺水知识，提高安
全意识，珍惜生命。 (吴蕾)

作为试点单位，6月22日，高区
一幼开展“信用教育”进校园主题
活动，通过观看诚信模范先进事
迹，讲读诚信事迹、撰写思想感悟
等活动帮助教职工牢记“诚信”并
付诸于实践。 （常颖）

校园内外
乳山市实验中学举行“风雨路上 与你相伴”家教志愿活动

近日，乳山市实验中学家教志
愿者在河滨公园广场进行“风雨路
上 与你相伴”广场家教志愿活动，
吸引众多家长前来咨询。

“复学后孩子部分学科偏科更
严重了，在家经常玩手机，说几句就
翻脸了，逆反心理很严重。”“孩子经
常把自己关在卧室，有什么事情也
不愿意和家长说，我们不知道怎么
跟孩子沟通。”面对家长提出的问
题，志愿者们一对一“把脉问诊”，耐
心聆听家长的心声，为他们解惑答
疑，从家庭辅导技巧、心理咨询辅
导、学业助教、中考迎考策略等方
面，引导家长放松心态，帮助学生迅

速摆脱困扰、克服障碍，恢复心理健
康。

“多与孩子沟通，帮孩子打开心
结，要让孩子有一个缓冲期，操之过
急，反而会适得其反。”乳山市实验
中学志愿者表示，只有家长创造一
个和谐的环境，才有利于孩子及早
恢复之前的课堂学习状态，让孩子
慢慢从居家学习过度到学校学习。

“此次活动让我收获很多，遇事
不能着急，要多和孩子沟通，不要给
孩子太大压力。”学生家长说，此次
实验中学家教志愿活动很有意义，
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参加。

(宫波)

乳山“财政讲堂”开讲

近日，乳山市财政局每周一期
的“财政讲堂”系列讲座如期开讲，
行政政法科负责人详细解读了公
务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
费、交通费、深入一线补贴、第一书
记待遇以及教育各项指标的有关
政策，立足财政工作，梳理政策标
准，明确重点内容，结合典型案例
讲解有据生动。

截至目前，乳山市财政局开办
的“财政讲堂”已开课10期，授课人
分别围绕财政重点工作进行自主
选题、自行备课、授课不拘形式、不
限内容，注重实效，打破了传统的
集体学习老套路，轮流主讲、全员
上阵的授课方式对进一步提高工
作绩效起到了积极作用。

(林卉)

为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应急救护
意识，以及应对突发灾难和意外伤
害的自救与互救能力，近日，乳山市
怡园中学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训进学校”活动，为广大教师上了一
堂生动的急救知识技能培训课。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讲解、示范
操作、互动演练等形式，对学习急
救知识的必要性、应急救护的要领
及注意事项等内容作了详细讲解，
强调了心肺复苏的“黄金四分钟”，
重点对心肺复苏进行了培训。活动
中，通过运用典型事例讲解和人体
模型，对心肺复苏的标准动作及流

程进行了生动规范的演示，老师们
听得津津有味，现场气氛十分活
跃。在互动环节中，大家积极踊跃
进行实践操作。

活动结束后，老师们纷纷表
示，通过此次培训不仅了解了红十
字会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了
面对意外伤害时的急救方法，在遇
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帮助自己和别
人。培训过后会通过主题班会等各
种形式把急救技巧教给学生，增强
其安全意识，让学生在危险情况下
面前能够自救、互救。

(冯志香)

乳山市怡园中学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进学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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