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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判决总有胜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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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可以双赢。近日，
一起持续多
时的租赁纠纷在金山司法所化
解，其中的“反转”就让人深切
领会到这句话的要义。




一直以来，开茶叶店是晓君
就多次与她交涉，要求她搬离。
的一个梦想。2016年，万事俱
原来，这位房东也并非业主，业
备，她开始筹备，首要的便是茶
主着急将房产收回，房东只能尽
叶店的选址。看了几个店面后， 快劝离商户。而此时，晓君竟拿
金尚路一十字路口边上的店面
不出她与房东之间的任何协议。
深得她的喜爱。该店面沿街，因
晓君就像哑巴吃了黄 连般
绿化带隔离又不吵闹，十分符合
委屈，若搬离，她那 30多万元的
晓君对茶叶店的设想。她很快联
装修费就打了水漂。无奈之下，
系上了店面的负责人蕾蕾。
晓君就这么耗着，成为了房东眼
晓君和蕾蕾很快达成合作
中的“钉子户”。
意向，约定转让费 8万元。因蕾
房东其实也着急，若不能将
蕾本身也是租户，为避免不必要
茶叶店劝离，他就不能如期向业
的麻烦，蕾蕾就此事征求了房东
主移交房产，占用费累积下来也
的意见，房东没有反对。而在了
是一笔巨款。在与业主的官司败
解到蕾蕾与房东签订的租赁期
诉后，房东也起诉了晓君。法院
限到 2017年后，晓君琢磨着也
判决晓君搬离，
并向房东支付 20
跟房东签份协议，将租期延长下
多万元的占用费。
去。但房东没在意，让晓君等蕾
30多 万 元 装 修 费 再 加 20
蕾与他的协议到期后再签，此事
多万元占用费，让晓君蒙了。她
作罢。
联系蕾蕾、找房东，一直未能商
一切谈妥后，晓君着手店面
议出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蕾蕾
设计装修，
这一项就花了她 30多
站在了晓君这一边，今年 6月，
万元。但她没想到，当时没签协
两人一起来到了金山司法所，向
议竟埋下了隐患——
调解员寻求帮助。
—去年，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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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
金山司法所调解员第一时间联
系了房东。房东也向调解员倒了
一肚子苦水。
据介绍，他与业主判决已经
进入了法院执行程序。若晓君坚
持不搬，
他每月要向房东支付 10
万元的占用费。房东亦向调解员
透露，他们不求晓君按判决支付
占用费，只求她尽快撤离，他们
要及时移交房产，避免更多不必
要的损失。
然而，在晓君看来，她非但
不 必 支 付 这 20多 万 元 的 占 用
费，房东还得为她投入的装修费
用买单。“这个店投了 30多万
元，
经营不到一年。现在搬，
我的
损失谁来负责？”晓君不断强调，
当时店面转让得到了房东的同
意。作为转让人，蕾蕾则一再解
释自己也不知事情会变成这样。

法理上，晓君因没有证据处
于下风，但各方对当时转让的客
观事实并无争议。调解员向房东
分析，房东在法理上占了优势，
但情理上说不过去，理应有所表
示。
“她不搬，
你就要向业主支付
一大笔占用费。何不拿点钱做补
偿，尽快说服她搬离，少付一点
占用费？”调解员算了一笔账，
房
东终于意识到，占用费的增长很
快超出了晓君的装修费用。
经梳理，双方的争议焦点落
在了补偿数额上。一开始，晓君
态度强硬，要求房东和蕾蕾支付
30万元赔偿。在调解员的主持
下，
各方开始了补偿金额拉锯战。
6月底，各方达成一致意见，
由房东向晓君支付补偿金 11万
元，
蕾蕾向晓君支付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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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日上午，
“95后”
务工人员小军从公司厂房楼
顶坠落，
经抢救无效身亡。接
到噩耗后，
小军家人急忙从外
地赶到厦门。尽管当地派出所
作出了排除他杀的结论，家属
还是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
小军从厂房楼顶坠楼与公司
有着必然联系。在公司提出给
予 1万元人道主义慰问金时，
家属提出了异议。
事发第五天，派出所民警
将家属引导到了马巷司法所，
由司法所组织双方调解。调解
员首先让家属一方确定了发言
代表，
避免人多嘴杂的情况。据
了解，
小军为家中独生子，
母亲
双手残疾，
父亲患有多种疾病，
家中无固定收入，
经济困难。家
属代表认为，
小军是工伤，
希望
公司在人道主义慰问上尽可能
多地给予支持。
调解员将家属意见反馈
给了公司，但公司代表提出，
小军刚到公司上班不到一周
就跳楼自杀，
跳楼事件不是工
作事件，无法认定工伤。“公
司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支付
大额补偿金。” 公司代表补
充，事发后，公司处理妥帖到
位，安排了家属住宿，预支了
医药费、殡仪馆押金等，已经
支付了近万元。尽管如此，公
司还是拿出了最大诚意，愿意
将人道主义慰问金提高至 2
万多元。但在听说了该数额
后，小军父母情绪激动，拒绝
调解，
扬长而去。
当天下午，
小军父母再次
被民警带到了司法所。原来，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
题”，
影响了公司正常运营。调
解员劝他们用合法方式处理
问题，并再次询问他们的想
法。
“50万。”小军父亲说出口
的数字让人吃惊。随着事件的
发展，
调解的难度越来越大。
为尽快解决该纠纷，派出
所派出拥有多年调解经验的
老民警加入调解。老民警首先
从心理防线上进行突破。他对
小军的去世表示哀悼，对小军
父母的生活处境表示同情。他
痛斥小军的自杀行为，从两位
家长的角度出发的一席话很
快获得了信任。随后，他从警
方刑侦的角度，
逐一反驳公司
逼死小军的观念，让小军父母
无言以对。老民警还分享了多
年办案、
调解经验，以案说法，
让小军父母放弃 50万元的索
赔金额。在一番煞费苦心的劝
说下，
小军父母将慰问金降到
30万元。而一边，
公司也将金
额提高到了 10万元。
“公司考虑到你们家的
特殊性，
破例将慰问金提高到
了 10万元的‘封顶价’。算上
之前垫付的，大概也有 12万
元了。”老民警和调解员向小
军父母提出，若不接受，只能
去走诉讼途径，但数额就是个
未知数了。他们也特别向家属
指出，若继续到公司闹、威胁
恐吓保安，
他们得承担相应的
法律后果。思考了一日后，小
军父母接受了 10万元的慰问
金，
与公司签订了调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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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似案件的处理过程中!
调解员遇到的最大难题在于对死
者家属的说服" 家属往往因为身
体状况#家庭经济#知识能力等原
因! 在人道主义慰问金方面固执
己见" 受$小闹拿小钱#大闹拿大
钱%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个别当
事人为了达到目的还采取了偏激
手段! 这对调解员的忍耐力是一
种考验"
因此! 调解员应时刻保持平
和心态! 不厌其烦地从各种可能
促进他们理解的角度进行规劝!
纠正其错误的观念! 调解过程中
还应见机行事" 本案民警#调解员
在当事人与公司之间来回应对!
综合运用了感情牌# 同理心召唤
等调解方法" 在对最终慰问金数
额有了把握时!及时转换态度!直
截了当说明调解的优势! 了断当
事人不切实际的幻想! 避免他们
继续无休止的纠缠! 造成多方面
的人#财#物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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