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7 日通过， 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在对付家庭暴力方
面， 反家暴法有哪些“独门秘
器”？ 记者对此进行了梳理。

精神侵害算家暴，
同居关系也适用

什么是家庭暴力？ 在很多人
的概念里，家庭暴力就是丈夫打
老婆。 事实上，据全国妇联调查，
妇女、老人、小孩、残疾人等都是
我国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在
暴力形式上，尽管殴打等身体侵
害仍是家庭暴力的主流， 但辱
骂、恐吓等精神暴力的严重性也
越来越凸显。

对此，反家暴法规定，家庭
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
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
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未婚
同居的现象已经较为常见；而由
于住房紧张等原因，有许多离婚
家庭双方“离婚不离家”。 为保护
这部分人群的权益，反家暴法在
附则中特别指出：家庭成员以外
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
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监护人失职，
撤销资格没商量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监护人
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
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根据
被监护人的近亲属、 居委会、村
委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
有关人员或单位的申请，依法撤
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
人。

据悉， 虽然未成年人保护
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都有撤销
监护人资格的条款，但表述较为
笼统，司法实践中鲜有被剥夺监
护人资格的案例。 反家暴法首次
明确了“暴力侵害”的特征，让法
律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反家暴法草
案还要求，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
加害人， 应继续负担相应的赡
养、抚养、扶养费用，以防出现失
职监护人故意“甩包袱”的现象。

发现家暴不报告
学校医院等要担责

“官不究，民不举”，这是我
国当前反家暴工作的一大障碍。
对此，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学校、
幼儿园、医疗机构、居委会、村委
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
理机构、 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若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
受家暴或疑似遭受家暴，须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要对
报案人的信息保密。

专家指出，规定学校、医院、
医疗机构、居委会等易发现家暴
线索的机构有家暴强制报告义
务，并鼓励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
介入家暴事务，法律借此释放了
一个明确信号，即家暴不是家务
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
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人身安全保护令，
有效隔离现实危险

反家暴法的一大利器，是设
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人身
安全保护令将反家暴工作从事
后惩治变为了事前预防。 根据反
家暴法，当事人若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即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 保护令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
施家庭暴力， 禁止被申请人骚
扰、跟踪、接触，责令被申请人迁
出申请人住所等措施。 反家暴法
特别提出， 申请人的相关近亲
属，也被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保护范围。

反家暴法强调，如果当事人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或因为受到强制、
威吓等原因无法亲自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其近亲属、公安机
关、妇联、居委会等机构可以代
为申请。 被申请人若违反人身安
全保护令，将可能被处以一千元
以下罚款、 十五日以下拘留，若
构成犯罪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从预防到救助，
“全链条”覆盖

反家暴法对反家暴工作的
主管机构、社会责任、预防教育、
司法处置以及救助措施等方面
作出了“一揽子”规定。 在家暴预
防方面，反家暴法要求，工会、共
青团、妇联、幼儿园、学校等组织
和机构要在各自工作范围内开
展反家暴教育， 广播、 电视、报
刊、 网络等要开展反家暴宣传，
居委会、村委会和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等要配合协助；在救助措施
方面，县级或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需为家暴受害人提供临时庇
护所及临时生活帮助，法律援助
机构需提供法律援助，法院也要
相应减免诉讼费用。

我国当前反家暴工作难点

传统的社会观念、不完备的
法律体系、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
机制等问题，仍困扰着反家暴工
作实践。

据最高法去年统计，全国约
有 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
家庭暴力； 妇联系统每年受理 4
万到 5 万件家暴投诉； 近 10%的
故意杀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 据
全国妇联调查,妇女、老人、小孩
是我国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此外,尽管殴打、捆绑、残害等人
身伤害仍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形

式，但精神暴力、经济控制、性暴
力等其他暴力问题也在逐渐凸
显。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厅
长杨万明表示，近年来我国家暴
案件呈多发态势， 性质不断升
级，严重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稳
定。

平均 35 次家暴后才报警，
犯罪事实“发现难”。 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黄尔梅今年 7 月在全
国反家暴联动机制南宁试点启
动仪式上透露，在我国，受害人
平均遭受 35 次家暴后才会选择
报警。“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
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反家
暴法中这样写道。 然而现实中，

“家暴就是家务事” 的观念仍非
常流行。 武汉市妇联权益部部长
丁莉表示，自己在家庭暴力调解
工作中，时常能听到当事人持有
类似论调。 一方面，许多家庭暴
力的受害人受传统观念影响，没
想过借助法律手段维权；另一方
面，邻居、亲友等家庭暴力案件
的知情人，也往往抱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愿多管
“闲事”。

权责不明确， 协调不畅通，
法律条文“执行难”。 当家暴案件
进入诉讼程序，是否就意味着受
害人的权益能得到及时维护呢？
在反家庭暴力法中, 人身安全保
护令制度是一大亮点。 这是国际
上通行的一种保护家暴受害人
安全的民事强制措施， 我国自
2008 年开始试点。 然而据最高法
2014 年的通报，自 2008 年以来，
全国试点法院共发出 500 余份
人身安全裁定，与报告的家暴数
量形成鲜明对比。 有专家指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遇冷”，和目前
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
不够明确，影响执行效果有关。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的试
点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方
式一般是法院函告公安机关履
行必要的保护义务，监督被申请
人履行裁定。 但在此过程中，法
院的权责有多大，公安机关应如
何履责，并无明确规定。 反家暴
法对此作出了进一步规定，明确
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

行，公安机关以及居委会、村委
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人身保护令
的执行力度，有望在反家暴法实
施后得到有力提升。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问
题体现了反家暴工作的复杂性。
丁莉坦言，家庭暴力的处置涉及

公安、 法院和妇联等多个部门，
但现行法律对各部门的权责规
定还不够细化，相关部门如何联
动也没有具体的流程规范，这对
反家暴的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
影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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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捐助中心
向光明滑坡灾害现场调拨救灾物资
� �“12·20”光明滑坡灾害发生
后，根据深圳市民政局的统一安
排，深圳市捐助中心迅速启动救
灾应急响应机制，于 12月 20日
连夜向光明新区滑坡受灾区紧
急调拨民政局救灾储备物资和
社会捐赠物资，包括军用被 1500
床、毛毯 1500 床、雨鞋 103 双、
300套雨衣， 解决了受灾群众和
救援队伍的燃眉之急。 12月 22
日，捐助中心又增拨 200套雨衣
支持灾害救援现场。 12月 24日
中午，捐助中心按照光明滑坡灾
区现场指挥部通知，再次紧急调
拨 1800 张折叠床、1500 床军用

被、300床新棉被， 并组织装运，
及时送达救灾现场。 在此次灾害
事件中，市民政局救灾物资发挥
了救急保障作用，捐助中心应急
响应及时有效。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有
深圳公益救援联合会、 蓝天救
援队、 市义工联智慧海安全救
援服务中心等 7 家社会机构近
300 名专业人员参与现场救援
工作， 有 300 多名专业社工和
来自 20 个志愿服务团体的
3000余名义工（志愿者）在灾区
开展救援、安置、安抚等服务。

（深圳民政 宝安日报）

国家专业救援力量驰援山东平邑事故现场
� �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消息， 为加大山东平邑石
膏矿的救援力度， 已调集国家
矿山救援队等专业救援队伍
270 余人全力打通救援通道，
营救被困人员。 国家安监总局

要求， 各地要深刻汲取山东平
邑石膏矿塌方事故教训， 全面
彻底地排查矿山， 特别是石膏
矿采空区安全隐患， 严防采空
区垮塌、 冒顶等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 （中新网）

中国首部反家暴法出台

苏宁将在 100 个贫困县
建 100 家“O2O 特色馆”
� � 9月 25日上午，苏宁与国务
院扶贫办达成战略合作，通过精
准的大数据分析、先进的互联网
科技、 自有的物流配送体系等，
帮助各具特点的贫困地区进行

“精准扶贫”，以“农户+企业+基
地+电商”探索O2O双线扶贫模
式。 据初步统计，该协议签署后，
将惠及全国约 104个贫困区县，

234多万农村贫困家庭。
据了解，未来三年，苏宁将

在 100 个适合发展农村电商的
贫困县建设 100 家店， 包含苏
宁易购直营店、服务站；并相应
在苏宁易购上线 100 家“地方
特色馆”，促进农副产品、民族
手工艺品、旅游产品等上网、进
城。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