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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 11 月 25 日是第十七个
“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 全
国妇联 24 日在北京举行贯彻实
施反家庭暴力法交流座谈会，全
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宋秀岩在会上表示，反家庭暴力
法的贯彻实施取得积极进展。

据不完全统计，反家庭暴力
法于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后，已
有 17 个省区市出台贯彻实施反
家庭暴力法的配套制度和政策
文件。

于此同时，各类社会力量也
在行动。 联合国妇女署、橙雨伞
公益联手制作了三部反家暴公
益广告视频短片，呼吁全社会积
极行动起来反对家暴，不做一个
家暴的旁观者，而是做一个制止
家暴的参与者。

现状： 全球三分之一女性
遭受暴力

家暴不是家务事，而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据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等数据显示，在全球有 35%的妇
女和女童在其一生中遭受过身
体或某种形式的性暴力，大多数
的暴力发生在亲密伴侣关系之
间，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不仅会
对受害者及其子女带来严重的
身体、 精神和生殖卫生问题，导
致昂贵的社会和经济支出，其后
果还会持续影响几代人。

在中国，据全国妇联 2013 年
调查数据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
中，曾遭受过配偶不同形式家暴
的女性占 24.7%，其中，明确表示
遭受过配偶殴打的女性为 5.5%，
与 10 年前相比呈上升趋势。 北
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调
查数据则更加触目惊心，调查显
示中国每年有 10 万家庭因家暴
而解体， 高达 54.6%的受访者遭
遇过家暴，其中 90%的受暴者是
女性，74.1%的人选择默默忍受，
而不是大声说出来。

亮剑：中国迈出重大一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 于 2016年 3月 1日起正式实
施， 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
标志着中国在预防家暴和保护受
害者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让清官
难断的“家务事”有了国法可依。

家暴法规定， 反家暴是国
家、 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
任，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暴。

任何组织和公民都有权劝
阻、制止，或向公安机会报案，还
明确了学校、医疗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等疑遭家
暴时的强制报告责任。 由此可
见，每个公民都应有义务去管家
暴这种“闲事”， 而不是置身事
外。

除此之外，这部与每个人息
息相关的法律还亮点颇多，如精
神暴力纳入家暴范畴、同居关系
同等适用该法、受害人可申请人
身保护令、监护人施暴将被撤销
监护资格等等。

联合： 做好家庭暴力受害
人庇护救助工作

为落实反家暴法， 保护家
庭暴力受害人，民政部、全国妇
联印发了《关于做好家庭暴力
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充分
发挥民政部门和妇联组织的职
能作用， 积极做好家庭暴力受
害人庇护救助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

《意见》提出了未成年人特
殊优先保护、依法庇护、专业帮
扶、 社会共同参与等工作原则。
为及时救助保护家庭暴力受害
人，《意见》明确规定“民政部门
及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接收
公安机关、妇联等有关部门护送
或主动寻求庇护救助的受害
人”。

为切实满足家庭暴力受害人
实际需要， 有效帮助其解决实际
困难和问题， 加强其人身安全保
护，《意见》 明确了按需提供转介
服务的工作理念， 要求民政部门
和救助管理机构在做好临时性生
活救助之外， 会同妇联组织运用
专业方法对家庭暴力受害人进行
安全评估和需求评估， 根据家庭
暴力受害人的身心状况和客观需
求制定个案服务方案。 为避免家
庭暴力受害人再次受到伤害，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意见》要
求民政部门及救助管理机构或妇
联组织可以根据需要协助受害人
或代表未成年受害人向人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依法保
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 同时，《意
见》 还分别细化了成年受害人和
未成年受害人离开救助管理机构
时的具体操作程序， 以确保家庭
暴力受害人顺利回到家庭或得到
监护照料。

为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

量在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
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意见》确定
了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家庭
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的具体内
容和支持措施，提出民政部门和
救助管理机构可以通过购买服
务、项目合作、志愿服务等多种
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法律服务机构为家庭暴力受
害人提供专业服务，要求妇联组
织动员引导爱心企业、爱心家庭
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通过慈善
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家庭
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服务。

《意见》还提出，民政部将会
同全国妇联进一步深化合作关
系，推动地方民政部门和妇联组
织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家庭
暴力庇护中心”， 具体承担家庭
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

行动：17 省区市出台配套
制度

据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
介绍， 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
后， 许多地方和部门迅速行动，
制定出台了贯彻落实反家庭暴
力法的具体办法。 具体办法包
括，健全并落实强制报告、公安
告诫、家暴庇护、人身安全保护
令等一系列制度。“据不完全统
计， 已有 17 个省区市出台了贯
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的配套制
度和政策文件，共计 110 份。 ”

不少地方公安机关在及时
受理家庭暴力案件报警求助的
同时，不断规范告诫流程，相继
出台了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
办法，使公安告诫制度更有可操
作性。 不少地方人民检察院严格
执行法律，对涉嫌犯罪的家暴行
为依法提起公诉。 各地民政部门
指导村居委会、救助管理机构等
在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的家暴受害人时，

及时报案并提供庇护救助等服
务。 不少部门将反家庭暴力法纳
入系统业务培训，提升反家暴工
作业务能力。

据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姜
欣介绍，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
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家庭暴力
告诫制度实施办法》， 这是全国
首个政府规范性文件。 今年 3 月
份南京市也结合反家庭暴力法
具体要求，再次对告诫书进行了
针对性调整。 南京市公安局副局
长蒋平表示，只要有家暴的受害
方报警的话，警方根据报警的情
况， 给加害人发一个告诫书，告
诫他不要第二次施暴。 两年时间
里，南京共发出 900 多份家暴告
诫书，被告诫的施暴者基本上都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有二次
施暴。

参与：不做一个旁观者

政府之外，包括社会组织在
内的各类社会力量也在行动。

联合国妇女署、橙雨伞公益
联手制作了三部反家暴公益广
告视频短片，呼吁全社会积极行
动起来反对家暴，不做一个家暴
的旁观者，而是做一个制止家暴
的参与者。 重点强调了在新的反
家暴法的指导下，大众应当从一
个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积极践
行自己的公民责任。

在这一系列的短片中，有男
子发现朋友向女友施暴时出手
阻拦，有邻居听到夫妻争吵以借
手机为名敲门制止，以及在居民
小区广场上有陌生人在目睹暴
力发生时的挺身而出，都是旁观
者依法制止家暴的典型案例。
“坏人的猖獗， 是因为好人的沉
默”， 对于暴力的视而不见或置
身事外，在一定程度上会纵容了
暴力的发生，属于间接作恶。 而
类似短片中的主人公那样一个

小小的善举，就很有可能避免一
场悲剧的发生，有时还会改变一
个人的命运。

自 2016 年 11 月 25 日起，这
三部公益广告短片将会陆续通
过网络视频平台， 门户网站，广
东、 上海和四川等地的公交电
视、购物广场 LED 屏和社区活动
中心等渠道进行发布，预期将覆
盖超过 1000 万人群。

公益广告短片的主创团队
表示，反家暴是全社会共同面对
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三部
公益短片主要倡导的是旁观者
的参与， 但不可能面面俱到，大
众对于家暴还存在着很多其他
的误区。

比如，家暴不仅仅包括公益
短片中展现的肢体暴力，还包括
性暴力、 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
等等 ; 家暴的受害者大多数是
女性， 所以三部短片中的受害
者角色也定义为女性，但在现实
生活中，男性也很可能成为家暴
的受害者，而这一现象更容易被
大众所忽视;家暴不仅仅发生在
婚姻中，在恋爱、同居关系中也
会发生(包括同性伴侣关系间的
暴力)， 比如短片中呈现的年轻
伴侣的约会暴力等 ;家暴还不仅
仅包括配偶暴力，也包括父母对
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暴力
等等。

主创团队还提醒大家，如果
发现身边有家暴或疑似家暴发
生时，在介入和制止的时候也要
讲求策略和方法。 在保护好自己
的同时，一次简单的行动，一记
果断的敲门，就可能让受害者有
逃脱的机会， 让施暴者冷静一
下，也对施暴者发出警告，并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而一个巧妙
的借口也可以避免街坊邻里正
面冲突，不至于伤了感情。

（据新华社、《新京报 》、《环
球时报》等综合）

当地时间 2016 年 11 与 25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当地民众游行纪念“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

邻居敲门止家暴。 公益广告短片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