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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份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细则
� � 继山东、 湖北和湖南等省份
之后， 广东省也制定了反家庭暴
力地方性法规， 有望解决实践中
遇到的一些新问题。专家指出，应
对家暴定义进一步细化， 把性暴
力和经济控制也纳入家暴范畴。

日前，《广东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办法
（草案）》（以下简称《办法》）提
请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办法》 对上
位法设定的预防教育、 投诉处
置、强制报告、告诫书、人身安
全保护令等制度进行了补充、
细化、延伸。

家庭暴力近年来在中国成
为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央
视新闻 2019 年初曾引述全国妇
联的统计数据称，在中国，平均
每 7.4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
殴打。 全国 2.7 亿个家庭中，30%
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 国内每
年有 15.7 万妇女自杀，其中 60%
妇女自杀是因为家庭暴力。

2016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下称《反家
庭暴力法》）正式施行，实施三年
多以来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存在
一些问题。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
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莹对
界面新闻表示，《反家庭暴力
法》 的实施是我国反家暴工作
法制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反家庭暴力法》 有很多亮点，
如告诫书制度、 人身安全保护
令制度、强制报告制度等，但是
有的内容还是不够完善， 可操
作性还不够强。

最高法日前在答复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5971 号建
议时也表示，《反家庭暴力法》在
实施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诸多问题和困难，包括家庭暴力

认定难、举证难、获得赔偿难、人
身安全保护令申请难、争取抚养
权难等，需要在审判实践中进一
步统一标准，加强与相关职能部
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形成反家庭
暴力合力。

实际上，近两年来，我国多
个省份相继出台《反家庭暴力
法》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山东
省反家庭暴力条例》是我国首部
专门规范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地
方性法规， 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条例创设了首办负
责制、强制报案的义务，细化完
善告诫书和人身保护令等有关
程序。

今年 6 月 1 日，《湖北省反
家庭暴力条例》施行，该条例明
确，用人单位应当将反家庭暴力
纳入员工行为规范，强调反家庭
暴力应实行社会共治，公安机关
应当将家庭暴力警情纳入 110
接处警平台；7 月 1 日，《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办法》也正式实施，进一步
明确了“精神家暴”行为的范围，
并提出遭受家庭暴力可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李莹分析，各个地区制定的
反家庭暴力地方性法规，都是在
《反家庭暴力法》 的基础上进行
完善，在表现形式、方式方法上
进行细化，详细程度不一样。 随
着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这些反家
庭暴力地方性法规可望解决实
践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

《反家庭暴力法》中所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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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的《办法》把家庭暴
力中精神暴力的外延进行了延
伸，也是《办法》中受到关注的

焦点之一。
《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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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地谩骂、恐吓、侮辱、诽谤、散
布隐私、威胁、跟踪、骚扰等方
式， 包括利用网络等手段实施
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家庭
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
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办法规定
执行。

“一般情况下，家暴是发生
在家庭内部的私密空间，现在广
东的《办法》把家暴的范畴扩展
到了网络的虚拟世界，是考虑到
在如今的信息化社会，网络等手
段有可能成为新的家暴形式。 ”
李莹说。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
院教授张雅维举例表示，例如通
过网络散布家人隐私就是一种
对人格权、隐私权的侵犯，可能
会对个人造成精神伤害，甚至有
可能会致人崩溃、自杀，广东将
网络散布家人隐私纳入家暴范
畴， 是遵循《反家庭暴力法》和
《民法》的一种表现。

《办法》中的另一个亮点是
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和告诫
书方面进行了完善。《办法》细化
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扩大代
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体
范围、 增加人身安全保护令措
施、细化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协
助执行。

与《反家庭暴力法》相比，广
东的《办法》在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措施上新增了两条：禁止被申
请人以侮辱、诽谤、散布隐私等
方式侵害申请人的人格尊严，责
令被申请人采取措施消除影响、
恢复申请人名誉；责令被申请人
远离申请人的住所、学校、工作
单位或者申请人经常出入的其

他场所。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新亮对界面新闻表示，告诫书
与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对施暴者
最有威慑力的两种方式，但现实
生活中，告诫书与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签发率普遍较低。 人身安全
保护令出来以后，可能会对施暴
者进行一些制裁，实践中公安机
关在出具告诫书时与法院出具
人身安全保护令时都会比较谨
慎，有的地方认为没有操作指引
也不愿意出具。

“《办法》在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措施上新规定‘禁止被申请人
以侮辱、诽谤、散布隐私等方式
侵害申请人的人格尊严’与精神
暴力外延的延伸是相呼应的，现
在全民隐私都处于可能被侵犯
的境地，需要针对家暴中人格权
和隐私权的侵害行为进行制
裁。 ”张雅维说。

李莹建议，地方性法规中应
进一步细化家暴的定义，《反家
庭暴力法》只是规定了身体暴力
和精神暴力两种形式。 而国际惯
例规定的家暴包括了 4 种形式：

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
经济控制。

“在家暴案件当中，性暴力、
经济控制也是发生率非常高的，
虽然广东等地的地方性法规将
家暴的定义进行了细化， 把跟
踪、骚扰、利用网络等手段实施
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列入了
家暴范畴， 但整体上对性暴力、
经济控制这两方面还未能有所
突破。 ”李莹说。

张雅维还建议，对于反复对
多人实施家暴的人，心理学和社
会学上的研究表明，这种施暴者
的人格是有缺陷的，法律可以规
定施暴者接受强制的反家暴干
预、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其产
生的费用由施暴者承担。

对于外界的呼吁，界面新闻
注意到， 最高法日前在答复人
大代表建议中已明确， 将在家
庭暴力的界定、 举证责任分配
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
面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 并待
条件时机成熟， 适时出台相应
的司法解释。

（据界面新闻）

11 月 25 日是国际消除家
庭暴力日。 然而，在这天前后，
多个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新闻

“霸占”微博热搜，成为社会舆
论的焦点。

从曾经遭遇家暴的韩国女
星具荷拉身亡， 到重庆仿妆达
人宇芽自述被家暴的经历，再
到演员蒋劲夫被指家暴……

“家暴”已经是一个频频出现在
公众眼前的词汇。 然而，对于家
暴，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颇有
误解。

针对女性的家暴有多普遍

2000 年， 联合国将每年 11
月 25 日规定为“国际消除对妇
女暴力日”。 可惜，19 年后，全球
女性的生存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都遭受过
身体或性暴力，大部分的施暴者
是她们的伴侣。 而仅有不到 10%
的女性报过警。

在法国，2019 年初以来，至
少有 117 名妇女被其伴侣或前
伴侣杀死，平均每 3 天就有 1 名
女性遇害。 在德国，2018 年有
11.4 万名女性成为家庭暴力受
害者， 每小时有至少 1 名女性，
遭受来自伴侣的暴力对待。

有媒体援引全国妇联的统
计数据显示， 全国 2.7 亿个家
庭中， 约 30%的已婚妇女曾遭
受家庭暴力； 每 7.4 秒就有一
位已婚女性遭到家暴， 家暴致
死占已婚妇女他杀原因的 40%
以上……

冷冰冰的数字向我们揭示
了血淋淋的现实———针对女性
的家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谁都
不是“孤岛”。

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

除了影响受害者，催生恶性
案件，家暴还对公共社会构成严
重危害。

2018 年初，澳大利亚一项报

告显示，全澳范围内，每天平均
有 8 名女性因家暴严重受伤入
院，家暴受害者领取政府救济的
人数大幅上升，因家暴造成的直
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一年超过 200
亿澳元。

2014 年，英国牛津大学和美
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
显示，针对小孩和妇女的家庭暴
力所造成的死伤人数甚至高于
战争，全球经济每年或因此损失
8 万亿美元， 远远高于每年战争
损失的 1700 亿美元。

根据中国妇联的抽样调查，
家庭暴力现象在我国也并不罕
见。 它不仅针对女性，也有男性
会被伴侣殴打，父母与未成年子
女、成年子女与年迈父母之间也
会有家暴情况的发生。

为遏制家暴现象，2016 年 3
月 1 日，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
法》正式实施。 法案明确规定，家
暴不是一般的家庭纠纷，而是违
法犯罪；不是个人私事，而是社
会公害。

她们为何不逃离

法国女星桑德琳波奈儿
(Sandrine Bonnaire) 也曾是家庭
暴力的受害者。 日前，她向公众
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20 年前， 因为发生争吵，波
奈儿被男友勒住脖子，失去了知
觉。 醒来时，她的下巴有三处骨
折，舌头严重受损，还断了 8 颗
牙齿。

她说：“我想忘记那个男人，
但我却做不到。 因为我的脸、脖
子、手臂、肩膀直到今天依然会
疼，尤其是寒冷的时候、刮大风
的时候。 ”

从具荷拉的“子宫内出血”，
到宇芽发布的视频，再到波奈儿
的控诉……统计发现一个残酷
的现象———受害者往往会遭受
不止一次的家暴。

据悉，遭遇家暴的美国女性
平均需要尝试 7 次，才能够彻底
离开加害者；而全国妇联的统计

显示，中国的受害女性平均在遭
受 35 次暴力后，才会选择报警。

对此，一些人不禁想问，这些
受害者为什么不及时分手或者离
婚？ 是不是因为她们太过懦弱？

实际上，受害者无法逃离暴
力循环的缘由，远比我们想象得
复杂。

首先，施暴者往往会在暴行
后主动道歉，十分“诚恳地”表达
悔意；另外，根据联合国毒品与
犯罪机构发布的报告，受害者选
择忍气吞声，一般是出于以下原
因：害怕被报复；经济和心理上
的依赖；认为警察不会管；认为
家暴是私事等。

在以上几个原因中，心理依
赖尤其值得注意。 要知道，家庭
暴力不仅仅是肢体暴力，还包括
精神暴力，比如经常性的侮辱谩
骂等。 由于人格被侮辱和贬低，
受害者会渐渐变得不自信，自我
价值感降低，从而失去逃离糟糕
境地的热情。

（据中国新闻网，有删节）

保护她们免受家庭暴力，从走出认知误区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