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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拟订反家暴法办法：

网络散布隐私等
被纳入家暴

11月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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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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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制度进行补充、细化、延伸。据悉，这

也是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自今年1月

成立以来，组织起草的首部地方性法规。

相较于反家庭暴力法，《办法 (草

案)》规定更加细化，将家庭成员之间的

“侮辱、诽谤、散布隐私、威胁、跟踪、骚

扰”等精神暴力也纳入家暴范畴，同时将

“利用网络手段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

行为”明确为家庭暴力。

值得关注的是，《办法(草案)》将目

睹家暴的未成年人也列为家暴受害人。

同时，规定编制反家暴信息资源目录，依

法做好反家暴信息数据的采集、统计工

作，逐步实现反家暴信息资源共享。

为增强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办法

(草案)》专门明确有关单位和公安机关

对家暴投诉和报案的分类处理流程。其

中，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家暴警情纳入

110 接处警工作范围，接到家暴报案后

应当及时出警，制作出警记录，做好制止

家暴，及时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

鉴定伤情等工作，同时告知受害人享有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援助、临时庇

护等权利。对于家暴案件情节较轻，依

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对加害人给

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办法(草

案)》对告诫书的出具、送达、监督等内容

进行了细化完善，这也是此次立法的创

新点之一。

与反家庭暴力法相比，《办法 (草

案)》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措施上新增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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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其他场所等。

“举证难”也一直是困扰家暴受害者

的难题。对此，《办法(草案)》对救助予

以专章规定，建立健全受害人救助机

制。同时，规定司法机关对受害人给予

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诉讼帮助，着力解

决长期困扰受害人的举证难问题。

（综合自环球网、侠客岛、南方都市

报、法制日报、羊城晚报）

每7.4秒就有人被家暴 她们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感觉我就是他的一个私有物品”

“我害怕下班回家，每天小心翼翼，不知

道哪句话就触怒了他，直接被扇巴掌、掐脖

子……”

“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在北京某医院上

班的章玲，提起自己的闪婚经历仍心有余

悸。“他一直盯着你，不让外出，不让看手机，

不能发信息聊天，甚至不能跟父母通电话。

只能待在十来平米的阁楼房间里，跟坐牢一

样，不能离开他的视线。感觉我就是他的一

个私有物品。”

章玲从没见过母亲，父亲在汶川地震那

年病逝，2012年专科毕业后她来到北京工作。

2016 年年底，章玲相亲认识了前夫。

2017年3月，相识仅3个多月，没有钻戒，没

有婚礼，甚至双方家人没见过面，只是领了

个证，章玲就搬去了男方家住。

那是一座位于房山的小户型复式，公婆

住楼下，章玲和前夫住在十来平米的阁楼

里。婚后两个月，因炒菜没开油烟机，她和

前夫发生争执。前夫冲过来将其推倒在地，

掐住她的脖子，后被公公赶来拉开，这是婚

后第一次家暴。

初相识时，章玲的前夫没有工作。婚

后，他也整日在家，无所事事。在街道办工

作的婆婆曾给他找了份协警工作，后因打伤

同事，赔偿一两万后，丢掉了工作。

无业在家，章玲前夫将所有目光聚集在

了她身上。“摔坏了我4部手机，查看我的聊

天信息、通话记录，上班时间也来我单位，坐

那一直盯着我干活。”章玲回忆。婚前一百

多斤、乐观开朗的她，婚后体重直线下降，变

得沉默寡言，下班更是不敢回家，同事都说

她“文静了”。

2017年6月，章玲怀孕了，前夫因为怀疑

孩子不是他的，直接击打章玲肚子……孩子

没能保住。出院后，章玲独自搬出去居住，

回老家休养了 1 个多月。但经不住前夫的

“软磨硬泡”，忏悔发誓，以及家人的劝说，章

玲再次回到了前夫家。

妥协并没有换来改变。忍无可忍的章

玲，决心彻底离开这个家。当她回家拿东西

时候，前夫一手拿刀，一手举起铁锤敲打章

玲头部……

2017年底，章玲起诉离婚。持续不到一

年的婚姻以离婚、5000元赔偿收尾。赔偿金

前夫拒不支付。

离婚后被前夫咬掉鼻子

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争吵和冷战 。

2016年2月15日，章晓云与前夫胥某因家暴

离婚。

考虑到孩子，离婚后她仍和胥某住在一

起。“孩子是我的软肋。”章晓云说：“如果我

带着孩子去外面租房子住，以他的性格，我

们也过得不安宁。”

离婚后压抑的同居生活一直持续到

2016年6月，章晓云给孩子留下2000元生活

费，独自前往北京、上海等地寻找工作。

离家后，胥某给她打电话，让她再给自

己一次机会，承诺不会再打她了。她把胥某

的电话号码拉进黑名单，胥某就用微信找

她，微信也拉黑后，胥某用大女儿的微信，让

两个女儿和3岁的儿子轮流在微信语音里骂

她，章晓云只好把女儿的微信拉黑。胥某不

甘心，四处打听章晓云的下落，听说她在江

苏南通打工，胥某就拉着大女儿去南通“找

妈妈”，大女儿胸前悬挂一张牌子，跪在南通

闹市。

这几张照片被胥某发在女儿的朋友圈

和六年级的同学群里，章晓云在网上看到女

儿的照片，心痛不已，她拨通了胥某的电话

……

2016年7月8日那天，章晓云回到重庆，

到前夫家就孩子的抚养问题参加“家庭会

议”，为了保护女儿的安全，章晓云的父母也

参加了会议。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家人把家里所有的

利器都收了起来，还找了胥某的堂弟堂妹保

护章晓云，当前夫胥某再一次下跪，要求章

晓云回家的时候，她严词拒绝了。

突然，坐在椅子上的胥某迅速站起，越

过茶几，抱住章晓云，咬掉了她的鼻子。两

家十几个亲戚就在现场。

章晓云被送到重庆西南医院，胥某没有

逃跑，直到警察到来，把他带回了派出所，3

个孩子则目睹了妈妈被爸爸咬掉鼻子的全

过程。

2017 年 4 月 17 日，胥某故意伤害罪成

立，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赔偿受害人章晓云

175218.7元。

虽然经历无数次手术，鼻再造已经接近

完成。但章晓云和她的孩子，则需要更多的

时间走出阴影。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有一个说法，家暴只有0次和N

次。但在湖北反家暴公益组织“万

家无暴”发起人万飞看来，这句话是

有前提的：没有外界的干预，家暴会

持续地发生，但及早干预，结果可能

完全不同。

“对于施暴者来说，几次暴力之

后，他会形成经验，当形成经验以

后，他会认为打人是安全的。但是

如果做了干预，家暴是有可能被阻

断的。我们接触的很多案例，咨询

和服务后没有复发。所以我们鼓励

早求助，越早越好。”万飞接受《人

物》杂志采访时说。

如何干预是最有效的呢？从研

究经验来看，尽快报警，让公权力介

入，让警方发挥调查取证的能力，既

保护受害人安全、也为暴力事件留

下证据，避免口说无凭、施暴者肆无

忌惮的结局。

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有明

确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

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

而“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

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别小瞧告诫书，它比单纯采取

口头警戒更具震慑威力。有数据显

示，口头教育后家暴的复发率超过

10%，而告诫书只有1%多。

向警方报案是受害人最直接的

维权方式之一，但由于家庭暴力具

有隐蔽性，受害人往往会在搜集、固

定证据方面存在困难。

“遭遇家庭暴力者要树立牢固

的证据意识，否则就很难形成一个

有效的维权。”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

所执行主任吕孝权提醒，家庭暴力

中的施暴者为了达成谅解，有时会

主动出具一份保证不再实施家庭暴

力的承诺书，受害人应当注意收集

施暴人的承诺书、保证书，在司法程

序中就可以直接作为证据认定对方

实施家庭暴力。

同时，还应当注意收集与公安

机关有关的证据材料，例如110报警

单、出警记录、询问笔录、伤情鉴定

意见、告诫书等。此外，妇联、居委

会、调解委员会的记录也可以辅助

证明家庭暴力行为。

吕孝权还提醒，受害人应当第

一时间就医诊治，留存医疗诊断证

明，要及时留存录音、录像、微信聊

天记录等电子证据。

吕孝权称，一些偶发的、初发

的、情节轻微的家庭暴力，如果施暴

人可以理性沟通，可以选择“私力救

济”，比如让施暴人出具承诺书或保

证书，必要时录音录像留存。但如

果遭遇的是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

一定要及时寻求外力救急和干预，

要及时拨打110报警，还可以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是向妇联、

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居委会、

法律援助机构、心理干预机构等单

位寻求帮助。

尽管法律层面为家暴受害人提

供了诸多保护举措，但目前，反家庭

暴力情况不容乐观。

北京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

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是一名律师。17

年前，她刚入行时，办理的第一个案子

就是家暴案。在她看来，当前反家暴

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法律不足。

比如，性暴力、经济控制等在法律中没

有明确规定。又如，政府对专业服务

机构的培育和支持还有待加强。再

如，法律责任比较弱，相关机制非常简

略，急需在地方性立法以及司法解释

当中解决。此外，从执行层面看，最大

的挑战还是反家暴的责任部门和一线

人员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学习理解运用

不够。“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有大

数据表明，法院对反家暴的认定率不

足20%。”李莹说。

2015年毕业后，学社工专业的周

瑶成为湖南长沙市开福区鑫晨婚姻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

员。她所在的服务中心是一家社工

机构，主要做家暴的直接干预服务。

周瑶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服

务对象和受害人，“很多受害人在遭

遇家暴后，会选择求助、报警，但可能

随着时间或受身边人的影响，过后就

不再想追究施暴者。”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

心的丁娟从事了36年的妇女心理咨

询工作。在她看来，现在反家暴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政府资源投入不足，分

配到社会组织的政府资源更加不足。

“家庭暴力肢体上可以治愈，但

是心理的创伤是长期的。我们有800

名志愿者，200名都有心理咨询师资

格，但因为受资源的限制，机构开通

的反家庭暴力专线，只能在周一和周

四全天开通。”丁娟说。

“目前多部门联动并不理想，个

别地方在面对暴力案件时呈现‘九龙

治水，各自为政’，最后就成了无人问

津互相推诿的局面。”江苏南京红叶

社会工作中心社工督导何春兰结合

自己的社工经历认为，目前反家暴实

践中还面临多重挑战，如传统文化中

子不教父之过对于“教”的理解过于

粗暴和简单；公众缺乏儿童保护和强

制报告的意识；受自诉限制，相关案

件较难进入司法程序，行政司法无法

及时干预和介入；过于强调心理咨询

或者社工等个别专业而忽视多部门

的联动等。

家暴问题又一次引发全球热议。

在中国，两天时间内，一位网红博主自曝一年内遭5次家暴，一位男明星第二次被曝家暴，引发网民沸腾。

电梯拖行、踩踏面部，在第20个“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这天，知名仿妆博主宇芽公开了自己遭遇家暴的

经历。仅是电梯中的监控录像画面就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无法想象在这背后，宇芽经历了什么……

宇芽的事大家还没有消化完，之前就有家暴史的明星蒋劲夫又爆出了家暴。

这次家暴的对象是他公开恋情才4个月不到的乌拉圭籍新女友Julieta，不是上次被他打的日本女友中浦

悠花。女方控诉称：“蒋劲夫是个暴力狂，经常对我大喊大叫、殴打我、掐我脖子、踹我肚子，造成我手脚多处淤

青，甚至两度威胁要杀死我，有一次还开车扬言要跟我同归于尽。”

据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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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媒体曝出的这些家暴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足够触目惊心。

鼓励早求助，越早越好建议

受害人应第一时间收集证据维权

行动

诸多挑战不容忽视
反家暴法尚难落地困境

谁是施暴者？

女性遭受暴力后向谁寻求帮助？

家人对于受害者的反应如何？

数说家暴

○ 告诉家人 ○ 就医 ○ 报警

○ 获得家人支持 ○ 家人态度模糊 ○ 没有获得家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