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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 月 25 日是联合国确定 “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 第
20 周年， 我 国出 台反家 庭暴力 法也已 近 4 年 。 有 关 社 区 从 业
者、 法律人士和专家认为， 家庭是社 会的细 胞， 而 家庭暴 力
被视作 “家庭癌症”， 亟须各地强化法律保障、 出台反家庭暴
力法实施细则， 以法治之力消解家暴之痛。

“家庭癌症”，还要痛多久？
3.

1. “家庭癌症”折磨“社会细胞”
家庭暴力，对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是不可言说
的伤害。面对家暴，很多家庭成员选择“隐忍”，有
的导致家庭关系破裂，有的造成恶性案件。家暴，
成为折磨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癌症”。
山东省妇联权益部部长王丽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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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妇联统计，全国2.7亿个
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并且有
70%的施暴者不仅打妻子，还打孩子。
广东省东莞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社工杜
惠欣告诉记者，有些妇女之所以忍受家暴，主要

是考虑离婚后经济压力大、 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部分农村地区舆论压力大等原因。
“也有些妇女对家暴概念不清楚，以为只是
简单的夫妻吵架， 她们没意识到自己正遭受家
暴。”杜惠欣说，事态严重后，才发现家庭关系已
经破裂。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
黄文劲说，因为家暴导致死亡的极端个案仍时有
发生。他一直记得审理过一个案子：案发当天，女
方曾自己跑出去说“他要杀我”；但最后还是被人
劝回家。 其实女方意识到人身安全遭威胁时，就
不应该再回家，“那时她的家，已经不是避风港。”

2. “隐蔽性”滋生家庭暴力
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多数家暴行为仍受
传统观念的强烈影响，没有及时得以介入、制止；
另一方面，家暴行为中的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突
显，高知家庭、公众人物群体的家暴行为也更具
隐蔽性。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教授张雅维认为，
相比普通家庭，公众人物、高知群体的家暴行为更
难为外人所知，而一旦被披露，社会影响更为广泛。
数据显示，“高知群体”并非能够更好地保护
自己，也存在被家暴的风险。广州市妇联提供的
统计数据显示，从年龄分布看，当地家暴案件当
事人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26岁至59岁比例
相对较多，而被施暴方文化水平既有文盲、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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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高中也有大学生、研究生，其中初中生比例较
高，但本科和研究生占比也达11%。
张雅维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外扬”
等思想在一些家庭中还很有市场，这与家庭成员
本身的文化水平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 一方面，
很多家庭成员并不了解反家庭暴力法，暴力发生
时没有及时有效的保护证据， 导致举证困难；另
一方面，一些家庭成员在举报、报案中态度反复
变化，也滋生了家暴行为的进一步恶化。
有关专家认为，特别是家庭成员间的精神暴
力，其本身具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形式多样、缺少
证据，在警方的后期调查中也出现了较大的认知
偏差，导致难以得到及时救助保护。

制图/傅汝萍

法治之力还可以更给力

家庭暴力，早已不是家
务事，而是有法可依的违法
行为。 发布人身安全保护
令、建立家暴事件首接负责
制……2016年3月1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正式施行；今年1月1日，
我国第一部关于预防、处置
家庭暴力的综合性地方性
法规《山东省反家庭暴力条
例》也开始实施。
据王丽臻介绍， 在治理
家庭暴力过程中，妇联、公益
组织等群体被形容为“
娘家
人”，多以心理咨询、婚姻辅
导、 法律咨询援助等介入服
务为主；而公安机关、法院法
律保障等则被称形容为“
舅
家人”，可以及时出警、当场
训诫， 并在受理申请后及时
发布
“
人身安全保护令”。
“保护令是阻隔家暴的
一道隔离墙。签发保护令只
需有家暴危险存在，并不以
家暴行为发生为必要条
件。”王丽臻说，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
作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里
全国各级法院共发布“人身
安全保护令”1589份。
杜惠欣说，目前“人身
安全保护令” 最长6个月保
护期限，已经起到很大震慑
作用，在6个月内，社区工作

者能与求助者积极协商保
护举措。比如，如家暴后仍
有跟踪行为，建议当事人立
即报警；如果两人“相爱相
杀”，依然决定回归家庭，也
会给出自我保护建议。
山东省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明
敏说，山东开创性提出了家
暴“首办负责制”。只要发生
家暴或发现疑似家暴，家庭
成员都可以到村委会、居委
会、 相关职能部门寻求帮
助。“谁第一个接到举报和
投诉， 谁就要负责到底，以
避免部门间扯皮。” 张明敏
说。
黄文劲、杜惠欣等人建
议，消解家庭暴力，法治之
力还可以更给力。 目前，人
身保护令要有警察出警回
执、验伤报告等，申请流程
较长， 而6个月保护时期相
较于长期存在的家暴行为，
依然较短；同时保护令内容
聚焦“人身”，没有涉及“财
产”， 导致不少受害方迫于
经济、生活压力回到家庭暴
力中，致使保护裁定的效果
大打折扣。他们建议，应适
当延长保护期，在地方条例
中加入财产保护的相关内
容。
（新华社北京 11月 25日电）

反家暴是家庭文明的底线

今年 11 月 25 日是第 20 个“国际消除家 庭 暴 力
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 进 步 ，家庭暴力日
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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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
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可见，家庭暴
力行为是对现行法律的直接违背，任何一个家庭成
员都要将反家暴作为刚性的最低的要求。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成员之间由婚姻、血缘
或收养关系组成。生活在这个最小社会单位的人们，
需要建立亲密无间、互相支持的成员关系，并从这里
获得动力和经验，迈向社会，在更大范围与他人建立
合作与亲密关系。故此家被称作“温暖的港湾”。
然而，也有一些人受 错 误 思 想 和 社 会 转 型 的
影响， 没能将相亲相爱的美 好 人 性 传 承 下 来 ，没
能践行家庭美德， 反而对家庭成 员 施 以 暴力，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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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侵害了家庭成员， 特别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
益，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
近来，多起明星、名人施暴或疑似遭受家暴的新
闻引起社会关注。 明星和名人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
力，公众也对他们给予较高的期望。因此，明星和名人
有义务向社会传播良好的道德风尚， 展示优秀家风，
成为遵纪守法和模范家庭成员的典范。
新时代，相关 部 门 要 加 大 夫 妻 恩 爱 、尊 老 爱 幼
等 家 庭 伦 理 道 德 的 正 面 宣 传 ，通 过 打 造 “五 好 家
庭”、和美楼院、和睦社区 等 ，宣 传 弘 扬 正 面 典 型 ，
同时，要加大法制宣传，通过 典 型 案 例 ，加 强 社 会
监 督 和 曝 光 机 制 ，鼓 励 社 会 主 义 新 风 尚 ，消 除 男
尊女卑、棒打出孝子等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
反家暴是国家、 社会和每个家庭共同的责任。只
有织密筑牢反家暴的基层防护网， 家暴这一腐朽、违
法行为，才能在阳光下灭亡。
（新华社郑州11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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