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跟“娘家人”，让2021年的热搜没有“家暴”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山东 22 岁女子方洋
洋不孕被夫家虐待致死、
藏族姑娘拉姆被前夫用汽
油烧伤致死、朔州男子撞
人后砸死妻子、杭州杀妻
男子曾对前妻家暴……回
顾 2020，“家暴”“性别
暴力”多次登上了热搜，
这一由来已久的社会话题 
也一次次被卷入舆论中
心。

而另一方面，4 年前，
随着我国首部《反家庭暴
力法》的实行，全社会在
反家暴问题上已经交出了
一 份 不 错 的 答 卷： 全 国
妇联信访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妇联系统收到家
暴 投 诉 39371 件， 比 上
一年少了 4700 多件，降
低 11%；2019 年家暴投
诉 为 36002 件， 比 上 一
年减少了 3300 件，降低
8.4%。

可以肯定地说，这一
成绩的取得，妇联组织绝
对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反家庭暴力法》颁
布后，各级妇联针对具体
的实践问题，发挥其组织
网络、联结联动作用，从
宏观到微观，卓有成效地
促进了《反家庭暴力法》
的全面落实。

然而，从具体实践来
看，家庭暴力在现实中仍
不断存在，类似方洋洋的
悲剧仍在发生。妇联组织
作为娘家人，怎样在这场
艰难的、持久的、复杂的
战争中更好更高效地发挥
作用？社会各界应该怎样
参与进来？家暴当事人该
如何依靠妇联组织来获得
最 有 效 的 保 护？ 由 湖 南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曹薇薇撰写的
2020 年湖南妇女儿童工
作智库项目——《妇联组
织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中
的角色和作用》提出了一
系列极具前瞻性的思考和
见解。

带你读懂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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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家暴专门法
实施后

“2016 年前后，全国的反家庭

暴力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曹

薇薇说，《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

给公众和整个司法部门、职能部

门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尤为可喜

的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

家暴投诉的数量出现了如本文开

头所示的“逐年减少”现象。“这

也与反家暴专门法的出台和宣传，

给部分‘打老婆天经地义’思想

所造成的震慑有关。”曹薇薇说。

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人

身保护令”是一个专门针对受暴力女性

的救助制度。让受暴人和施暴人分开，

从而保护她们免遭暴力。据统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全国法院共发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 5749 份。这意味着，有 5749

个受暴力威胁的女性找到了避风港。

而在湖南，一位名叫童广峰的法官曾

在一年内发出数十份人身保护令。“这个

数字在全国都排名靠前。”曹薇薇说。

另外，公安部门也在《反家庭暴力

法》之后，加强了对家庭暴力的打击力度。

目前，公安部门已将发现的家暴警情纳

入“110”接处警范围予以处置。4 年来，

全国派出所共参与调处化解家庭矛盾纠

纷 825 万余起，有效预防制止家庭暴力

行为 617 万余起。

当然，更重要的是，妇联组织作为娘

家人，更是在推行地方性法规、处理投诉、

救助、培训加害人等方面，极大促进了

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推行。如针对实践中

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不力问题，湖南省

法院、公安、民政、妇联共同出台了《人

身安全保护令实施意见》，规定公安机关、

居（村）委会等组织有协助执行义务，

法院在发放保护令的同时，应向这些组

织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告知协助执

行的具体事项等等。

为什么还有女性在遭受暴力

不得不说，反家庭暴力是一场持久

的战争。数据显示，从《反家庭暴力法》

施行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开报道的

与家暴相关的命案全国仍有 942 起，致

死 1214 人，其中女性占 76% 以上。

为什么说家庭暴力是一场持久、复杂

的战争？曹薇薇指出，这与我国长期的

“法学”传统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尊崇“夫为妻纲”，怂

恿了尊、长对卑、幼的家暴，导致在家

庭中，妇女和孩子成为丈夫、父亲暴力

的对象。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夫为妻

纲”“男尊女卑”“夫妻没有隔夜仇，床

头打架床尾和”等观念依然存在于很多

妇女头脑中，尤其是一些农村妇女，在

家庭暴力发生后，为防止夫妻关系僵化，

她们能忍则忍，一味的维护丈夫，反而

使暴力行为越来越频繁和严重。还有妇

女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不肯向妇联组

织求助。从外部介入力量来看，有些单

位或部门认为家庭暴力事件属于家务事，

在未触及刑律的情况下，不愿过度干涉，

宁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另外，《反家庭暴力法》中明显提出

的一些救助制度，也尚未得到充分的利

用。如遭受暴力女性的暂时居住场所“反

家庭暴力庇护所”，在全国都普遍出现了

入住率低的情况。

据全国妇联数据，2016 年全国有家

暴庇护场所 2000 多家，然而全年共为

受害人提供的庇护服务只有 149 人次。

2016 年一份上海市的调研报告显示，仅

13.7% 的民众表示听说过庇护所。

在 2016 年 3 月 1 日《反家庭暴力法》

施行之际，合肥市首个反家庭暴力庇护

所挂牌成立，一年后，该庇护所只受理

了 7 例投诉。尽管其设施条件不错，建

立后却没有受暴妇女入住。另一方面，

合肥市每年家庭暴力的投诉大约有 200 

起。究其原因，是因为庇护所仅是一个

临时性的躲避场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家庭暴力问题，，法条也未对庇护所的

职能做出明确定位，而且庇护所缺少有

资质的心理医生和懂法律的工作人员，

无法提供受暴妇女最需要的法律服务、

心理辅导等帮助，难以缓解受暴妇女的

“受暴综合症”。

另外，反家暴法律制度规定笼统，也

是各部门在反家暴工作中“失焦”的主

要原因。比如，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的暴

力才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对精神的

压迫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称为“精神暴力”，

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这导致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只有达

到司法上的轻伤或轻微伤标准，才构成

家庭暴力，但实际上在司法上构成轻微

伤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暴力。”曹薇薇说。

2019 年 1 月 31 日，山东德州方庄村

22 岁的方洋洋因不能怀孕被丈夫、公婆

虐待致死，去世时体重仅 60 多斤。据媒

体报道，2018 年以来，方洋洋被丈夫、

公婆打、冻、饿、罚站等，持续时间长

达半年。

该起案件在方洋洋死后，引发了广泛

舆论关注。曹薇薇认为，在这个案件中，

就出现了救助制度落空，各个职能部门

的职责体现不明显的问题。方洋洋的亲

属曾经报警，但当地并没有启动

相关救助制度。根据《反家暴法》

第十四条的规定，方洋洋所在村

的村委会也负有强制报告的责任，

然而在方洋洋案中，强制报告制

度形同虚设。

曹薇薇认为，妇联组织作为

娘家人，本应是反家庭暴力的第

一道防线。但对于妇联组织来说，

同样有苦恼的问题。纵观《反家

暴法》全文，外部干预措施规定

较为具体的大都为司法机关。《反

家暴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妇联组

织（等社会组织）介入家庭暴力

的方式，介入家庭暴力似乎反而

变成了“师出无名”，加剧了介入的困难。

发挥“联”字作用战胜家暴

针对目前的反家暴工作，以及推进

《反家庭暴力法》落实中出现的难点，曹

薇薇建议，妇联可以从优化内部人力、

建立健全反家暴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完

整的反家暴联动机制等方面做起。

曹薇薇认为，反家庭暴力的工作短板

在基层。首先，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知识

相对薄弱，不少人身兼数职，难以实现

准确定位；同时，基层缺乏专业的反家

暴人才，只有极少数能熟练运用相关法

律。因此优化基层人员构成是个重要举

措，具体可以从三方面优化结构：内部

选拔优先考虑具有工作经验、法律素质

较高的人员；组织下派优先考虑中层干

部、优秀干部；外部引进优先考虑具有

法律学位的优秀大学生。

其次，妇联可以积极推进建立健全反

家暴法律体系。妇联作为维护女性合法

权益的社会组织，应当在我国反家暴公

益诉讼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弥

补《反家暴法》近亲属代为起诉制度的

不足。妇联组织应当推动反家暴公益诉

讼制度的设置，争取取得反家暴公益诉

讼原告主体资格和诉讼权利。这样一来，

即便受害人不愿出庭有关当局也不会不

予受理家庭暴力案件。

同时，妇联组织应制定完整的投诉

处理机制，将公安机关、司法部门、医

疗机构、心理咨询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

织联合起来，形成多部门多机构联动治

理家庭暴力的格局。市妇联应率先成立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领导小组，基

层妇联组织应发挥“联”字的优势，主

动做好相关部门的沟通、交流作用，建

立以家庭暴力的制止和救济为目标的妇

女儿童维权中心、110 接警中心、伤情

鉴定中心以及庇护中心，形成反家庭暴

力系统。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女性更应该

了解法律法规，熟悉妇联在反家暴工作

中的工作流程，了解随时更新的各种反

家暴措施，从各个层面上紧跟“娘家人”，

绝不能输在反家庭暴力这场持久战中。

曹薇薇，湖南妇女儿童工作智库专家、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法学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