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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愿景
□ 周凌云

□ 周陈华

珍惜每一次
写稿机会

人身保护令：对付家暴的法律“牙齿”

日前，临海市人民法院开展婚姻讲堂，对反家庭暴力法进行宣讲。 胡芦丹 摄

本刊特稿 □ 本报记者 孟焕良

编者按：今年的 12月 4日是第六个国家宪法日。从 12月 1日至 7日，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全国部署开展

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宪法宣传周”活动，这也是我国第二次开展“宪法

宣传周”活动。

为了更好地宣传宪法，弘扬宪法精神，《法周刊》特意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约稿，以期展

现人民法院开展“12·4”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风貌，进一步掀起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

宪法的热潮。

“其实，写稿件也没啥秘密。我
就有一个深切感受，那就是，不应
付，要将每一次写稿当成历练和提
升自己的机会。这样坚持下去，稿
件慢慢也就写顺了。”当新招录的公
务员小王请教写作“秘诀”时，同事
的一番经验之谈瞬间激发出满满的
正能量。

“我来概括一下吧。就像中国
女排坚持打好每一个球那样，我们
从事文稿写作，就是得珍惜每一次
写稿机会！”接过话题，另外一名同
事的总结如同“点睛之句”。

……
一个小小的话题，一番热烈的

讨论，迅速拉近了大家的心灵距离，
也令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

从事文稿写作已有七年春秋，再
看看身边的写作“大咖”们，自己真切
感受到这的确是一幅“重担子”，如果
缺乏志不改、道不移的坚守，没有昼
勤勉、夜不寐的担当，文稿之路很难
走得稳、走得顺、走得长。

珍惜每一次写稿机会，说到底，
就是不能将每次文稿的写作任务简
单当成重压，乃至负担，要精心为、
主动为、勤苦为，在每一次的创作中
历练自我、提升自我、展现自我，从
而达到思想境界、文字功底、业务能
力的全面提升。

联想起领导对文字人员的要求，
“事交我办请放心，文经我手无差
错”，自己越发体会到了“珍惜”二字
的分量。这就要求从事文稿创作的
同志立愚公志、存工匠心、花绣花功，
将“不应付”作为起码态度，将“提‘四
力’”作为必经路径，将“塑精品”作为
不懈追求，在加压中夯基，在奔跑中
赋能，从而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日前，“家暴”成为热门话题。
先是美妆博主宇芽发布视频讲述被
家暴的经历，后是演员蒋劲夫被爆
出拳打脚踢新女友，再次引起人们
对家庭暴力的关注。

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已 4 年多，
为家暴受害人提供更多样的救济途
径，体现了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精神。而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设
计，也开启了国家介入家暴防治的
新途径。

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国法院已
发出 3718 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日
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发出温
州首例男性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
其妻对其施暴、骚扰其父母。现代
法治文明进程中，男性能够摒弃传
统观念的束缚，勇于站出来用法律
维权，这与浙江法院加大普法宣传、
推进反家暴司法保护密切相关。

■打破“法不入家门”的传
统禁锢

长期遭受丈夫家庭暴力，多次
向公安报警、向妇联求助后，温州女
子梅某最终提起离婚诉讼，并在一
审胜诉后申请对丈夫实施禁止、远
离令。这是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09 年作出的全省首份人身安全
保护裁定。

家暴不仅危害家庭成员身心健
康和生命安全，也影响社会和谐与
稳定。我国宪法规定：“婚姻、家庭、
母亲、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父母有
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
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
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尤其是
2000 年以来，“尊重和保障人权”正
式写入宪法（修正案），婚姻法、妇女
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
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
律相继修改，也都增加了针对家暴
问题的规定。

2016 年 3 月 1 日，反家庭暴力
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预防和制止
家暴的专门法律，畅通了公权力干
预家暴的通道，打破了“法不入家
门”的传统观念。

该法的最大亮点，是为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规范适用指明方向，对
于主体范围、适用条件、裁定期限、
保护措施、时效、执行等内容进行规
定 ，成 为 司 法 反 家 暴 的“ 尚 方 宝
剑”。在该法出台实施当年，浙江全
省 法 院 发 出 人 身 安 全 保 护 令 114
份，比此前 6 年总和还要高出将近 4
倍。次年发出 165 份，立法实施前
积压的人身安全需要保护的纠纷逐
渐得以缓解。

据统计，全国 2.7 亿个家庭中，
遭受过家暴的妇女比例高达 30%，
其中，施暴人九成是男性。随着审
判工作推进，司法实践中也发现，受
害人并不限于妇女，有些情况下男
性和儿童也会成为受害人。浙江法

院 341 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中，女性
作为被申请人的有 15人，占比 3.69%。

苍南的吴某就遭遇“家有悍妇”的痛
苦。与妻子小林结婚十多年，因性格不
合，常为家庭琐事吵架，小林总是纠集其
兄、嫂、姐等近亲属指责、辱骂吴某。

更为严重的是，2019 年 9 月，众亲
友围殴吴某，使其肢体受伤。不久，小
林又携带铁锤到吴某及吴某父母家中打
砸。

小林的家暴行为不仅威胁到了吴某
的人身安全，也给其父母造成了恐吓。

为此，苍南法院审理裁定，向吴某发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6 个月内，禁止小林
对吴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小林骚扰吴
某及其父母。

■棍棒教育出孝子的谬论

11 岁的女孩小刘提到爸爸刘某，眼
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排斥。

2017 年 8 月，她和妈妈拿到杭州市
富阳区人民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
令，禁止被申请人刘某对申请人小刘实
施家暴。

五六年前，小刘还在幼儿园时，父母
协议离婚，小刘归刘某抚养。为照顾小
刘，一家人仍住在一起。直到 2017 年 6
月，小刘跟着妈妈搬到外婆家去住。

此后，刘某以强硬态度要求女儿跟
他回去。跟随爸爸生活的 10 多天，小刘
屡次受到殴打和恐吓，甚至被禁止出门，
不让见妈妈。

由于小刘已实际遭受暴力及威胁，

暑假期间再跟随爸爸生活恐发生不测，
在律师建议下，小刘向富阳区法院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护身符”，而非
为家庭关系设置“隔离墙”。承办法官不
希望这张保护令让亲情关系雪上加霜，
他约谈了刘某，刘某并不承认家暴：“孩
子不听话，我在教育她。”

为从根本上扭转刘某的思想，法院
联系了专注于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
的“程妈妈”程雁飞。

“程妈妈”分别对小刘和刘某进行
了“秘密”谈话。欣慰的是，小刘并不恨
爸爸，她说：“爸爸就是太像爷爷了！”

“棍棒底下出孝子，是众多家庭信奉
的教育真经，不少家长模糊家庭暴力和
棍棒教育的界限，孩子则经历家暴而不
自知。”程雁飞说。

正是如此，反家暴不仅仅是一个法
律问题，更不是一张人身安全保护令能
解决的。据调查，加害人实施家暴后，大
部分会后悔，但由于受性格、心理、习惯
等各方面影响，难以自控。为此，浙江法
院结合家事审判改革，建立心理咨询制
度，对加害人进行心理矫正，释放心理压
力和不良情绪，加强有效沟通；对受害人
进行心理治疗，使得其在第一时间得到
帮助，帮助其顺利返回家庭、融入社会。

■签发人身保护令存在“隐性
门槛”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执行难一
直引人关注。法律规定，人身安全保护

令由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委会、
村委会等应当协助执行。在司法实务
中，法院完成送达后，并没有足够精力
承担执行责任，也存在着被申请人以
不同形式挑战司法权威。

丽水全市首例人身安全保护令就
曾面临这种窘境。小唐通过网络认识
小军后“闪婚”。丈夫不仅实行经济封
锁，还时常施暴，小唐多次报警也无济
于事。

在又一次家暴后，小唐在新闻中
得知反家庭暴力法，趁丈夫不注意，偷
偷溜出来向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提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

“家暴往往发生在只有夫妻二人
在场的情况下，较为隐蔽，证据难以收
集。”保护小唐的人身安全刻不容缓，
承办法官立即联系 110，并赶往辖区
派出所查询报案记录。因小唐没有手
机，都是用他人手机报警，且时间跨度
有一年之久，承办法官只好根据小唐
模糊的记忆查询报警记录，并逐条筛
选，最终找到三次报警记录及一张被
殴打的现场照片，于是发出了丽水市
首例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小军威胁、
殴打小唐。

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仅送到小
军和小唐手中，也被送到村委会和派
出所等部门。

未料，小军仍不以为然，甚至多次
打电话发泄情绪，威胁办案人员。

“我有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但
是他却还在打我！”在小唐又一次被家
暴后，小唐再次报警，却被告知应寻求

法院帮助。
这一次，莲都区法院对小军

处以 15日的司法拘留。
这也是公权力介入家暴的一

个现实缩影。丽水法院分析了全
市 2016 年以来的案件，该院共审
结涉家暴离婚纠纷 2862 件，仅在
39 件案件中发出人身安全保护
令，占 1.4%。经分析，影响人身
安全保护令实际效果的，主要有

“四难”：各部门联动难、举证难、
执行资源“捉襟见肘”、威慑力不
足。

同样的情况也在浙江最先开
展反家暴试点的温州出现。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反映，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申请一般需要当事人提
供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医院
就诊记录等材料，而多数遭受家
暴的对象欠缺收集证据、固定证
据意识，材料后补难度较大。

■担当破难，依法预防和
制止家暴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浙江
高院 2018 年年底制定 《关于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答》。《解答》 明确证明标准的把
握，规定应当根据家庭暴力案件
的特点和规律，从保护受害人的
角度出发，法官认为存在家庭暴
力现实危险的可能性，即可发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并规定，公安
机关作出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可以
作为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
申请人提交家庭暴力告诫书的，
可视为达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一般应作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解答》 还规定，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发放和离婚中家暴的认
定不同。鉴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应适当降低证明标准以保护受
害人利益，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并不直接等同于当事人存在
家庭暴力行为。当事人在离婚诉
讼中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法院
应根据全案证据进行审查作出认
定。

对于执行问题，浙江高院规
定，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院，
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内，
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案件进行
跟踪回访，以检验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实效。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
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
基层组织、妇联组织、社工机构等
进行前述工作。

通过调研，浙江法院正着力
构建以司法干预为主导，公安、妇
联、社区组织和其他民间力量共
同参与的反家暴网络，探索加强
协作联动机制建设，在对加害人
予以惩罚制裁的同时，给予受害
人以必要的庇护和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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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故意提供不实信息，案
外人在网上散布不实信息、恶意诽
谤法院院长……法院对两人处以司
法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十万元。”
前几天，这条推文刷屏了微信朋友
圈。

我所在的法院同仁们在疯狂转
发、点赞的同时，也对自己未来的

“职业保障”期待满满，而我也是这
“羡慕嫉妒”大军中的一员。

儿子出生后，我曾经一度是微
信朋友圈的“晒娃狂”——乖巧听话
也好，调皮捣蛋也罢，几张特写配一
段文字，聊作孩子成长的记录。

突然有一天，妻子很严肃地跟
我说：“把孩子的照片从朋友圈删
掉，以后都不要发了。”

我被说得一头雾水。妻子补充
道：“你们法院判案子总有输赢，孩
子一天天长大，我们这个城市又很
小，你就不怕输官司的人找麻烦？”
冷静下来想想，因诉求没得到满足，
一些当事人不去上诉、申诉，而是选
择无中生有地造谣中伤、信访上访、
威胁恫吓、尾随骚扰等方式，企图逼
迫法官就范，令当事法官甚至家人
不堪其烦，只能自认“倒霉”。

“如果真摊到自己头上，可咋
办？”细思极恐，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忍痛迅速清理。此后，儿子成长的
精彩瞬间，大多留在了自己的手机
相册里。

儿子每次看到警车，都会说：
“这是爸爸单位的车，专门抓坏人
的。”儿子年幼，还掰扯不清法院不
同部门的职责，但说起爸爸是一名
法官，他眉飞色舞的小神情流露着
自豪。我珍惜我的职业，她带给了
我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
让家人感受到了尊荣感，足矣！

“在工作中，努力践行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的初心和使命；在生活
中，可以心无旁骛地扮演好为人子、
为人夫、为人父的角色，可以无所顾
忌地偶尔晒晒‘朋友圈’。”这，是我，
一名普通基层法官的职业愿景。

疫苗犯罪行为从重追究刑责

12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
管理法》 开始施行。

疫苗管理法坚持以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
的问责等“四个最严”为立法宗旨，规
定构成违法犯罪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
任，罚款进一步提高，如生产、销售的
疫苗属于假药的，最高罚款从相应货值
金 额 的 30 倍 增 加 至 50 倍 ； 属 于 劣 药

的，最高罚款从 20 倍增加至 30 倍。
针对有严重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也
增加了行政拘留等惩罚。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将“处
罚到人”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强化生产
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增设

“处罚到人”制度。条例规定，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等单位有食品安全法规
定的违法情形，除依据食品安全法规
定给予处罚外，存在“故意实施违法
行为”、“违法行为性质恶劣”或者

“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三种情形
之一的，还要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有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
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1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条例要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
日常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可采取上级
部门随机监督检查、组织异地检查等
监督检查方式；对可能掺杂掺假的食
品，按照现有食品安全标准等无法检
验的，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可以
制定补充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同
时，完善举报奖励制度。

你被套路了吗？近年来，“套
路贷”已经从网络走向现实，走向
你我他身边，稍不留神就会踩坑中
招。

在“12 · 4”国家宪法日来临
之际，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抖
音”平台发布有关避免“套路贷”
踩坑被套措施的普法宣传短视频，
引来了众多网友观看点赞。这是湖
南法院开展普法工作的又一举措。

“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
法律解答，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
律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
设，推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
法的社会环境。”湖南高院“谁执
法谁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
宇先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从发布典型案例到发布普法短视
频，从对涉黑涉恶案件集中宣判到法院
执行活动进行全媒体直播，从开展法律

“六进”到常态化“公众开放日”……
2019 年，湖南高院被评定为 2018 年度
湖南省直机关落实普法责任制工作优秀
等次，湖南高院、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被湖南省委全面依法治
省委员会推荐为全国“七五”普法中期
先进集体、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石旺
被推荐为全国先进个人，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石夏碧等 2 人被评为全
省“七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

今年以来，湖南法院积极推进审判
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
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建设，坚持把
普法贯穿审判、执行全过程，致力于把每

一场庭审、每一份文书、每一次司法活动
都当成法治公开课堂，以满足人民群众
对获取司法知识的新期待新要求。

今年，湖南高院下发 《关于迅速开
展秋季学期开学季“送法进校园”活动
的通知》，全省法院共开展“送法进校
园”活动 464 场。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农
村群众法律知识，助力脱贫攻坚，省高
院还与省扶贫办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送
法进农村 助力脱贫攻坚活动的通知》，
目前全省法院已开展送法进农村活动
556场。

司法公开是最好的普法，法院开放
日让公众离法律更近。湖南高院决定从
10 月起建立常态化“公众开放日”制度，
将每月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社
会公众到法院参观，接受法治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