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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家庭暴力？
热点

1
案例

在顺义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中，女子黄某以
张某多次对其暴力殴打，
致使其多次受伤，
仅面部骨折就发
生过两次，
最严重的一次致使黄某面部眼眶壁骨折，
下颌部
裂伤，
经公安机关依法鉴定，
以构成轻微伤为由申请北京市
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人民安全保护令。经法院审查认为，
黄某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 27 条
规定的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故本院依法作出民事
裁定书，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张某殴打、威胁申请人黄某。
裁定作出后，
法院依法向双方送达，
并向黄某和张某所居住
的居民委员会及辖区派出所送达。

法官解读
对于该热点事件，谢衍明表示，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性毋庸置疑，现
行的法律已经对家庭暴力说“不”。
《反家庭暴力法》第 3 条明确规定：国家
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第 33 条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民法典》第 1042 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
虐待和遗弃。
家庭暴力绝不是
“家务事”
，
受虐不该再隐忍，
家庭暴力这一隐秘的角
落，
应当而且必须照进阳光，
当面对家庭暴力时，
我们要勇敢地说
“不”
。
何谓家庭暴力？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第 2 条明
确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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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暴力既包括身体暴力，
如殴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
以饿冻、
有病
不给治疗等方式虐待、遗弃没有生活能力的儿童、老人、残疾人、重病患
者，在家庭教育中以暴力方式管教儿童等，也包括精神暴力，主要表现为
对受害人进行侮辱、谩骂、诽谤、宣扬隐私、无端指责、人格贬损、恐吓、威
胁、
跟踪、
骚扰等。
他指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控制”，这是因为在亲密关系
中，施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施暴方为控制受害方而采取的手
段。
“控制”的意思是使某事或某人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
响之下。而家庭纠纷则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两者
的主要区别为：从双方关系来看，家庭暴力中双方的关系是不
平等的，家庭纠纷中双方则是平等的。从行为目的上看，
家庭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对方，家庭纠纷的目的则是
为了说服对方。从使用的手段上看，家庭暴力采用殴打、
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行为
方式，家庭纠纷的使用手段则是争吵、协商。从行为后果
上看，家庭暴力对身体造成了伤害，家庭纠纷对身体往往
不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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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家暴如何求助？

近日，前媒体人自述丈夫出轨、长期遭受家暴、携子潜逃，此事
经舆论发酵不断刷屏网络。不过其丈夫谢德成否认了家暴的事实，
称有时候闹矛盾，
只是
“早上不说话，
晚上又和好了”
。
青海贵德政府发布的通报中称，二人在贵德生活期间，据周边
群众反映夫妻因性格差异、受教育程度不同，特别是开微店做生意
后，常因琐事发生口角。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显示二人经常吵架，偶
尔会动手打架，
曾有朋友参与劝解，
现场目睹马金瑜面部有淤青，
谢
德成颈部有伤痕并出血。
马金瑜委托律师称：
“马金瑜会将被家暴相关证据及报案材料
送达县公安局，相关报案材料和证据正在整理当中，待完备后会以
邮寄方式送达。
”
下一步，
贵德警方会根据马金瑜委托律师提供的相
关证据，
依法开展调查。
2 月 23 日，媒体报道，马金瑜已赴青海向警方递交最新证据。
证据中包含了曾被谢德成打伤后在当地医院就诊的病历。若谢德
成确涉嫌家暴，
当地会重启相关调查。

法官解读
当家庭暴力来临时，应该向哪些机关寻求保护呢？对
此，
谢衍明介绍，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
的现实危险，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事
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因受到
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
公安机关、
妇女联合会、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救助管理
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 29 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
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
属；
（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四）保护申请
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他特别强调，向人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不收取任何诉讼费
用。请求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也不
需要提供担保。
他 进 一 步 说 明 称 ，根 据《反 家 庭 暴 力
法》第 13 条的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
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妇 女 联 合 会 等 单 位 投 诉 、反 映 或 者 求 助 。
有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
助后，应当给予帮助、处理。家庭暴力受害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3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五周年,
我国《民法典》也将禁止家庭暴力作为
婚姻家庭的禁止性规定明确写入法典。本
版特邀顺义法院家事法官谢衍明针对热点
事件和具体审判案例进行了相关的法律解
读,他指出家庭暴力这一隐秘的角落，应当
而且必须照进阳光，当面对家庭暴力时，我
们要勇敢地说
“不”
。

谢衍明法官

勇敢对家暴说不
这一隐秘角落该处在阳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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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收集有效证据？
案例

（一）遭遇伤害莫忍让，
报警就医留证据

女子李某与刘某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登记结婚。2016 年 2
月，双方发生争执，刘某打了李某的脸部，刘某称李某也打了他的
脸。2016 年 6 月，双方再因琐事发生冲突，李某报警，后被送至医
院救治，并被诊断为：
“耳外伤、脑外伤后神经性反应、鼻外伤、面
部外伤、胸部损伤、软组织损伤、眼睑及眼周围区挫伤、结膜下出
血”
。经鉴定，
李某所受损伤构成轻微伤。
李某以离婚纠纷为由将刘某诉至法院主张刘某存在家庭暴
力并要求离婚。经审理法院根据庭审中双方陈述、李某的就诊证
明以及伤情鉴定意见书，法院确认刘某对李某实施了家庭暴力，
故法院判决李某与刘某离婚。

案例

谢衍明表示，
此案能够被认定为家庭暴力，
重要的原因是在刘某实施
加害行为后，
李某及时报警并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进行就医和伤情鉴定，
为法院审理该案件固定了有效的证据，最终家庭暴力的行为被法院认定
并判决双方离婚。
他解释，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 20 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
力的案件，
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
告诫书、
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
认
定家庭暴力事实。所以在受害人遭受到家庭暴力时，
要及时报警，
并在公
安机关的协助下及时就医和做伤情鉴定。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的出警记
录、
询问笔录、
在公安机关协助下就医的诊断证明书和伤情鉴定书更容易
被法院采信作为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在家庭暴力情节较轻的情况下，
可
以要求公安机关对加害人出具告诫书，
以作为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

（二）保证协议作证据，
综合考虑定家暴

女子马某与叶某于 2012 年 2 月 14 日登记结婚。马某主张叶
某存在家庭暴力，起诉要求与叶某离婚，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赔
偿金 1 万元。为此马某提交了叶某 2017 年 7 月 17 日出具的保证
书及马某 2017 年 9 月 28 日的疾病诊断书，证明叶某实施家庭暴
力的事实。
其中保证书载明：
“2017 年 7 月 17 日，我到工地去，马某不
在。她回来后未说去哪，我态度也不好，动手打了她，我错了，不
应该动手打人，今后也不会再动手。”马某的疾病诊断书则显示：
“头皮挫裂伤；
多处软组织挫伤”
。
叶某表示，第一次双方是互殴，因马某夜不归宿，自己要求看
她的手机，马某拒绝并将其咬伤后双方动手，他于次日签署了上
述保证书。不久后二人再次发生互殴，马某咬了叶某的胳膊，叶
某随手抄起鞋打了马某的头。

案例

法官解读

（三）仅凭照片、
录音未成证据链则无效

女子王某与李某 2015 年 9 月 6 日登记结婚。自 2017 年后双
方因琐事产生矛盾，王某以李某对其有家庭暴力为由，向法院提
起离婚诉讼，
要求离婚并由李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 2137.8 元。
为此王某提交了膝盖和腿受伤的照片以及被诊断为软组织
损伤的诊断报告。王某称因其手机里有李某出轨的证据，两人在
抢夺手机过程中李某拽着王某的头发，踹其肚子还将她往地上
甩，
王某摔在地上时膝盖碰伤。李某坚称不认可存在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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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解读
法院经审理认为叶某在写了保证书后再次用鞋跟打马某的头部，从
起因、殴打次数、伤害后果来看，已经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认定双方感情
破裂，无和好可能，准予双方离婚并判决叶某支付马某精神损害赔偿金
5000 元。
谢衍明解释，该案之所以能认定家庭暴力是因为叶某的保证书证明
了伤害行为的存在，它的存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法院综合考量叶
某再次伤害行为的起因、殴打次数、伤害后果，依法认定了叶某实施家庭
暴力。
“保证书”等类似的加害人书写给受害人的悔过协议，加害人往往
在该类协议中载明以后不会再实施家庭暴力等情节的描述，这是在司法
实践中常见的可以作为认定家庭暴力存在的有力证据。

法官解读
法院经审理认为，2018 年 7 月 7 日双方因抢夺手机发生纠纷，但王某
提交的诊断证明是 7 月 9 日、照片的日期则为 7 月 11 日，现有证据之间存
在时间间隔，并不能证明李某对其损害的事实。王某的现有证据难以形
成完整的可以认定被家暴的证据链，且即使上述损伤系因在争夺过程中
造成的，也与以“控制”为本质的家庭暴力不同。王某的表述与所举证据
不能证明李某存在家庭暴力，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谢衍明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交给法院的证据往
往是受伤的照片、
录音等单独的证据，
但家庭暴力的认定需要有效证据证
明存在伤害行为，并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所采信。照片和
录音等这些证据并不能形成有效证据链，往往仅凭照片和录音这些单独
的证据并不能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从行为的目的、
双方关系以及被告采取的手段来看，
被告抢夺手机并
非为了控制原告，
该案是明显的家庭纠纷，
而非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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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定家暴的后果？
案例

在冯某诉王某的离婚纠纷案件中，冯某主张王某实施家庭暴
力并要求王某给付损害赔偿金 5 万元。冯某称王某多次对其进行
殴打，其亦多次报警。在审理过程中，顺义法院依法调取了公安机
关的卷宗和冯某的诊断证明。最终法院认定王某对冯某实施家庭
暴力，
判决王某向冯某支付损害赔偿金 1 万元。

法官解读
谢衍明表示，
涉家庭暴力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离婚纠纷案件中，
如果在
离婚纠纷案中可以认定家庭暴力，
则有如下法律后果：
1.法院会判决夫妻双方离婚
《民法典》第 1079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
离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
成员；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即在离婚纠纷案件中，如果能认定
家庭暴力的存在，
则法院会判决准予离婚。
2.加害人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据研究表明，家庭暴力会代际传承，即儿童时期目睹或经历家庭暴
力，
对成年后施暴或受虐有一定影响。为了给儿童创造非暴力生活环境，
不支持家庭暴力加害人直接抚养子女是基本的裁判原则。最高人民法院
在 2015 年底《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
中明确了这一原则。该纪要第 1 条规定，
“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中，应注
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特别是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
从未成年子
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
对于实施家庭暴力的父母一方，
一般不宜判决其
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
3.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照顾无过错方
根据《民法典》第 1087 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
处理；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按照照顾子女、
女方
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本条在《婚姻法》第 39 条的基础上，新增照
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当夫妻一方对离婚存在过错，人民法院分割财产时，
应当给予无过错方适当的照顾，
可适当多分给无过错方一些财产，
或者给
予无过错方优先选择的权利，
而家庭暴力在过错中占有相当多的比例。
4.离婚时家暴受害方享有损害赔偿权
谢衍明表示，
《民法典》第 1091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
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
（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
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即离婚纠纷
中，无过错方可以向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包括物
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个方面。
至于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
谢衍明介绍称，
无过错方作为原告起
诉离婚，必须与离婚诉讼同时提出；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
如果无过错方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提出损害赔偿，则可以在离婚后
一年内就此单独提出诉讼；
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
一审时无
过错方未提出损害赔偿，二审期间提出，人民法院会进行调解，如果调解
不成，
则无过错方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
另外，
双方协议离婚的，
除非无过错方在协议离婚时明确表明放弃离
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否则无过错方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就离婚损害赔偿
提起诉讼。
文/本报记者 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