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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暴法》实施满六周年，强制
报告、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
成为反家暴法中保护妇女权益
的三大利器。 当前，《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大修”又
引发社会关注。 该法在中国人大
网公开征求意见， 超 8.5 万人参
与，共提交 42 万余条意见。“两
法”实施以来，妇女权益保护取
得实质性进展，而社会发展又导
致一些新问题显现，法条中“强
制报告制度”的落实成为热讨。

“两会”召开在即，代表委员
为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发声，不少
社会组织也参与其中，共同打造
妇女保护的天然屏障。

强制报告遇执行“尴尬”

湖北监利蓝天下妇女儿童
维权协会（以下简称“蓝天下”）
是由退休公安民警万飞创立的
一家反家暴社会组织，该机构公
益项目品牌“万家无暴”在全国
知晓度颇高。

从事反家暴公益服务多年
后，有着从警经历的他比一般人
更加理解反家暴法实施的意义。

曾被万飞团队救助的一位
女童， 因伤势过重送医手术，院
方在对其全身检查的过程中发
现身上有多处伤痕，明显不符家
长称的自行摔伤，存在虐待或家
暴情形。 按照反家暴法，作为“强
制报告制度”执行对象，院方有
义务向公安机关或相关部门报
告女童情形。 但万飞事后得知，
院方并未履行强制报告职责，也
未受到任何处理，这让“强制报
告制度”的可操作性受到考验。

2016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
简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

该法第十四条规定， 学校、
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
力的， 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案。 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
息予以保密。

第三十五条规定， 学校、幼
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未依照本法第十四条规
定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严重后
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
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强制报告制度在法律中早有
体现，在现实执行中却较为尴尬。

“如果拟定的现有制度不能
很好地执行， 或者可操作性不
强，这对于法规是一种挑战。 ”万
飞表示，反家暴法中明确规定了
强制报告制度的义务对象、实施
对象和责任对象。 但有制度难执
行，这让从业者和受保护者都有
些尴尬。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妇女遭
受侵害时人身自由通常受到限
制，遭受暴力或威胁恐吓，自行
解救面临极大困难，这时强制报
告制度将要发挥作用。 强制报告
制度的设立在法律上有着充分
依据，举报违法犯罪是公民社会
责任的体现，也是我国法律一贯
的精神。

对于强制报告制度执行难，
佟丽华也表示，绝大多数情况下
相关人员是了解妇女权益情况
的，但一些机构及强制报告义务
人觉得这是家庭内部事务不好
管，不该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助
长了违法行为发生，也给强制报
告实施增加难度。

佟丽华称，要想及时发现妇
女权益受侵害，属地就必须承担
责任，让侵权事件早发现、早报
案、早处理。

让执行更有力度

现实中，除家庭暴力外其他
妇女权益侵害事件， 如拐卖、性
侵、 虐待等也存在隐秘性强、持
续时间长、知情人多，但行为实
施过程中未被发现，或发现不报
告直至发生严重后果才被曝光

的案例。
此前，妇女权益保障法已经

历了 2005 年 8 月和 2018 年 10
月两次修正，2021 年 12 月 20 日
该法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正式进
入第三次修订过程。 与现行法条
相比， 这次修订对职场性别歧
视、性骚扰、PUA、女德班等多项
内容定为违法行为，但在拐卖妇
女相关内容上，未有明显改动。

草案第四十九条明确，“禁
止拐卖、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
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阻碍解
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但是，
关于如何对违法人员进行惩戒
和追责等内容，修订草案与现行
法条均未提及。

2016 年实施的反家暴法规
定，学校、医院、医疗机构、居委会
等易发现家暴线索的机构有家暴
强制报告义务， 并鼓励用人单位
和社会各界介入家暴事务。 家暴
不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
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2021 年 4 月 28 日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
行动计划（2021－2030 年）》指出，
各级政府要完善经费保障，拓宽
反拐资金筹措渠道，支持开展反
拐公益项目。 要严格考核监督，
对反拐工作成效显著的部门和
地区，以及先进团体和个人给予
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地区和
部门通报批评，依法依纪追究有
关人员的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彭静表示，应
明确相关主体对拐卖
妇女儿童的救助职责
和执行机制“对于拐
卖妇女儿童的行为，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具有必要的救助义
务”。 彭静建议，我国
法律应明确相关主体
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救
助职责和执行机制，
怠于履职造成严重后
果的， 需要严格追究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岳屾山

建议， 应该用立法的形式来明确
强制报告制度。 比如婚姻登记机
关、 负责出生证办理的医疗机构
等， 一旦发现涉嫌拐卖就必须强
制报告， 但凡有一个环节能够及
时报告， 公安机关就有可能及时
找到线索，尽早解救被拐妇女。

万飞表示，强制报告制度在
相关法条中有体现，但因未报告
而被追责甚至承担相应责任的
应报告者不多。“他们大多知道
强制报告制度存在，但因实际执
行效果有限而对强制报告对象
并未产生效果，这对一部分家暴
案例造成困境。 ”

万飞认为，适时修法是完善
制度的一种表现， 建设可执行、
可操作性、可落实的制度就显得
尤为重要，这不仅要提升强制报
告对象的自我认知观念，更需要
制度制定者的强有力落实。 如对
机构工作人员“一票否决”“工作
考核”，这才能做得更好。

“妇女庇护所”自救的港湾

家庭应该是温馨的港湾，有
时却变成了暴力的温床。 一些暴
虐事件中， 女性往往成为受害
者。 社会需要建立更多的机制来
处理这些问题，女性庇护所成为
一个选择。

妇女庇护所是妇女遭受家
庭暴力后寻求帮助的容身之地，

帮助困境中的妇女找到自救的
道路。

1998 年，重庆一家名叫“圣
雅菲”的女士护理中心成为全国
第一家“妇女庇护所”。 在这里，
城市下岗女工、农村打工妹等很
多女性有着被虐待、精神摧残等
坎坷经历。 这家庇护所帮助这些
女性重塑自我，勇敢回归家庭和
社会。 一些在庇护所中生活的女
性离开后还成了机构的宣传员，
让更多女性知晓。

随后，北京、南京、上海等一
些地方开始建立妇女庇护所。

妇女庇护所首先是一个应
急机制，即在妇女面临危险或激
烈冲突的时候， 能够有路可走。
其次，在传统社会里，家庭内的
冲突可以通过邻居、尊长、亲戚
来监督并协助调解。 但由于社会
发展迅速，人口流动大，传统的
调解机制已经逐渐失效。 再次，
它也具有教育的功能，可以通过
培训与宣传来促进社区的家庭
文明建设。

随着女性权益保护等社会
性事件增多，女性权益受保护等
话题越来越受重视，女性保护被
提升议事日程，女性庇护所被认
为是保障女性权益的一道屏障
和选项。

但从数据支持上来看，国内的
妇女庇护所发展并不太好，很多地
方建立的庇护所都比较清冷，少有
女性选择来这里寻找帮助。

据全国妇联的数据，2016 年
全国有家暴庇护场所 2000 余
家，然而 2015 年全年仅为受害人
提供庇护服务 149 人次。

万飞认为，这与国人传统文
化有关系。 中国女性权益受损后
喜欢向自己娘家、闺蜜或好友倾
述，认为家丑不可外扬，碍于情
面不愿意去妇女庇护所这种带
有明显标志性场所寻求帮助。 这
导致了中国妇女庇护所寻求帮
助人员稀少，效果不佳。

另外，一所妇女庇护所的运
行也需要更多财力投入及相关
工作人员的支持和维护，需要更
多专业性工作人员深入其中，比
如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 如果
这些条件跟不上，那么女性在这
里得不到实质上的帮助，只能寻
找其他途径。

“国人传统观念和机构自身
建设造成了中国妇女庇护所发
展不佳的现状。 ”万飞说。

目前， 在妇女权益保障方
面， 一些社会组织也在积极行
动。 如北京天使妈妈基金会表示
已经联系万飞，希望联合多方打
造一个面向全国的妇女庇护所。

记者了解到，一家在全国拥
有近千家连锁酒店的企业愿意
向其提供部分房间，建立妇女庇
护所， 由社会组织筛选对象、执
行公益项目，同时对被侵权对象
进行援助，用公益模式助力妇女
权益保护。

“强制报告制度”
为妇女权益保护“补漏”
“全身检查时，发

现身上多处
有伤， 这不太符合摔伤的
特征， 院方暂未报告给相
关部门。”看着躺在病床上
9 岁的依依， 反家暴社会
组织“蓝天下”创始人万飞
有些无奈。本应该履行“强
制报告”义务的院方，却选
择沉默。

社会组织“蓝天下”救助被家暴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