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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
为妇女儿童一路护航

婚姻内遭遇家暴；离婚后，发现前夫婚内出轨；送“熊孩

子”去培训机构学“本领”，不小心摔伤了手臂；父母离婚后，

女儿被判给父亲抚养，父亲却对其不管不顾……尽管我国颁

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多项法律，但有损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事在现实生活中

仍时有发生。如何在学法懂法的同时，掌握对方侵犯自己权

益的证据、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及时寻求法律帮助，希望本

版讲述的4个案例能对您有所帮助。

基本案情

刘女士与凌某在网上相识相
恋，很快步入婚姻殿堂。2014
年，女儿出生，因在育儿理念及家
庭生活上有分歧，两人产生矛盾
并不断激化。凌某控制欲极强，
双方意见不同时，就会采取殴打
和言语威胁的方式，导致刘女士
的手臂、大腿、腰背和头部都有
不同程度的淤青损伤，心理上也
长期处于惊恐状态。去年 12
月，刘女士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同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并提供了报警记录、聊天记录、照

片等证据。聊天记录中，丈夫凌
某多次恐吓威胁刘女士，扬言要

“打死”她。

裁判结果

受理案件后，法官第一时间
审核了刘女士提交的遭受家庭暴
力的证据材料，认为刘女士确实
存在遭受丈夫凌某家庭暴力的现
实危险，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法定条件。法官遂依法作出裁
定：禁止凌某对刘女士实施殴打、
威胁等家庭暴力，禁止凌某骚扰、
跟踪、接触刘某，有效期为 6个
月。此后，被申请人凌某不服，提

出复议申请，法院依法裁定驳回
复议。

今年3月，在法官的主持调
解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协议离
婚，女儿由双方轮流抚养。

法官说法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创立
的一项法律制度。根据法律规
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
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
院应当受理。被申请人如果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不构成犯罪

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
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
款、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家庭暴力是一种暴力伤害，
妇女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遭受
家庭暴力的妇女，应注意留存证
据，包括录音、视频、报警记录、病
历等，在受到严重暴力对待可能
危害到自身安全时，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直接申
请有困难的，也可以请求其他近
亲属或公安机关、居（村）民委员
会、妇女联合会、救助管理机构等
代为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家暴行为说“不”

基本案情

1992年，杨女士与张某按当
地传统举行结婚仪式，婚后育有
4个子女，并于2012年补办了结
婚登记手续。2016年 11月，杨
女士发现张某经常夜不归宿，手
机里也经常出现与其他女子的
暧昧联系，怀疑其有外遇，然而
张某拒不承认，双方多次发生争
吵，最终杨女士向法院起诉离
婚。庭审时，张某始终否认自己
存在出轨行为，杨女士也未能提
供相关证据，两人于2017年9月
调解离婚。

离婚后的杨女士原本想平静
地重新开始生活，却没想到从亲
戚处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张某

竟与另一女子在2018年3月产下
一女。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让杨女士内心深受打击。原来丈
夫早就出轨还死不承认，杨女士
陷入悲伤之中，整日精神恍惚，甚
至有了自杀倾向。思量再三后，
杨女士选择再次拿起法律武器，
将前夫张某告上法庭，要求其赔
偿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裁判结果

宜兴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
据《婚姻法》相关规定和司法解
释，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
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
赔偿。这种“损害赔偿”包括物
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2017年9月22日，杨女士与张某

的夫妻关系经法院调解离婚而
终止，而张某在与杨女士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同居且有不
正当两性关系，并生育一女，违
背了夫妻之间互相忠实的义务，
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导致双方
离婚。张某的婚内出轨行为，给
杨女士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
杨女士作为无过错方请求精神
损害赔偿，法院应予支持。最
终，经法院酌定，判决张某支付
杨女士精神损害赔偿金 45000
元。判决后，张某不服提起上
诉，无锡中院作出维持原判的二
审判决。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
实，互相尊重；第四十六条规定，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
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
偿。对婚姻不忠实，是难以容忍
的不诚信行为，它不仅破坏了夫
妻关系，拆散了家庭，也伤及无辜
的子女，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是
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夫妻
互相忠实，不仅仅是道德义务，
更是法定义务。本案中，杨女士
在离婚后发现张某在婚姻存续
期间存在出轨行为，张某的行为
严重伤害了杨女士的个人感情，
导致双方婚姻关系破裂，杨女士
作为无过错方，有权向法院提起
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法院应依法
予以支持。

发现前夫婚内出轨 起诉精神赔偿获支持

基本案情

小凯（化名）报了本市某跆拳
道馆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的
培训课程。2016年7月8日上午，
小凯由亲戚提前送至某跆拳道
馆，此时馆门已开，但大部分工作
人员尚未上班，小凯被教练安排
在馆内垫子上玩耍。由于未到上
课时间，教练未在旁看管，小凯看
到放在一旁的护具，好奇之下将
自己的手脚用护具缠住，不慎摔
倒在地，造成右臂骨折，后送医治
疗。治疗完毕后，小凯父母就此
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诉至法
院，要求跆拳道馆赔偿各项损失
合计31790元。

裁判结果

宜兴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凯
在事发时不满8周岁，属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其由亲戚提前送至
某跆拳道馆内，跆拳道馆便成为
小凯的临时监护人。小凯在跆拳
道馆内受伤，跆拳道馆未提供证
据证实其尽到相应的管理职责，
故应对小凯的受伤承担主要赔偿
责任，即80%的责任。小凯虽系
未成年人，但因自己将手脚绑住
导致摔倒，未尽到自我保护义务，

应对其受伤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即20%的责任。据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
关规定，判决跆拳道馆赔偿小凯
各项损失共计 20308 元。宣判
后，跆拳道馆提出上诉。二审中，
双方以15000元调解结案。

法官说法

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
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其尽到教
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因
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
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在责任承担
上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为孩子挑选跳舞馆、跆拳道
馆，是为了让其在学习之余培养其
他的兴趣爱好，有利于陶冶情操，
但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教育机构受
伤案例，相关部门除对培训机构加
强监管外，家长、学校、社会也需要
进一步提高孩子自我保护、自我控
制的意识与能力。

暑期培训意外受伤
培训机构被判担责

基本案情

陈某与吴某原系夫妻关系，
2005年 12月 10日，生育女儿小
珍（化名），2012年9月6日，两人
经法院调解离婚，签订调解协议
约定：离婚后女儿小珍由父亲吴
某抚养至独立生活时止，母亲陈
某不承担抚养费。

去年 7月，母亲陈某诉至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女儿由其抚养，
小珍父亲按月支付抚养费 500
元。庭审中，陈某表示，离婚后小
珍父亲很少过问小珍的学习、生
活，也不懂如何教育女儿，且其经
常赌博，回到家稍有不顺心便打
骂女儿，小珍为此经常向母亲哭
诉。现小珍已年满13周岁，且自
愿跟随母亲生活。父亲吴某则要
求小珍跟随其读完高中为止，由
于工作原因，吴某长时间不在家
中，一直拜托弟媳照顾小珍，不同
意小珍跟随母亲生活。

审理中，法官查明，陈某已于
2015年5月再婚，与丈夫何某婚
后未生育子女，夫妻两人均有固
定工作和稳定收入，何某也表示
愿意与陈某共同抚养小珍。法官
同时征求了小珍的意见，小珍称
自己与父亲平常沟通有困难，父
亲对其不管不顾，自己更能接受
母亲的教育方法，愿意跟随母亲
生活。诉讼过程中，陈某主动放
弃了抚养费相关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为更好地解决矛盾，法官多
次通过电话尝试做好原、被告的
调解工作，然而被告却坚决拒绝，
声称自己在外打工，始终没有出
现在法庭。最终，法院依法判令
小珍由母亲陈某抚养至独立生活
时止。

法官说法

对于子女抚养问题，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
具体意见》的相关规定，从有利于
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
权益出发，并结合父母双方的抚
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
善解决。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变
更通常有两种情况：1.父母双方协
议变更子女的抚养权；2.一方要求
变更子女的抚养权。对于第 1 种
情况，如果变更抚养权有利于子
女的健康成长和合法权益，则应
准许双方协议。对于第2种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六条的
规定，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
民法院也应当准予变更：1.与子女
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
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2.与
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
务或者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
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
有不利影响的；3.8周岁以上未成
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
有抚养能力的；4.有其他正当理由
需要变更的。本案中的情况符合
2、3项情形，故法院依法作出了变
更抚养权的判决。

现实生活中，很多离异父母
将未成年子女安置于祖父母辈或
亲戚处，而本人则在外地工作，造
成未成年子女与自己的父母分开
生活，使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得不
到父爱和母爱的呵护。希望其他
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父母能从
本案中吸取教训，从保护孩子的
角度出发，妥善处理抚养孩子产
生的纠纷。

离婚后未尽抚养义务
法院判决变更抚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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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园开设法治课堂进校园开设法治课堂

向学生赠送法律书籍向学生赠送法律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