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陆法院的反家暴努力和《曼谷规则》 
           陈  敏 1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12）显示：在大陆，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

偶侮辱、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家庭暴力的女性，占 24.7%。22011

年 11月 24日，《光明日报》的一篇采访报道指出，“以沉默隐忍暴力，以分手离开暴力，

以暴力消除暴力，以生命结束暴力”，是大陆受暴女性的现实处境。3家庭暴力也是引发

大陆女性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42006 年，河北省 963 名重罪女犯中，有 219 人

（22.74%）的犯罪与家庭暴力有关。5截至 2007年 4月，陕西女监中因婚姻家庭问题引

发暴力犯罪的女犯 171人，其中，因长期受家庭暴力而以暴制暴的占 95.3%。62009年，

辽宁省重罪女犯中，被捕前遭受过家庭暴力的比率为 60%左右。7据了解，此类女犯在案

发前求助未果的不在少数。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下称“法研所”）注意到，如果社会和法律能够把家庭暴

力当作暴力来对待，婚姻暴力就能得到有效干预。如果婚姻暴力能得到有效干预，女性

以暴制暴事件就会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如果审判机关在量刑时能够考虑受暴妇女杀夫

行为的无可选择性，被判轻刑或被判处非监禁措施的女犯人数就会增加。这就实际上大

大提高了此类女犯的待遇。因此，法研所于2008年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开展了反

对家庭暴力专项试点工作。本文介绍此专项反家庭暴力试点情况，与《曼谷规则》相关

内容的对照，提出加快改进步伐的意见和建议。 

一、涉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审理试点 

1．《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8对审判实践的良好影响  

2008 年 5 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法研所发布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

指南》（下称《审理指南》），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审判，并明确以下事项 1）家庭暴

力是针对妇女的暴力，不是纠纷；2）反对家庭暴力的重中之重是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安

全，因此，根据法律原则性规定，创设“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度；3）法官要合理分

配举证责任；4）施暴方家长不宜直接抚养子女；5）要考虑当事人双方之间不平等的权

力结构，调解时扶弱抑强，维护受害人权益；6）夫妻财产分割要体现公平地补偿离婚

女性婚内在照顾家庭方面的付出，以及有利于女性离婚后的生存和发展。 

1 陈敏（女），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2 http://news.china.com.cn/2012lianghui/2012-03/10/content_24861307.htm（2014-2-7 访问） 
3
“家暴频发触目惊心 反家暴立法迫在眉睫”，载《光明日报》，2011 年 11 月 24 日。 
4
 莫瑞丽; 袁泽民/文，“从和谐的视野看亲密关系的冲突：家庭暴力与女性犯罪”，载《女性与法律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45 页。另参阅薛宁兰、宁美娅主编，《受暴妇女口述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版。 
5“同是受虐杀夫上海包头判不同，专家：统一标准”，《新华网》2006 年 3 月 29 日报道。 
6
《西安晚报》2008 年 9 月 29日。 
7
 陈丽平/文：《人身安全保护令强力干预家庭暴力》，载《法制日报》2009 年 5 月 2 日第 3 版。 
8
 《指南》是应用法学的研究成果，没有法律约束力。《指南》全文可上网查询：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中国应用法学

网→性别平等和司法公正→《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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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全国 9 个基层法院开始了参照《审理指南》办理婚姻案件的试点工作，并取

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 2009 年至 2011 年的试点情况为例，主动加入试点

的法院陆续增加到 73个。在试点法院，从 2001年以来一直低于 8％的家庭暴力的司法

认定率，上升到 29％以上。试点法院共发出 130多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9。裁定自

动履行率在 98％以上，居大陆各种民事裁定当事人自动履行率之首。“人身安全保护

裁定”止暴有效的同时，也使一些只要暴力停止就愿意继续维持婚姻的当事人，撤回了

离婚诉讼。更重要的是，由于法官性别意识的提高，有施暴倾向的当事人就不再能获得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2．《审理指南》的主要内容和试点成效被立法和司法政策吸收 

（1）立法 

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止家庭暴力的试点工作，先后推动了地方和国

家立法。2010年和2012年，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度分别被广东省珠海市和深圳特区两地

立法吸收。10  2011年4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领导委托法研所举办“人

身安全保护裁定制度立法调研座谈会”，专门听取全国试点法院的工作汇报。2011年6
月20日，全国人大法工委社会法室领导在全国妇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举办的反家暴

立法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词：“最高法院法研所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开展了反家暴试

点工作，取得了可喜效果。全国人大一直关注上述进展。目前，反家暴法作为预备审议

项目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工作计划，这标志着中国立法机关开始研究家暴问题

和进行立法论证工作。” 在全国妇联的推动下，反家暴法于2012年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批工作计划，2013年被提前到第二批工作计划。 
2011 年 6 月法研所向最高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领导小组提交了关于“民事保护令

纳入民诉法修改研究”，并被作为最高法院民诉法修改意见的一部分，提交给全国人大

法工委。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了行为保全制度，11从此，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度有了第一个程序法上的依据。12 

（2）司法政策 

2009年至 2013年期间，作为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办案手册，《审理指南》的理念、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度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的规定，被 6 个高级法院、11 个中级法院

9 截止 2013 年底，我们已经无法统计全国法院到底发了多少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但我们知道有一个法院发出

了 88 份。 
10
《珠海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2010），《深圳市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2011）。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00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

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

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

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

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12 “行为保全的情形包括：……在家庭暴力侵害等纠纷案件中，有时需要立即停止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实施

的可能造成危害的行为……”见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

社 2012 年版，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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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个市政法委文件转化为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13，在上述省市的婚姻家庭案件

审理中发挥着指导作用。 

二、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审理试点 

在涉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审理工作取得成效的基础上，2012 年 3 月，经最高人

民法院批准，法研所将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试点工作延伸到刑事领域。刑事领域的反家

庭暴力试点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一）定义家庭暴力。参照《审理指南》定义家庭暴力，同时将更多的罪名纳入涉

家庭暴力案件试点范围。人们通常认为跟家庭暴力有关的，是虐待罪、故意伤害罪、故

意杀人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试点工作不仅把非法拘禁、绑架、强奸（夫妻间、父女

间、恋人间）纳入视线，还将女性涉嫌强奸、抢劫、诈骗、挪用公款、贪污、绑架、盗

窃、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儿童等罪行背后是否存在家庭暴力因素纳入视线。 

（二）证据规则。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探索建立专家证人（意见）制度。考虑

到允许专家证人就“家庭暴力及其对受害人的影响”作证，将有利于合议庭在了解家庭

暴力关系中双方的互动模式，双方在情绪、经济、心理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其他基本特

征的情况下，作出更加公平公正的判决，我们将专家证人制度的探索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被纳入了试点范围。 

（三）量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中国大陆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允许对“婚恋、家

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的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罚，14但没有

具体规定引发刑事案件的家庭暴力类型，造成一些地方出现不管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行

为是控制型暴力引发还是抵抗型暴力引发的，被告人均可受益的现象。为改变这一状况，

试点要求法院在审理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时，区分控制型暴力和抵抗型暴力，对于抵抗

型暴力造成伤亡后果的，符合刑法第 232 条第 2 款规定的，尽可能在 3 年至 10 年有期

13
高级法院文件：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院《关于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司法保护的指导意见》（试行）（2013）；重庆

高院《关于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程序规定》（试行）（2010）； 陕西高院《人民法院家庭暴力案

件“人身保护令”实施规则》（试行）（2010）； 江苏高院、公安厅、妇联《关于依法处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0）；广东高院《人身安全保护裁定适用指引》(2010)；湖南高院《关于加强对家庭暴

力受害妇女司法保护的指导意见》（试行）(2009)；中级法院文件：深圳市《家事纠纷人身安全保护实施办法》和《人

身安全保护裁定适用指引》（2013）；青岛中院《关于婚姻家庭案件中实施家庭暴力“禁止令”的意见》(2012)；连

云港中院、市妇联、市公安局《关于涉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指导意见(试行)》（2012）；铜

陵中院《关于开展“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试点工作的暂行规定》(2012)；马鞍山市政法委、中院、市检察院、市公

安局、市妇联《关于人身安全保护试点工作的暂行规定》（2011）；阜阳中院《关于开展“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试点

工作的暂行规定》(2011)；芜湖中院《关于开展“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试点工作的暂行规定》（2011）；宿州中院《关

于开展“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试点工作的暂行规定》（2011）；合肥中院《关于开展“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试点工作

的暂行规定》（2010）；长沙中院《关于深入推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2010)。市委政

法委文件：长沙市《关于深入推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司法执法工作的若干意见》（2010） 
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 号）第 22 条： 对于因恋爱、婚姻、家

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

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维护

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9]217 号）第二部分第（一）条第一款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

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

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其他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

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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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内量刑。情节显著轻微的，判处缓刑。 

（四）专项培训。前述涉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审理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的经验显示，

专项培训是更新理念和提高审理技能的最有效方法，更是反家暴试点工作取得成效的基

础。2013 年 5 月和 10 月，共有 43 位刑事法官接受了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审理技能的

互动式专项培训，效果良好。一位中级法院的刑事法官接受了培训后表示：“现在当务

之急是把家庭暴力从家庭矛盾这个带有些许亲情温馨的中性社会学概念中独立出来，和

强奸、杀人等犯罪学概念放在一块。”这位法官带着反家暴理念回到单位后，花了半年

时间调研了该院下辖12个基层法院2008年至2012年已审结65件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

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15 
二、与《曼谷规则》的对照 

大陆干预家庭暴力的司法改革审判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照《曼谷

规则》的相关内容，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下面在审判工作层面，从定义、证据规则、量

刑、培训、法律和政策五个方面，将大陆法院的试点情况与《曼谷规则》进行简单的比

较。 

 

《曼谷规则》 大陆法院试点情况 

 做到 不足 

定义：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指对妇

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

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

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任意剥

夺自由，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

或私人生活中（第 9条） 

部分法院，尤其是试点法院，能

够平等、认真地对待发生在公共

生活中和私人生活中针对妇女

的任何暴力。  

统一认识，统一做

法，有待未来出台

的反家庭暴力法对

家庭暴力作出统一

的界定。 

证据规则和量刑： 

考虑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对触犯

刑事司法制度的妇女具有特定

影响（第 9条）； 

对女性罪犯量刑时，考虑到她们

的照看责任和通常的背景，法院

应有权力考虑减轻罪行的因素，

例如无犯罪史和犯罪行为相对

不严重及其性质（第 61 条） 

 

一直以来，大陆法院在这方面的

量刑不统一现象比较突出。有的

法院意识到家庭暴力对女性以

暴制暴行为具有特定影响，甚至

是引发女性犯罪的最主要原因，

因此，在量刑时给了充分的考

虑，对无犯罪史的女性被告人实

施抵抗型暴力构成犯罪，从轻或

减轻处罚的力度比较大，因此被

判非监禁措施的也不少。而有的

法院相对来说，性别意识比较缺

各地发展不平衡，

正在探索中。 

15 任国权、夏宁安/文，“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裁《人民法院报》2014 年 1 月 22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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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从轻减轻的力度较小。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试点工作借鉴国

际成熟经验，正在探索引入专家

证人，以协助合议庭查清案件背

后是否存在家庭暴力以及受暴

对女性被告人是否有影响。 

培训： 

为执法和司法人员提供有关两

性平等和妇女权利的培训和能

力建设（第 9条） 

法研所从 2008 年至今，共为来

自试点和非试点法院的 600 多

名法官以及部分试点法院所在

地的警察和检察官提供了互动

式的提高涉家庭暴力案件审理

技能的培训，效果良好。 

目前只是法研所开

展反家庭暴力试点

工作的配套内容，

尚未纳入各级法官

培训学院的日常课

程。 

法律和政策：敦促会员国审查并

酌情修订、修正或废除一切歧视

妇女或者对妇女具有歧视性影

响的法律、条例、政策、做法和

惯例（第 9条） 

无论是在婚姻家庭案件审判领

域，16还是在刑事案件审判领

域，都有法院出台具有社会性别

意识的指导性意见。有的指导意

见中的相关规定已经完全符合

《曼谷规则》的要求。如：温州

中院《关于审理涉家庭暴力刑事

案件的指导意见》（下称《温州

中院指导意见》）第8条规定：

家庭暴力的行为人长期对受害

人实施殴打、捆绑、残害、强行

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构成犯罪

的，应当从重处罚。家庭暴力受

害人在长期遭受暴力又得不到

有效救助的情况下，为摆脱施暴

方或保护家人，以暴制暴涉嫌犯

罪的，审理时应当充分考虑家庭

暴力的持续性特征以及双方力

量对比的失衡，在判断家庭暴力

受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

卫，以及是否属于防卫过当时予

以从宽掌握。以暴制暴构成犯罪

的，案发后能真诚悔罪，或取得

需要上升为全国性

的刑事司法政策 

16 见注解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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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及其家属谅解的，特别是

对家中尚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

养的女性，可结合其犯罪情节予

以较大幅度地从轻、减轻或免除

处罚。又如：湖南高院《关于加

强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司法保

护的指导意见》（下称《湖南高

院指导意见》）第19条：家庭暴

力受害妇女在长期遭受暴力的

情况下，为摆脱施暴方或保护家

人，杀害或伤害施暴方，构成犯

罪的，审理时应充分考虑引发犯

罪的动机和原因，对主观恶性较

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案发后真

诚悔罪，或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

谅解，特别是家中尚有未成年子

女需要抚养的女性，依法可以从

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第20条：

对“以暴制暴”服刑人员的减刑、

假释：对遭受家庭暴力而实施

“以暴制暴”行为的女性罪犯，

如果其在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

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

现的，且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

的，考虑其人身危险性一般不

大，可依法对其减刑幅度予以适

当放大，间隔时间予以相应缩

短；对于此类女性罪犯，根据其

犯罪情况和悔罪表现，确实不致

再危害社会的，可以依法从宽适

用假释。 

三、加快改进步伐的意见和建议 

（一）立法建议 

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必须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中针对女性的暴力行

为。从这个逻辑出发，对那些遭受家庭暴力而被迫转为施暴人的原家庭暴力受害女性，

应该变事后惩罚为事前保护，对那些在家庭中对女性施暴的家庭暴力行为人，应该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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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惩罚为事前预防。因此，应当尽快出台反家庭暴力法，作为满足上述需要的手段。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一是明确立法目的。制定反家暴法的

目的，是为了保护受害人，而不是为了保护婚姻家庭关系，以避免在实践中为了保护婚

姻家庭关系而牺牲受害人的人身权利保障这个重要目的。二是界定家庭暴力。即家庭暴

力不是家庭纠纷，而是亲密关系中的一方为了控制另一方而实施的侵害另一方基本人权

的暴力行为。三是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申请、证据审查标准、执行义务机关等，以便各

公权力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让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发挥强大的威慑作用。四是制定

符合家庭暴力特点和规律的证据规定，以有效减轻目前家庭暴力受害人承担的过重的举

证责任。五是建立有效的针对受害人的社会救助措施和针对施暴者的矫治措施。 

（二）司法政策建议 

1．应当一如既往地继续重视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试点工作，并逐步采取措施，把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认识、统一做法作为保护受害女性在家庭中的人身权利进而实现减少

受害女性被迫触犯刑法的目标。 

2．修改与完善审理涉家庭暴力案件适用刑事政策。目前，已有一些中高级法院出

台了关于审理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指导性意见。例如，对有施暴史的被告人，《温州

中院指导意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院《关于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司法保护的指导

意见》都将其之前的施暴史证据规定为对其酌定从重的情节；对以暴制暴的被告人，《温

州中院指导意见》和《湖南高院指导意见》都将其受暴史规定为对其酌定从轻的情节。

同时，也有一些试点法院正在探索在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审理中引入专家证人制度。建

议最高人民法院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和做法，在地方法院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针对

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专家证人制度和量刑规范，以确保女性被告能罪当其罚，罪刑相

适应。 

3．将社会性别意识和涉家庭暴力审理技能纳入法官培训课程 

鉴于培训对法官更新观念和了解家庭暴力特点和规律的重要作用，最高法院应当

尽快将提高涉家庭暴力审理技能的互动式培训纳入各级法院法官的在职培训课程中，以

提高审理技能、提升此类案件的审理质量，更好地分配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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