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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晓波 董楠

本报讯 今年起，伊滨区将在交通、教育等方面迎来大发展！
这是大河报记者从2017年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工作会议中获悉的利好消息。
会议提出，今年示范区将把工作力量向伊滨集中，力争用2

年左右时间，使伊滨板块与洛北板块、洛南板块、“六组团”在空
间、交通、产业、生态等方面实现有机对接。

□记者焦勐通讯员蓝惟东文
通讯员 蓝惟东 摄影

本报讯“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近日，武警驻偃某
部官兵在广东某地一营地内
喊杀声震天，这里正在举行新
兵实战训练，从徒手搏斗到捕
歼战斗，年轻的战士们初露锋
芒，他们的飒爽英姿已成为训
练场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训练场上，两名战士激战
正酣，一名战士闪身躲过“歹
徒”的一记重拳后，双手迅速
抓牢“歹徒”的脖颈处，右腿猛
地扫向其腿部，“歹徒”应声倒
地。

草地上小息，战士们围坐
在一起，仍在探讨训练心得。

“小李，你刚才的擒拿动作不
对，我要是‘歹徒’，这样就能
挣脱，你信不信？”说着一名和
小李同班的战士拉着小李，俩
人又操练了起来。

该部指导员告诉记者，

90%的新兵在入伍之前没有
接触过擒拿格斗，仅有5%的
新兵练习过散打、跆拳道等基
础格斗，在实战演练时，很容
易出现小“意外”，“刚刚一名
战士左闪勾拳，就打在了另一
名战士的鼻梁上，顿时鲜血直
流。”

不过，训练中受点小伤，
战士们都表示“很正常”，“哪
有训练不受伤的？”经过评比
竞赛、小组对抗等环节，年轻
战士的训练热情更加高涨。

“前方敌火射击”，捕歼
战斗的训练场上，引导员口
令刚落，一名官兵迅速卧倒，
寻找隐蔽物体，举枪瞄准目
标，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低
姿匍匐、侧身匍匐、跃进……
一个个战术动作不断重复演
练。

经过军营的各项实战训
练，新兵们已经开始逐渐“蜕
变”，未来他们将肩负起保家
卫国的重任。

除了通过妇联，通过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是有
效预防家庭暴力再次发生的关
键方法。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
现，去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4
天之后，荥阳市人民法院即颁
发了我省第一张“人身安全保
护令”。同时，据中国裁判文书
网的检索数据显示，从2016年
3月 1日至2017年 2月 28日，
全国法院共发出498份裁判文
书涉及“人身安全保护令”。但

是，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截至
目前，洛阳市无人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据介绍，人身安全保护令
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是法院
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
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
保婚姻案件诉讼程序的正常进
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申请内
容包括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
胁申请人或申请人的亲友；禁
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住处、学

校、工作单位或其他申请人经
常出入的场所200米内活动等
内容，有效保障了受害者的权
益和安全。

“保护令无人申请是多方
面原因造成的，其中就包括受
害者维权意识不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从《反家庭暴力法》
立法实施那天起，家暴已经不
再是一件单纯的“家务事”，家
暴受害者要勇敢地站出来维护
自身权益，向家庭暴力说“不”。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一年来，
女性维权意识有了很大提高

家暴面前，
不再做沉默的羔羊
□记者 章杰 李曼 通讯员 常丹 董翠翠

阅读提示 3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一周年的
日子。该法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也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家庭暴力这样
的“家务事”说不。

一年以来《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不仅使受害者可以通过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维护自身权
益和安全，同时也使多部门强强联合，杜绝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

对家暴忍让酿惨剧
为保护孩子 失手勒死了施暴的丈夫

仍在服刑中的李某时常会
想，如果《反家庭暴力法》早几
年立法实行，自己的境遇是不
是就会有所不同。

1999年，李某经人介绍认
识了丈夫王某，没过多久两人
就结为夫妻，然而，婚后李某才
真正见识到丈夫王某的另一
面。因为生性懒惰，婚后王某
一直与李某住在女方家里，不
愿打工赚钱，没钱就让李某找
父母要，若要不到钱，王某就打
骂李某。后来两人有了孩子，
原以为王某成为父亲后会有所
收敛，却没想到王某把气还撒

到了孩子头上，经常动手打骂
年幼的孩子。

李某挨打后委屈万分，也
担心会给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造
成不好的影响，就找本村长辈
调解劝说，可王某不仅不听劝，
反而认为李某让他在外丢人，
变本加厉地打骂李某。此后，
李某再也不敢找人说和，王某
一次次的家庭暴力让李某心灰
意冷，可王某威胁她，如果离婚
就杀光她全家，面对狂躁的王
某，李某无奈选择忍让、妥协。

2013年底的一晚，王某醉
酒后俩人又因家庭琐事发生争

执，撕扯中王某揪住儿子耳朵
扇脸，还威胁李某要捏死孩
子。眼看孩子哭得喘不过气，
情急之下，李某顺手用放在床
上的布腰带套在王某的脖子
上，待松手后发现王某不对劲，
王某经120抢救无效死亡。

这时，李某家人才想起到
相关部门求助，虽然经多次协
调李某被从轻处罚，但依然有
5年的刑期及其带来的骨肉分
离的痛苦，而这其中对孩子造
成的伤害更是无法估量。

妥协、忍让解决不了家暴
越来越多的女性受害者依靠妇联和法律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李某的遭遇可以说是家
暴中常见的事件，也是最让人
感到惋惜的。”洛阳市妇女联合
会（以下简称“市妇联”）工作人
员说，李某多年来一直遭受家
庭暴力，但为了这段残缺的婚
姻，为了孩子，为了家人的安
全，她一忍再忍，最后失手走上
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随着去年
《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和李
某有同样遭遇的家暴受害者，
境况已经开始发生改变。”

记者从市妇联权益部了解
到，2014年全市妇联系统接待
来访中家庭暴力占全年信访
量14%；2015年接待来访中家
庭暴力占全年信访量 18.9%；
2016 年家庭暴力占全年信访
量 25%。近几年的案件数据
显示，家暴事件中的受害者年
龄大多在 26 岁至 45 岁(占比

62.6%)，其中女性受害者超过
九成。“数据的不断增长，也显
示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朋友
们的维权意识已经有了很大
提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遭
受家庭暴力不是一件丢人的

“家丑”，也不是妥协和忍受能
缓和或解决的。

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出
台，越来越多的女性勇敢站起
来，坚强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
自己的合法权益。工作人员
介绍，若遭受家庭暴力，能报
警的要第一时间拨打 110 报
警，由警察对施暴者进行批评
训诫，严重者可给予相应的处
罚，出警记录也可以作为日后
对簿公堂的证据，受害人可申
请公安机关出具家庭暴力告
诫书，有条件的情况下自己也
应保存好照片、视频、录音等

相关证据。如果施暴者为初
犯或偶犯，双方还有继续共同
生活的打算和可能，可以到所
在地的社区或妇联组织申请
调解。

但是，如果施暴者经常实
施家庭暴力，双方也无法继续
共同生活，可以协议离婚，达不
成协议可到人民法院起诉。同
时，洛阳市妇联每周三下午“四
位一体”信访接待，有律师、心
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和
妇联干部共同接待来访群众，
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也可
协调社区、民政等相关部门提
供生活安置；必要时可协调相
关部门督促家暴案件的办理和
进展；对于在群众中造成恶劣
影响的案件，将协同相关部门
进行报道和跟踪问责。

“人身安全保护令”在洛阳依然无人申请
期待更多的家暴受害者要勇敢地站出来

今年伊滨区
将迎来大发展！
打通18条断头路，二广高速伊滨站牡丹文
化节前建成投用

交通：打通核心建设区18条断头路

会议透露，今年将加快推
进核心建设区28条道路段及
配套设施建设，年底前全部完
工，区域配套的超市等生活服
务设施将在今年牡丹文化节
前全部投用，吸引更多投资者
入驻该区域。

同时，还将加快伊滨区与
洛北板块、洛南板块连接的5
大联通工程建设，确保科技大
道与龙门大道连接工程、高铁
大道与龙门大道连接工程、二
广高速伊滨站在今年牡丹文

化节前建成投用。洛偃快速
通道拓宽工程10月底前完工。

按照“实现环通、方便出
行”要求，确保东环路二期、东
环路跨洛河桥、南环路、滨河
南路牡丹桥至龙门大道段牡
丹文化节前完工，滨河南路龙
门大道至新街桥段今年6月完
工，伊滨路与顾龙路7月份实
现通车。

此外，伊滨区今年将打通
核心建设区18条断头路，确保
2017年底前全部贯通。

教育：伊滨一中、北大公学小学部等今秋招生

今年伊滨区不仅在交通
上迎来大发展，同时加快了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

伊滨一中、北大公学小学
部、伊滨一实小、伊滨二实小
等都将于今年秋季建成开始
招生，伊滨区公立综合医院、
市第一中医院伊滨区医院将
启动建设。示范区还将积极
争取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新校
区年内开工建设，积极做好洛

阳幼儿师范等学校进驻前期
工作。此外，今年，伊滨板块
还将建成10个公厕、3个垃圾
中转站、2座变电站，更好满足
进驻项目、企业和居民的生产
生活需要。

在安置小区建设上，示范
区将确保伊滨区37栋楼6007
套住房上半年交付使用、68栋
楼 9224 套住房年底交付使
用。

军营“武林风”，
岂是花拳绣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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