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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54份，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再启“预判+心理干预”

设立“心灵驿站”，从源头遏制家暴
本报3月7日讯 对于家暴
行为，惩罚并不是目的，关键是
要化解家庭的矛盾。今天，长沙
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设立了“中
国白丝带志愿者”心灵驿站，引
入专业心理咨询师来处理婚姻
中的不稳定因素， 抚慰受暴者
的心灵创伤， 从源头化解家庭
矛盾。

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54份
2016年3月1日，长沙天心
法院在全市率先成立了第一个
妇女维权合议庭， 为有效遏制
家庭暴力的发生， 截至2017年
12月底， 该院共发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54份， 发出数量在全省
各基层法院中位列第一。 对于
违反人身保护令的当事人，法
院也予以严肃查处。
家住长沙市天心区山水印
象小区的胡女士经常因为家庭
琐事， 遭到丈夫家暴。2017年7
月17日， 天心法院向胡女士发
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其丈
夫王某采取殴打、辱骂等方式来
施行家暴， 有效期为6个月。然
而，在11月7日，胡女士向法院
反映丈夫王某仍在保护期内施
行家庭暴力。经法院查实，对施
暴者王某采取了拘留5日的行
政处罚。 这是自《反家庭暴力
法》实施以来，湖南省法院系统
第一次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施暴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2017年， 天心法院受理了
周某诉谢某离婚一案。 在法庭
调查中发现， 周某和谢某结婚
十年， 谢某只要看到周某和陌
生男人讲话， 或看到周某手机
里有陌生号码就会对其打骂，
上演了真实版的“不要和陌生
人说话”。2017年12月27日，天
心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依法作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民事裁定，
裁定禁止被申请人谢某对申请
人周某采取殴打、辱骂等方式实
施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从源头遏制家暴
“心灵驿站”成立后，每周
星期二下午，“中国白丝带志愿
者” 组织会派一名志愿者驻天
心法院开展日常性的心理咨
询。针对家暴案件，法官首先进
行预判，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后，
会交给派驻的心理咨询师来进
行心理疏导。同时，每一个案心
理干预情况会被制成报告材料
向法院反馈， 而这些材料也将
作为审理案件的参考依据。
“引进专业心理咨询机构，
可有效地从源头遏制家暴行为
的发生。”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家
事少年审判庭庭长董燕说，家
事案件审理看似简单， 但要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实属不易，需
要借助社会各界力量来化解家
庭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毕竟审
判不代表就结束了， 这其中还

包括诉前调解、心理咨询、家事
调查、家事回访等环节。
今后， 天心法院将充分发
挥“心灵驿站”的重要作用，通
过培训、接受心理辅导、一对一
帮扶等多种方式， 加大和加深
对涉家暴案件当事人心理干预
力度，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
预。同时，积极与各联动部门开
展反家暴工作，努力做到从源头
上减少家庭暴力。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彭丁云 周智勇 文天骄

法律名词
什么是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
事强制措施， 是人民法院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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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安全
保护令可以禁止被申请人实施
家庭暴力、 可以禁止被申请人
跟踪、骚扰、接触申请人及相关
近亲属、 可以责令被申请人迁
出申请人住所、 可以责令被申
请人不准进入申请人居所周围
若干米以及保护申请人等其他
措施。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 人民法院予
以训诫, 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下
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专注做一件事情，是一种坚持，也
是一种奋斗精神。把每一条焊缝、每一个焊接产品都当艺术品去完
成，像插花、绘画一样，赋予“美”的观感。

看看焊接“女神”是怎样炼成的
赵小燕：专注做一件事情就是一种奋斗精神
“把所有的事情都当自己
的事情认认真真去做。”是楚天
科技主任工程师赵小燕对于
“奋斗”的理解。从一名清洁工
到焊接高级技师， 从一个贫困
山区的小丫头到上市公司的主
任工程师， 从什么都不懂的学
徒到全国技术能手……这一步
步的成功都是她不怕脏、 不怕
累、不断奋斗出来的。
1996年，由于家境贫寒，家
里排行老大、 初中毕业的赵小
燕从陕西农村老家只身来到北
京， 在一家生产制药装备的公
司车间里做清洁工。
在每天扫地倒垃圾的过程
中， 车间里的一对焊工师徒引
起了赵小燕的注意： 做徒弟的
男孩在桌子前拿着焊枪“缝缝
补补”，“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感觉也很轻松”；做师傅的只需
偶尔提点徒弟几句，即便如此，
大家都尊称他为“张总”。
“我也想被人尊重。” 赵小
燕萌生了学习的念头， 可曾经
工作的北京那家公司， 焊工都
是男性。当她提出要学焊工时，
车间主管要求用80张重达数吨

7日上午，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为外卖女骑手免费体检。
记者 杨洁规 摄

顶起半边天
五成女骑手为“90后”
关注“外卖小妹”，爱心医院提供免费体检
本报3月7日讯 用手指轻轻
一点， 点一份外卖已成为很多人
的一种习惯， 而在这份便利的背
后，需要外卖送餐员的辛苦劳动。
“三八妇女节”将至，今日，省第二
人民医院联合饿了么启动“风中
小妹”关爱计划，为来自长沙的30
名外卖女骑手免费体检并建立健
康档案。
上午 9 点 ， 记 者 在 医 院 体 检
中 心 看到 ， 外卖 女 骑 手 都 领 到
了一 份健 康 体检 导 检 单 。 医 院
除了为她们建立健康档案，还
配 备了 专业 心 理医 生为 其 进 行
心理辅导。

“我们常常感受到很大压力，
一是工作时间长， 再就是顾客的
不理解。” 女骑手曹琴丹告诉记
者，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她们除了
承受外界压力外， 有时还要面对
亲人的不理 解。“今 天既 做了 体
检，又学会了解压方法，对我来说
还是很受用的。”
省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周奇介绍，待结果出来后，医院会
派出医生对此次的体检报告进行
解读，如有需要，医院还将有针对
性地安排义诊或为她们提供心理
减压课程。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徐珊

节日·故事 “
送餐让我更充实”
在这30名女骑手中， 年龄最
小的龙求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龙求姐1997年出生，来自湘
西凤凰， 在长沙从事饿了么外卖
骑手的工作不到3个月。“年前为
了赚 钱 回家 过年 ， 才 去 送 外 卖
的。”她负责雨花区雨花亭区域内
的配送， 每天平均能送20多单外
卖，一单平均能挣5元，每天大概
能获得100余元的收入。“最多的
一天送了43单，从上午10点忙到
晚上10点， 就给自己留了吃饭的
时间。”
交谈中， 龙求姐谈到了一个

印象深刻的例子。上班第一天，因
为不熟悉路线， 只能按照导航提
示的路线走， 结果第一单送了一
个多小时，“好在跟客户解释后，
得到了谅解。”龙求姐说，还有几
次，因客户的地址填得不准确，没
有按时送达而被客户投诉， 让她
有些委屈。
“只要跟上配送节奏，我觉得
还好， 每天都让我过得很充实。”
龙求姐说， 她的上一份工作是房
地产销售，现在改行送外卖，她乐
在其中。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徐珊

赵小燕在生产车间工作。

的不锈钢板打磨成指定形状的
艰巨任务作为门槛， 要强的赵
小燕接受了任务。15天后，任务
顺利完成。
通过三个月学习， 赵小燕
熟悉掌握手工氩弧焊。1998年，
赵小燕拿到初级焊工证书，当
时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按
国家考级要求学下去， 完成终
极目标。
作为一名女性， 成为这个
职业里的佼佼者并不容易。多
年与焊枪、焊丝打交道，带给赵

小燕的除了粗细不一的手腕和
被噪音略微损害的听力， 还有
用自己的技术实现“受人尊重”
的愿望。 赵小燕告诉记者：“人
生的坚持，学习的坚持，尽管遭
遇困苦， 但是我们却能在一次
次的苦难中成长，重新爬起来。
这就是奋斗的人生。” 如今，坚
持下来的她， 逐渐体会到“焊
工”这个职业的魅力，已经成为
了许多年轻工人心中敬仰的
“大神”。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张飞 苏健

节日·数读

近一半女骑手是90后

随着外卖行业的高速发展，
外卖 骑手 群体 的 规模 也 与 日 俱
增 ， 能 顶“半 边 天 ” 的 女 性 纷 纷
加 入 骑 手 大 军 。“三 八 妇 女 节 ”
前 夕 ， 美团 外卖 发 布 女 骑 手 大
数据。
从女骑手的年龄层面分析，
45%的女骑手都是年轻的90后，
37%的女骑手属于30岁到40岁年
龄层， 在这些女骑手之中有的是
兼职学生，有的是全职妈妈，还有

微笑女神。
美团外卖大数据显示， 尽管
美团外卖女骑手只占骑手总量的
10%，但每10位女骑手就有3位是
地区TOP10。 因为要兼顾家庭和
孩子，多数女骑手每天平均工作3
小时， 低于骑手小哥的平均配送
时长。不过，从消费者反馈来看，
女骑手配送服务质量更加细致，
客户好评度更高。
■记者 杨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