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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不少驾驶员深夜经过成
都人民东路与顺城大街交叉路口时，
发现左转信号灯熄灭了，有人以为是
灯坏了，不知道该如何行驶。“左转弯
熄灯不是信号灯故障，是交管部门试
点的新型信号放行方式。”民警解释。

11月27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了解到，为减少
了路口的机动车空放现象和行人的等
待时间，交警部门在人民东路顺城街
交叉口和西大街沿线的东城根街、同
心路、金仙桥路四个信号灯路口试点
实施了深夜熄灭路口左转弯信号灯的
放行方式。也就是说，无论直行还是左转
车辆，只要看到直行信号灯绿了，便可以
通行。据悉，下一步，成都市交管局将在
有条件的路口逐步推广应用该措施。

成都交警利用新型信号机具备的
指定信号灯具熄灯功能，在夜间机动
车流量减少，信号灯控路口左转机动
车与直行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冲突
降低的低峰时段，选择视线良好的、路
灯照明条件较好的路口实施了熄灭路
口的左转弯信号灯，将路口由多相位
放行方式调整为两相位的放行方式。

“也就是说，无论直行还是左转车辆，
只要看到直行信号灯绿了，便可以通
行。”齐志刚说，该措施的实施时间是
每天0点至6点，目前，交管部门在人
民东路顺城街交叉口和西大街沿线的
东城根街、同心路、金仙桥路四个信号
灯路口进行试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四川方志馆川大分馆26日在四川
大学正式开馆。这是四川省建成的首
个大学方志馆，开校地共建方志馆藏
先河，推动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走
入大学校门。

四川方志馆川大分馆设于四川大
学江安校区图书馆内。为办好川大分
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连同全省
21个市州和部分县、区、市的地方志部
门，向分馆赠送了《四川历代方志集成》
等珍贵地方志书4120册。加上此前四川
大学珍藏的地方志书1972种5088册，目
前四川方志馆川大分馆收藏地方志书
达9200余册。今后，馆藏还将不断丰富。

据新华社

以遭遇家暴为由，2017年
11月20日，董女士向成华区人
民法院起诉离婚，半年后，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不准离婚，后经
过媒体采访，法官表示，要给男
方机会，给予半年的冷静期。

董女士上诉后，案件被发
回重审，今年6月，成华区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准许双方离婚，
财产一人一半，对董女士主张
的5万元家暴精神抚慰金不予
以支持，双方上诉，张先生要求
分割70%的财产。

10月31日，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准许董
女士和张先生离婚；婚内财产
分割，一人一半，北京房子归张
先生，成都房子归董女士，张先
生补房屋差价给董女士；张先
生赔偿董女士因为家庭暴力造
成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11月27日，董女士对记者
表示，这是经过斗争能够取得
的最大成果，尤其是这1万元的
精神抚慰金，意义深刻。

“如果没有精神抚慰金，对
于家暴男来说，打了就是打了，
违法成本很低，不用承担任何
后果，但是这1万元，就是告诉
家暴男，家暴有成本，违法了要
付出代价，结婚证不是家暴许

可证。”董女士说。
11月6日，董张两人先后拿

到判决书，11月14日，张先生一
次性支付了包括房屋差价和精
神抚慰金的170万元给董女士，
并且很快从成都房子搬走。

11月26日，董女士重新回
到家，把房屋打扫了一番，准备
搬进去入住，结束两年在外租
房子的日子。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爽
快执行法院的判决，并且很快
就把房子腾出来。”董女士说。

就这些消息，11月27日，致
电张先生向其求证，听闻是记
者，他立即挂断了电话，记者向
其发送短信也未收到回复。

记者获取的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决书显示，在庭审中，
张先生坚持辩称，夫妻俩主要
是因为在填报女儿志愿上发生
纠纷，属于家庭纠纷，其行为不
具备家庭暴力的主观故意性、行
为持久性、目的控制性以及后果
严重性的四个条件，无须向董女
士支付物质及精神损害赔偿金。

董女士说，在诉讼期间，张
先生曾向母女俩道歉，写过道
歉信，但从未有过悔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317
期开奖结果：423，直选：3117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10464注，每
注奖金173元。18807381.51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317
期开奖结果：42338，一等奖19注，
每注奖金10万元。377594737.88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136期全国
销售286999222元。开奖号码：
03 16 20 26 29 03+09，一等
奖9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5
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113
注，单注奖金364978元，追加32注，
单注奖金291982元。三等奖205注，
单注奖金10000元。1836618362.96
元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开奖前奖
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
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
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
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
年1月31日)

体彩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19136期全国开奖结果：01
04 05 10 16 22 25，特别号
码：0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9317期开奖结果：
54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福彩

兑彩票

左转弯信号灯故障？NO！

这是新型信号放行模式

四川首个大学方志馆
落户四川大学

我新生了！

被 家 暴 致 耳 膜 穿 孔 诉 讼被 家 暴 致 耳 膜 穿 孔 诉 讼 22 年 终 离 婚年 终 离 婚

女教师拿到1万精神抚慰金：

2年前，董女士被家暴后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引发关注。
近日，此事又迎来新进展，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准许董女士和张先生离婚；婚

内财产分割，一人一半；张先生赔偿董女士因为家庭暴力造成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2017年6月27日，遭遇家暴后，董女士和女儿东躲西藏，一边应对丈夫的威胁恐吓、跟

踪监视；一边寻求法律的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终结噩梦般的婚姻。
“经过两年诉讼，我的案子终于结束了，拿到遭遇家暴的精神抚慰金，钱虽少，但意

义深刻。”11月26日，董女士对记者说，自己新生了。

董女士与前夫张先生是辽宁
铁岭老乡，又同在成都一高校求
学。临近毕业，张先生向董女士表
白，两人确定关系。毕业后，董女士
留校任教，张先生前往北京某研究
所工作，1998年6月6日，两人结婚。
家暴，在恋爱期间，没有任何征兆。

“大家都说他性格好，不急躁，
整天笑眯眯的。”董女士说，但婚
后，他就开始显露语言暴力。

董女士性格直，神经大条，一
开始和丈夫吵架，针锋相对，毫不
退让，总想，能过就过，过不下去

就散了。婚后四年，丈夫也调回成
都，结束异地分居。

2004年，女儿5岁，两人再次争
吵，董女士朝丈夫扔了一只塑料碗，
那碗是女儿的最爱，女儿被吓得大
哭，问“妈妈，你为什么摔我的碗？”

女儿稚嫩的质问，让董女士
觉得亏欠，下定决心再不会当着
女儿的面争吵。后来，一次次的争
吵中，张先生发现，女儿是董女士
的软肋，就开始对女儿打骂。

2006年秋季 ，董女士与丈夫
争执，他把东西砸得满地都是，女

儿用头撞桌子，问父母：“是不是
我不好，没有每次考第一，才惹得
你们吵架？”

女儿这一撞，把董女士的心
都撞碎了。她走在丈夫面前，跪了
下来。“我保证，从此以后再也不
跟你争吵了。”丈夫没理她。

跪下那一刻，她就后悔了，
“当着女儿的面，给他爸爸下跪，
是在纵容他的暴力行为。”

据董女士讲述，事实正是如
此，女儿高中后，张先生在家里装
了三个监控，专门监视女儿；女儿

高三时，张先生提出收养一个男
孩，被董女士拒绝。

“可能是我拒绝，导致他把所
有怒气都发泄在我们母女身上。”
董女士说，张先生一两个月打骂
女儿一次，甚至半夜把女儿拎拉
起来骂一通，并警告董女士不许
护着，“你越护着我越要弄死她”，
董女士心惊胆战，劝女儿忍耐。

董女士说，她打算把问题集中
到女儿上大学后，一次性解决。

没想到，还是没有等到那
一天。

2017年6月27日，报完警，母
女俩赶往医院就诊，董女士和女
儿见到了张先生，是警方将母女
俩就医地址告诉了张先生。

董女士说，张先生看到母女
俩，不问伤势不关心病情，说了
一句“你来了”。随即，匆匆离开
医院，董女士说，丈夫赶着回去
删监控，取快递和遛狗。

母女俩再也没有回家，在川
大附近找了一所连锁酒店，更换
了电话号码。“大学人多，如果他
找到我们，打我们，我们还有地方
躲。”董女士说，所幸女儿早有准
备，离开前，她折身回卧室拿了救
生包，那里装着一点钱、充电宝和
手电筒、随身用品。但因为2016年4
月，丈夫失业，为了照顾他的自尊
心，她把自己工资都存在了丈夫名
下，自己手上只余数千元。

董女士说，她不敢告诉娘
家，可是还是被觉察出异常，弟
弟赶到成都，见到她这样都不
敢相信。“问我怎么会把日子过
成这个样子？”董女士说，这个
问题往后的两年，她一直在问
自己，“我只想不要影响女儿，
遇事选择避开，渐渐迷失自己
不自知。”

她和女儿东躲西藏，住在各
大学校附近酒店，不敢住亲戚

家，但凡有哪个亲戚有她们的信
息，张先生就威胁骚扰别人，警
告“在谁家都会给谁带来很大的
麻烦，我终究会知道谁在庇护
她，不让她改正错误，那是在坑
害她，离间我们父女关系的人会
很倒霉，包括任何人”。

2017年8月6日，张先生成
功跟踪到省体育馆附近的酒
店，当时，女儿正在楼上房间睡
觉 ， 董 女 士和弟弟外出回酒
店，正遇到张先生与大堂经理争
吵，他索要母女俩房间号。“我
们换了手机号，且没有告诉别人
手机号，他说是通过网上买到
的。”董女士说，她报了警，警方
来了，警告他不许上楼乱敲门，
他就躺在沙发上，打算守株待
兔，等母女俩下楼。

“我很害怕，只能把律师叫过
来，律师再次报了警，并且陪我们到
半夜，次日才换了酒店。”董女士说。

拿着报警记录、聊天短信、
伤情诊断等记录，2017年8月8
日，董女士向成华区人民法院申
请人身保护令，一天后，她拿到了
为期半年的保护令，从此，丈夫停
止了无休无止的骚扰威胁谩骂。

“真的很感谢法院的这一纸保
护令，让我们很害怕很惶恐的内
心，得以暂时的安宁。”董女士说。

暴 一两个月打骂女儿一次，甚至半夜把
女儿拎拉起来骂一通，并警告董女士不许
护着

四川宜宾五粮液机场
12月5日正式通航

12月5日，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
区宗场镇境内的宜宾五粮液机场将正
式通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宜宾
五粮液机场了解到，宜宾军民合用机
场迁建工程、航站楼及配套设施扩建
工程顺利通过了行业验收，这标志着
宜宾军民合用机场迁建项目民航部分
建设任务已圆满完成，宜宾五粮液机
场已经具备使用和通航条件。12月5日
宜宾五粮液机场正式通航后，位于岷
江边的宜宾菜坝机场将停止使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2017年6月27日，是董女士
永远记得的日子。在女儿填报高
考志愿时，丈夫张先生与女儿起
了争执，女儿想报北航，她当然是
支持的，在前期，丈夫对女儿报志
愿不置可否，这两天他突然改主
意让女儿报中科大或者南大。

董女士说，当天，她和女儿
在厨房忙活，张先生喊母女俩到
客厅“商量一下”。

6月25日，三人已经商量过
一次，最终结果是，以张先生用
电蚊拍打女儿告终。董女士说，
在拦阻丈夫过程中，自己大腿被
电蚊拍磕伤至淤青。

这一次再商量，张先生又发怒
了。董女士说，当时丈夫拿起杯子

往自己砸了过去，她一躲，杯子掉
在地上碎了一地，他冲了过来，抓着
自己的头发，左右扇耳光，她两眼冒
金星，只听到脑袋里嗡嗡作响。

董女士隐约看见，女儿抱着
爸爸的大腿，拍了拍，女儿保护
董女士，张先生怒气更甚。董女
士回忆道，丈夫把女儿拎起往地
上一摔，脚死劲往女儿腰上乱
踩，女儿的手撑在地上，玻璃扎
进手掌，血沾在前襟，触目惊心。

女儿爬起来，往房间拿包，
往外跑，董女士紧随其后，两人
一边跑一边报警，后经医院诊
断，董女士左耳鼓膜穿孔，后经
过司法鉴定为轻微伤；女儿的手
掌被缝了三针。

家，本应是遮风
挡雨的避风港，怎能
成为滋生暴力的温
床？伴侣，本应互助
相守、风雨同舟，怎
能成为暴力的主推
手？家庭暴力早已不
是家务事，而是有法
可依的违法行为，反
家暴更是全社会共
同的责任。家暴，只
有零次和无数次。委
曲求全、一味退让，
只会让暴力气焰越
来越烈；拿起法律武
器勇敢面对，才是止
暴制暴的正确选择。
让施暴者付出应有
代价，让受害者获得
身心安慰，值得全社
会思考。反家暴，零
容忍！

是不断的积累
为女儿步步退让 暴力却“变本加厉”2

应对跟踪监视
申请人身保护令

逃 拿着报警记录、聊天短信、
伤情诊断等记录，董女士向成
华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近日，浙江温州苍南县法院矾山
法庭发出温州市首例保护男性的人
身安全保护令，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11月26日，记者专访了办理该起案件
的矾山法庭卢法官。

男子不堪家暴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让老婆远离我

据卢法官介绍，今年40多岁的吴
某与妻子林某结婚多年，夫妻因两人
性格不合，经常吵架并早已分居。吴某
开有一个早餐店，分居后，妻子林某好
几次叫她的兄弟、嫂嫂、姐姐等亲属来
骂他，到早餐店闹事，并对吴某进行围
殴，将其打伤。经过派出所调解，女方
赔过钱。后来男方搬到父母家居住，妻
子林某再次纠集一帮亲戚上门，把他
父母家的门窗、家电全部砸坏。

吴某无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同时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希望法
院“帮忙”让老婆“远离我，远离我的父
母”。经审查核实，矾山法庭作出裁定，
向吴某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林
某对吴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林某骚扰
吴某及其父母，保护令有效期为6个月。

“保护令并不是说要派人对被害
者进行贴身保护，而是会给到当事双
方及所属的社区、居委会、妇联、派出
所来共同监督，禁止加害人再次实施
暴力。如果保护令发布后，加害人仍
然进行家暴，当事人可以拨打110报
警，或向法院反映情况，法院将视情
节轻重，对加害人处以罚款、拘留，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卢法官认为，一般来说遭受家暴
的一方多是女性，女性可以向妇联寻
求帮助，或拨打110报警，还可以向法
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相比之下，男性可
以反映家暴问题的相关单位要少一
些。这个案子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
面前男女双方一视同仁。

90%保护令申请人为女性
受到家暴要勇敢地站出来

据《羊城晚报》报道，自2016年3
月正式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明确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以来，截至今年
10月，广州各基层法院共受理人身安
全保护令申请170件，绝大多数（90%）
为妻子因遭受丈夫家暴而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170件人身
安全保护令申请中，仅有6件当事人
提出了延长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目前在人身
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受害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认
知度不足，证据收集不完整。

“证据可以是遭受家暴受伤的照
片、报警记录，也可以是威胁的短信。
它不一定要必须达到某种程度。有的
已经被打了，有的面临现实的威胁和
恐吓，或处于危险之中，都可以作为
证据。只口头上说没有用，要提供一
定的证据证明。”卢法官说。

卢法官建议，遭受家暴的一方，
特别是女方，如果是忍气吞声，有一次
就有两次，有两次就有三次。受到家暴
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说，马上报警或找
妇联、当地居委会反映情况。同时保留
相关的照片、病历、报警记录等，作为以
后保护自己权利的证据。“这个是社会
问题，不是某一家单位能够解决的，需
要整个社会来共同宣传和抵制家暴
行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蓝婧 任江波

他遭妻子家暴
获6个月人身安全保护

法官：
家暴面前
男女一视同仁

反家暴，
零容忍！

新华锐评新华锐评

法
“精神抚慰金这1万元，就是

告诉家暴男，家暴有成本，违法
了要付出代价，结婚证不是家
暴许可证”

诉讼两年终于离婚成功
丈夫判决后一次性支付170万

董女士左耳鼓膜穿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