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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温暖、关怀、安全、团结、
宽容和接纳的地方。1993年2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作出决
定，从 1994 年起，每年的 5 月 15
日为“国际家庭日”。婚姻家庭关
系是基础社会关系，婚姻家庭稳
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我
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婚
姻家庭矛盾呈现多发态势。2017
年我市登记结婚的夫妻为 10634
对，而离婚的夫妻多达 2642 对，
当年离婚的夫妻与结婚夫妻比例
为 1：4。日前，法院召开了少年
家事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剖析
了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并公布
了5起家事审批案例。

据介绍，我市离婚纠纷主要
呈现出以下特点：

1.随着经济条件改善，物质
生活水平提高，个体权利意识、自
由意识、发展意识不断增强，结婚
不再是柴米油盐搭伙过日子，人
们的精神追求、对婚姻生活的质
量要求都在不断提高，这也带来
离婚案件量的逐年提升。据法院
少年家事审判庭统计发现，离婚
案件原告当事人女性多于男性，
好聚好散、和平分手是大多数人
的选择。诉讼离婚的案件有
86.26%是在法官主持调解下自愿
达成了离婚协议。从中可以看
出，情感利益往往已成为当事人
的首要追求，而对财产分割、子女
抚养费用等经济利益不再斤斤计
较。

2.当事人的年龄、婚龄跨度
大，有 20 多岁闪婚半月即闪离
的，也有 80 多岁已度过了“金钢
钻婚”婚龄60余年的夫妻。其中
30~40 周岁年龄段离婚的最多，
占比 41.21%；40~50周岁年龄段，
占比 27%。30周岁、40周岁左右
出现两个离婚高峰期。从婚龄
看 ，婚 龄 在 4 年 以 下 的 占 比
18.8% ，婚 龄 在 4~7 年 的 占 比
23.18%，而婚龄 7 年及以上的达
58.02%，占比最多，印证了“七年
之痒”的说法。

3.不同年龄、婚龄段当事人
离婚的原因各不相同。年纪轻、
婚龄短的人群中，婚前相互了解
不够，仓促结婚的基数大，且多数
为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任
性，婚后不懂得尊重对方父母，缺
乏相互照顾对方、主动承担家务
的意识，有些年轻人还停留在喜
欢打游戏玩手机的阶段，尤其是
生育子女后家务负担重，年轻的
他们不能及时转换角色，承担起
为人父母的责任，为此产生矛盾
闹离婚的现象不在少数。仅
2017年，法院受理女方在哺乳期
起诉离婚的案件就多达 15 起。
中年群体离婚的主要原因在于性
格不合，长期存在琐事矛盾、经济
纠纷、子女教育分歧等。原本为
了孩子凑合过，但熬到中年，孩子
上大学了、成家了，提出离婚的便

不少，每年暑假期间会形成离婚
案件收案的小高峰。此外，中年
夫妻一方具有明显的人格缺陷、
对家庭不负责任的行为，如过于
自私、专制、涉及赌博、有外遇、酗
酒、涉毒品、犯罪后被长期羁押、
或长期外出打工分居、出国劳务，
以及因家庭暴力而提出离婚等。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法
院审结涉及家庭暴力离婚案件
59件，为保护遭受家暴当事人而
发出人身保护令5份。老年离婚
群体中再婚家庭居多，特别是再
婚未生育子女的家庭，因赡养、看
病花费承担等矛盾导致老年夫妻
感情危机。

4.跨地域婚姻、闪婚、再婚、
夫妻年龄差距大等情形系高危婚
姻，更容易引发离婚问题。尤其
是再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的家庭
离婚率较高。而在筹备结婚过程
中因不当索要彩礼，索要彩礼数额
过大，因此两个家庭结下矛盾导致
离婚的不在少数。而在离婚过程
中，为返还彩礼，或返还一方父母
为子女结婚购房购车投入的大额
资金，往往矛盾较大，难以调和。

5.还有一个特别的“独生子
女”离婚现象，独生子女婚后与一
方父母同住，因父母过多参与子女
婚姻生活导致小夫妻矛盾的现象
频繁。有些父母无原则地偏袒自
己子女，不善于调和矛盾，导致小
夫妻间矛盾扩大升级，使得本来还
有和好余地的小夫妻也最终以离
婚收场。

案例一：
中年男子强奸幼女案

【案情】被告人甲某（43周岁）
一边让女儿的同学、被害人乙某
（不满12周岁女童）观看黄色视频，
一边抚摸乙某胸部，事后以曝光看
黄片摸胸事件为由，哄骗、要挟乙
某，先后三次与乙某发生性关系。
后因被害人母亲发现报案，甲某被
抓获。2017年2月被法院以强奸
罪判处甲某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
治权利一年。

【点评】该案是法院审理的性
侵女童案中较有代表性的案件。
犯罪事实发生于熟人之间，被害女
童的家长出于对被告人的信任，未
加以警觉、防范。女童年幼，受害
后未能及时告知家长而使被告人
的犯罪行为一再得逞。

法院少年家事庭2017年审结
的14件性侵女童案件中，有12件
发生于被告人与被害人间存在老
乡、同事、朋友、亲戚的熟人关系，
时间主要集中在寒暑假期间，受害
人缺少家长、成人的有效看护陪
伴，孩子遭遇侵害常不能及时发
现，也给司法部门办案取证带来困
难。

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广大市
民，今后在对幼儿的全面监管确有
困难的情况下，家长也要有针对性

地对孩子做好关键点关键事的教
育、提醒。有关职能部门、学校、社
区也应加强对周边环境的整治巡
查，寒暑假期间组织开展一些社
区、集体活动，为家长监管有困难
的孩子提供正当的活动和游戏场
所，尽量防止不法侵害事件的发
生。

案例二：
再婚夫妻离婚析产案

【案情】原告张某某诉称：与被
告李某经婚介介绍相识5个月左
右登记结婚，双方均是再婚。婚后
自原告怀孕双方常为家庭琐事发
生矛盾，被告对原告冷淡，原告即
住回娘家，独自生育孩子并承担了
相关费用。被告对原告及女儿漠
不关心，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现原
告诉请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婚生女
由原告抚养，被告依法承担抚养
费。

被告辩称：同意离婚并由原告
抚养女儿，要求原告返还礼金1.8
万元、前子女改口费10001元，返
还为在原告婚前购买的房产上添
加被告的名字给付的20万元，返
还房屋装修费12万元。

【裁判】法院审理认为，原、被
告因婚前了解不充分，婚后在短暂
共同生活期间内即因经济及与前
子女相处等原因产生矛盾，现双方
均同意离婚，应予准许。

原告认为礼金、改口费及 20
万元均是被告自愿给付的彩礼，不
同意返还。法院认为在原、被告领
取结婚证之后通过被告父亲转账
到原告父亲账上20万元，不符合
一般礼金给付的方式、数额。结合
被告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印证该
20万元是因为原告答应在婚前购
买的房产证上添加被告的名字而
由被告交付的房款的事实。由于
原告并未将被告的名字添加到房
产证上，该20万元房款理应返还。
被告父亲为原、被告结婚而支付的
房屋装修费应视为对两人的共同
赠与，因装修附属于房屋归原告所
有，原告应折价返还给被告一半。
被告给付的彩礼、改口费因双方已
结婚共同生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返还情形，无须返还。

综上，法院判决准予原、被告
离婚；婚生女由原告抚养成人，被
告承担抚养费，并享有探望女儿的
权利；原告于十日内返还一半装修
折价款55000元和20万元房款给
被告。

【点评】父母为儿女结婚在经
济上参与、支持的现象较多，包括
出资购房、赠送彩礼等，往往金额
巨大。而按照民俗习惯，又不宜要
求对方出具给付凭证。一旦夫妻
关系出现矛盾，特别是闹离婚时常
各执一词，举证困难，法院认定事
实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案判决
由原告返还20万元房款，一是结
合了被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二也结
合了社会风俗习惯、礼金给付的一
般社会行情和生活情理等因素进
行综合认定。判决后双方都服判
息诉，原告已自觉履行了法院判
决。

案例三：
耄耋老人离婚纠纷案

【案情】原告诉称，原、被告于
1960年举办婚礼共同生活。婚后
生育三个子女现均已成年。婚后
原告对被告极尊重，家中大小事情
均由被告做主，存款也由被告保
管，被告却不将原告放在心上，近
年来更是无端猜忌并殴打原告，还

带着家中房产证、存款等离家出
走，完全不顾及原告。被告的行为
已深深地伤害了原告，夫妻感情已
破裂，诉请法院判令原被告离婚；
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被告辩称其现已86岁，患有
癌症，为不拖累原告，同意离婚。

【裁判】法院经审理查明：原、
被告矛盾激化主要是因为被告患
脑梗后常常感觉原告的房间有他
人进入，认为原告有不可告人的秘
密，为此还多次报警，伤害了原告
的感情，原告认为无法正常生活而
提出离婚。

法院认为，原、被告结婚、生儿
育女已57年余，夫妻间是有感情
的。虽因双方性格差异，为经济及
生活琐事有矛盾，但双方能克制谦
让，相伴至今，实属不易。现两人
均进入老年，双方身体均患有疾
病，理应相互照顾，共度晚年。原、
被告的子女均有协助父母妥善处
理生活矛盾，不要轻易离婚，维持
完整家庭的良好愿望，且原、被告
有两处房产，具备分开居住的条
件，在儿女的协助下，通过暂行分
开居住的方式，原、被告间的矛盾
是可以化解的。对原告要求与被
告离婚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
持。判决不准予原、被告离婚。

【点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
有家庭和谐稳定，社会才能安宁。
婚姻家庭不仅是男女双方两个人
之间的感情问题，也涉及其他家庭
成员间的亲情和众多的社会伦理
道德问题，人民法院对婚姻家庭纠
纷依职权进行干预，体现出国家职
能部门对社会整体婚恋道德风尚
的引导作用。本案原、被告均同意
离婚，法院判决不准予原、被告离
婚，是在对原、被告具体的情形，家
庭子女的意愿，解决家庭纠纷的有
利条件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后
作出的恰当判决，既化解了当事人
的感情纠纷，维护了家庭的完整和
谐，也有利于两位老人安度晚年。

案例四：
孩子变更抚养权纠纷案

【案情】原告丁某诉称：原、被
告于2011年6月30日登记结婚，
2012年2月2日生育一女，2015年
2月10日生育一子。2017年4月夫
妻感情破裂，遂协议离婚，约定了
子女的抚养与探视权。离婚后被
告拒不履行协议，不准许原告行使
探视权，以致两子女对原告形同路
人，为保障两子女的健康成长及
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请法院判决
婚生子由原告抚养、被告保障原
告行使对婚生女的探视权。

被告孙某辩称，原告在其怀
孕期间出轨，离婚时表示不要孩
子也不承担抚养费。离婚后原告
来探望孩子，因孩子不愿意见他
就要求变更抚养权，她不同意变
更婚生子的抚养权。在不影响女
儿正常学习、生活的情况下同意
原告对女儿进行探视。

【裁判】法院审理查明，2017
年4月原、被告协议离婚，约定两
个子女均随被告生活，被告自愿
承担子女生活费用，不用男方承
担。男方可在寒暑假不影响孩子
学习生活的情况下，进行探视或
接去居住。离婚后被告与父母共
同照料两个子女，生活安定有
序。2017 年 10 月原告来被告处
探望子女。期间儿子已不认识原
告，女儿对原告也表现得淡漠有
隔阂，原告认为被告不能保障其
探视权而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原、被告离婚时对
两个子女的抚养权、生活费用、探

望权问题进行的协商，理应是慎
重、周全考虑的结果，协议并不存
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是双方的真
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
性规定，对原、被告均具有法律约
束力。原告在离婚后短期之内提
出变更儿子抚养权请求，未能提出
充分的理由与证据。经法院调查
走访，现两子女随被告生活，生活
比较正常、稳定，并无不利于两子
女健康成长的因素和事件，故判决
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

【点评】夫妻离婚协议确定的
对孩子的抚养方式，是双方在决
定解除婚姻关系时，对夫妻共同
财产、在婚姻中是否存在过错、双
方的经济能力、对孩子的抚养条
件等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
作出的决定，只要是双方的真实
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
定，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非经双
方协商一致，单方不得擅自变更
撤销。本案原、被告子女年幼，由
于长期与原告缺少感情联络交
流，在原告前来探望时有陌生、害
怕的表现也属正常，原告以此为
由要求变更抚养关系不符合法律
规定。离婚后父母子女的亲缘关
系并不改变，但双方应顺应和兼
顾离婚后的现实生活状况，以恰
当的方式关心、教育子女。法庭
已劝导被告及父母加强对孩子的
引导、教育。

案例五：
未成年人网络盗窃案

【案情】被告人唐某某（男，17
周岁，福建某高中在校生）业余时
间喜好上网交友，受网络“好友”指
使，通过向受害人手机发送病毒程
序，配合“好友”截取被害人手机内
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短信验证
码等个人隐私信息，并以被害人名
义注册支付宝账号，绑定被害人银
行卡，再通过关联账号转账方式窃
取被害人银行卡内存款。2016年
1月，唐某某以此方法盗取了十名
被害人银行卡内存款人民币38450
元。2016年4月唐某某被丹阳市
公安局通过技术手段查获。2017
年9月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8450元，退
赔赃款38450元。

【点评】近年来，未成年人刑
事违法犯罪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遏制，但仍应予以足够重视。
未成年人的犯罪手段随着时代、
社会和科技、网络的发展也在变
得复杂化、多样化、隐蔽化。本案
即为一起在校高中生在网络中被
诱骗、被伙同参与共同盗窃犯罪
的案件。

未成年犯罪人员普遍存在着
心理不成熟、敏感、易变、缺乏自
制能力又可塑性强的特点。在丰
富多元、充满诱惑的网络时代，未
成年人一不留神就会迷失自我，需
要家庭、社会共同强化监管、帮
教。少年家事庭的法官在案件审
理过程中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
救”青少年的方针，适用刑罚既充
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
性，又准确掌握从轻、减轻处罚的
法律规定，结合分析未成年人犯罪
的主客观原因、个人的一贯社会表
现及其家庭、学校状况等酌定情
节，慎重定罪量刑。本案被告人经
教育，能充分认识到犯罪的危害
性，具有诚恳的悔罪表现，本着对
未成年人“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
审判理念，在落实社区矫正措施
后，对被告人处以缓刑。

家是港湾，请尊重婚姻、善待家人
本报记者 小许 通讯员 符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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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贺丽华）最
近，有市民来电反映，称在华都
锦城小区南侧的紫竹路上有一处
大坑，因为下陷、开裂的情况比
较严重，且位置特殊，过往车辆
难以避开，所以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修复路面。

接到市民的反映后，记者立
即前往了现场。当时接近下午 3
点，非上下班高峰期，但在这条
路上来往的车辆依然不断。“这
条路周围有多个小区，车流大，
此处路面凹陷，对大家的出行确
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位车
主说道。

记者看到，这条路为双向两
车道，而路面塌陷的地方就紧挨
着机动车道的中央。路面塌陷的
面积也比较大，几乎可以容纳下
一辆小轿车，凹陷的最深处有近
20 厘米，此外还伴有明显开裂

的情况。“开车经过时，可以明
显感觉到车身在倾斜，我就担心
这路面哪天突然破出个洞，令大
家措手不及。”一位车主在开车
经过时对记者说道，特别是最近
的天气越来越热，日头越来越
毒，路面长时间经受高温“蒸
烤”，就更加经不起车辆长期频
繁地碾压。

据附近居民介绍，此处路面
塌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近半年的
时间，平时大家虽然明知此处危
险，但开车经过时依然还是会压
着过。“路面本来就窄，凹陷的
地方还占了近一半的机动车道，
实在是难避开，除非是趁另一侧
没有车辆行驶时逆向绕行，否则
只能硬着头皮冲过去了。”采访
时，车主们纷纷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解决此处路面存在的安全隐
患。

记者随后将此事反映给了丹
阳投资集团，该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之前也接到过群众反映，
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后，发现是由
附近华都锦城幸福里正在进行的
地下施工造成了紫竹路路面底下
土方流失，从而引起了路面下
沉、开裂的情况。眼下因为考虑
到对方工程仍未完工，如果立即
修复路面可能还会出现同样问
题，为避免重复施工浪费资源，
所以决定待对方地下工程结束后
再修复路面。据介绍，投资集团
已经就完工时间与华都锦城施工
方进行了沟通，预计9月底可以
完工，然后修复路面。

路面下沉现裂缝 长期未修引质疑
投资集团：附近施工所致，完工后会立即修复

树枝攀上变压器 漏电隐患愁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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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咨询：在昆
山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是
否可以在丹阳购房？

答复：如果是夫妻双
方一方在丹阳缴公积金，
另一方在外地缴公积金，
在国内购房都可以在丹阳
申请公积金贷款；如果是
只有一人在外地缴纳公积
金，购买丹阳的房屋可以
在丹阳贷款，实现异地互
认。因要看市民的具体情
况，建议直接咨询丹阳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电
话为86905015。

●读者咨询：丹阳
的医保卡是否可以在无
锡直接报销？

答复：需要回丹阳医
保中心报销或者在医保中
心办理异地就医后才能直
接报销。

●读者咨询：恒大
名都初中施教区是哪里？

答复：如果小学是在
城区学校就读，初中可以

在第八中学就读；如果小
学在乡下学校就读，初中
则在荆林中学就读。

●读者咨询：新区
实验小学的施教片区范
围包含哪些地方？

答复：南至九曲河，
北至沪宁高速，东至后
王，西至大运河（含双庙
社区、善巷社区、华甸社
区、史巷社区、晓墟社
区、永安居委会、大泊居
委会、陈家村、后王村、
路巷社区的路巷村、杭家
村、钱家村、车站社区的
曲园小区、贺巷社区的部
分村)。

●读者咨询：身份
证消磁了怎么办，补办
时间需要多久？

答复：身份证消磁需
重新补办身份证，可选择
丹阳任何一处派出所进行
补办，补办时间为 20 个
工作日。

上期回复

◆近期恒兴路丹凤公
园附近正在施工，施工车
辆将渣土拖运至钱甲村云
阳垃圾中转站附近，造成
扬尘严重，市民希望能够
洒水降尘。云阳街道办回
复：高新区执法中队已经
责令施工方对该路段多次
洒水，恒兴路由于百姓晒
麦子，近段时间无法洒
水。今后，执法中队将加

大巡查力度，督促施工方
文明施工。

◆延陵镇延陵卫生院
南边的道路近期将水泥路
改造成了柏油路，但人行
道与机动车道连接处有高
低落差，存在安全隐患，市
民希望对道路进行整改。
延陵镇政府回复：已经安
排施工队立即整改。

本报讯（记者 贺丽华）野
树长势太好，枝叶竟然攀上了旁
边的变压器，这可把附近的居民
吓坏了。近日，玉泉路 153号九
曲河住宅楼内的居民来电反映，
称雷雨季逼近，树叶和变压器

“纠缠”在一起，大家真担心会
引发事故。

昨天，记者来到现场，在住宅
楼的东北角看到了居民们所反映
的情况。“这是一棵无人管理的野
树，完全是自生自长，但偏偏它的
生命力就特别顽强，尤其是到了
春夏季，长势还特别好，绿叶葱葱
的，大家伙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
该愁。”一位居民对记者说道。记
者看到，这棵树其实并不大，但枝
叶却特别茂盛，几乎把变压器给
遮了个严实。

有居民告诉记者，之前他们
已经自行请人来修剪过这棵树，
但没过多久，树的枝叶就又和变
压器“纠缠”在一起了，所以大家
商量了一下，希望有关部门能够
帮助彻底清除这棵树。“眼看雷雨
季就快来了，如果任由树叶和变
压器继续缠绕在一起，很容易出
现打火的情况，届时隐患重重，不
仅会伤了树，损坏变压器，还有可
能会伤到人，后果不堪设想。”居
民们说道。

随后，记者向华甸社区居委
会反映了此事，并转达了居民们
的诉求。有关负责人在了解情况
后表示，待前往现场核实情况后，
会尽快与相关部门联系处理，协
调解决居民们的生活安全隐患问
题。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西
门地税分局前，小游园内的
木质凉亭不仅油漆脱落，而
且开裂严重，影响美观的同
时也给附近来此休闲的居
民带来安全隐患。园林部
门在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
安排人员对凉亭进行了修
缮，并油漆出新。现在居民
们又可以尽情地在凉亭底
下乘凉、聊天了。
（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周

清云 摄）

■读者反映：
位于北环路东湖大

厦北环酒家的门口，之
前因为放线缆将道路破
开，恢复路面后，现有
长约3米的路段出现下陷
现象，市民希望有关部
门及时修复。

天福花园东方1号温
泉处公交站台往东的非
机动车道上有一块窨井
盖遗失，已经有人因此
跌落受伤，希望有关部
门尽快修复。

位于华东建材市场
东门附近的老 312 国道
上 ， 部 分 隔 离 栏 已 损
坏，车辆可从缺口处进
出，存在安全隐患，市
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维
修此处隔离栏。

在姜家园路与水关
路交界的红绿灯处，东
西向直行的绿灯只有 12
秒，市民认为绿灯时间
太短，影响通行，希望
能延长绿灯时间，更好
地方便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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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经过时会感觉到明显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