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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紧挨住户家 蛇虫鼠蚁找上门
绿化过于茂盛影响正常生活，
附近居民不堪其扰盼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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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后在现场冒充路人
是否应认定为
“交通肇事后逃逸”
？
本报记者 小许 通讯员 邢婷

政策 咨询
●读者咨询： 外地人
如何在丹阳参加农保？
答复：需要出具户籍
所在地的未参保证明，在
规 定 时 间 前 往 居 住 地 村、
居委会办理。

本 报 讯 （记 者 贺 丽 华）
炎炎夏日，有树荫遮阳本是件
令人舒心的事，但这对住在凤
凰新村 37 栋的徐先生来说却成
了一大烦心事。原来，隔壁小
区的绿化因长势过盛，已经紧
挨到他家的围墙，近来不仅经
常有各种蛇虫鼠蚁爬进他的家
中，而且每到夜深人静时，树
木枝叶不断敲打在瓦片上的声
音总是让人无法正常休息。因
此，他希望隔壁小区的管理者
能够对这片绿化进行修剪，恢
复他原本正常的生活。
昨天，记者来到了徐先生家
中，看到徐先生家与隔壁城市绿
洲小区只有一墙之隔，而墙外的
树木确实茂密异常，不仅大量的
枝叶延伸到了徐先生家的墙壁，
树木的高度也远远超过了围
墙。
“中间的这堵围墙高约 4 米，
而墙外的树木基本都超出了这
个高度，最高处甚至都超过了我
家房顶，约有 8 米高。”徐先生说
道，刚开始，树木的高度只勉强
够得上围墙的高度，而且打理得
比较干净、整齐，所以他从家里

二楼的窗户往下看去，还是很赏
心悦目。但是，经过几年的生
长，尤其是长年无人打理，这些
树木变得越来越杂乱无章，最终
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
烦恼。
徐先生带记者在他的家里
转了一圈，发现不只是院子里，
二楼的卫生间、卧室等各处都可
以看到虫子的“尸体”。徐先生
说，这些都是他早晨起床后灭虫
的“战果”，还未来得及清理掉。
“每天我只要在家，大部分时间
都在灭虫，妻子每天则用消毒液
反复地拖地，但依然还是不断有
虫子从各处钻出来。”徐先生告
诉记者，有两次还钻出了蛇，着
实把他的家人吓得不轻。眼下
徐先生最担心的是，他的小女儿
还未满三周岁，家里整日被蛇虫
鼠蚁包围，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
另外，徐先生说，每当刮大
风时，树木枝叶总是会不停地敲
打他家屋顶的瓦片，尤其是到夜
深人静时，声音就会变得特别的
响亮，让人无法正常休息。而当

●读者咨询： 个人如
何缴纳住房公积金？
答复：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及
其雇用人员、非全日制从
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
人员，男性未满 60 周岁、
女性未满 55 周岁，均可以
个人名义自愿申请缴存住
房公积金。地址为华阳路
招商银行东侧。具体可咨
询公积金管理中心，电话
为 86905015。

记者 贺丽华 摄
下大雨时，这些枝叶则会堵住徐
先生家屋顶的排水孔，从而带来
屋内漏水的问题。
“ 前几年我也
曾自己借助梯子爬上围墙修剪
过树枝，但也只是暂时解决了一
小部分问题，如今这些树木枝叶
长得实在太过茂盛，而且高度也
已经远非借助梯子就能够得到，
必须请专业人员前来处理。”徐
先生说道。
随后，记者就此事与城市绿
洲小区物业进行了协商，物业相
关负责人在了解情况后表示，会
在近期安排人员前往修剪。
“我
们将会把紧贴围墙的部分树木
连根清除，防止它来年继续生
长，再次给附近居民带来同样的
困扰，另外，对周围其余树木也
会进行适当的修剪，将它们恢复
到正常高度。
”该负责人说道。

●读者咨询： 本地人
如何办理就业创业证？
答复：携带身份证、
户口簿、本人近期免冠 2
寸照片 1 张到户籍所在地

主持人：
贺丽华

劳动所办理。
●读者咨询： 开发区
迎春小区大门外路面去年
被挖开，但一直未施工，
道路坑坑洼洼，影响通
行，何时能修复道路？
答复：迎春小区大门
外路面已硬化，因附近晓
墟河整治时会有工程车从
路面走，为了防止再次损
坏路面，所以需等晓墟河
工程和河边绿化工程施工
结束后，路面再铺设沥青。
●读者咨询： 独生子
女证丢失，该去何处补
办？
答复：小孩是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出生的可以补
办，携带夫妻双方身份
证、结婚证、户口本和单
位或者村委会出具只生育
1 个小孩的证明去乡镇计
生办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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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复
◆吕城镇虎墅村曹家
村，在靠近葡萄园附近
处，之前因下水道改造将
路面破坏 ， 现 施 工 结 束 ，
但路面未进行修复，影响
通行，希望及时修复路
面。吕城镇政府回复：市
民反映的地点实为吕城镇
西墅村曹家村，该村在改
造下水道时确实致路面破
损，目前已经用混凝土修
复了路面。
◆开发区玉泉路皮革
商城附近河边的绿化带正
在进行改造，附近的公共
厕所也因此被拆除，给大
家带来一定的不便，希望
相关部门可以设置临时公
共厕所。开发区管委会回

复：因该处厕所影响了水
环境综合整治后的整体效
果，故拆除，现正根据沿
线景观的统一部署，预在
该处新建公共厕所。目前
公共厕所方案已经在设计
中，待方案出来后将会按
照程序建设。
◆南环路税务大厅旁
边的弄堂内有 2 个垃圾桶
破损，希望及时修复或更
换新的垃圾桶。凤凰新村
社区回复：经社区人员现
场查看，南环路税务大厅
旁边的弄堂 内 无 垃 圾 桶 ，
后在周边小区查看时，发
现有人为烧坏垃圾桶的现
象，目前已更换。

本期关注
■读者反映：
机场路圣豪生态园附
近一段路的路灯已有半个
月不亮，影响正常通行，
市民希望及时修复路灯。

安装前

安装后

7 月 5 日本报刊登了《斜拉线横在人行道 无警示存安全隐患》一文，经供电部门人员现场查看，确
认了此电杆属通讯电缆杆，并非由供电部门负责维护。但是，因考虑到通讯单位较多，此电杆的责任
归属可能短时间内难有结论，如果在此期间给行人造成了身体伤害，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供电部门最
终义务给此处斜拉线及时安装了反光警示标志。 （记者 贺丽华 摄）

丹凤国际小区里面的
健身器材处，有大量儿童
夜间在此玩耍，嬉戏时噪
音较大，向物业反映过多
次，物业也表示会张贴警
示牌公告，但至今未处
理，市民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督促物业尽快处理此
事。

省丹中对面的国信宜
和小区，A 区和 B 区之间
有一条小马路，堆满了生
活垃圾，卫生较差，已有
一年多无人清理，市民希
望及时将道路清理干净。
云阳街道横塘通往陵
口镇的桥，之前有公示表
明 2017 年 12 月 30 日 通
车，但至今为止仍未通
车，市民希望了解何时能
够通车？

【案情】
2017 年 10 月 4 日 0 时许，
陈某
饮酒后驾驶一辆小型普通轿车搭
载李某行驶至一路口时，
与驾驶脚
蹬三轮车的被害人王某相撞，
致王
某受伤，
经鉴定属重伤二级。事故
发生后，
李某拨打120，
陈某电话联
系表弟贾某让其来现场
“顶包”
，
后
贾某驾车到达现场。在民警到达
现场开展调查工作时，
贾某自称为
司机，
而陈某在现场亦称贾某为司
机。10月4日12时，
民警发现贾某
手机通话记录存在异常，
进而发现
贾某替陈某顶包的事实。

【分歧】
本案中，
就陈某是否构成交通
肇事后逃逸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陈某虽有为
逃避法律追究而找人顶包的行为，
但其始终未离开事故现场，
不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下称《交通肇事解释》
）中
“逃跑”的客观行为，也没有《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下称道
交事故规定）中“驾驶车辆或者遗
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
行为”
，
不应认定为逃逸。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
陈某肇事
后要求他人顶包，
并在民警到达事
故现场时称他人为肇事车主。其
虽无逃离现场的行为，
但其找人顶

包，主观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
究，
客观方面表现为隐瞒自己系肇
事者的事实，
其行为符合逃逸的实
质要件，
应认定为逃逸。

【法官说法】
法院合议庭采纳了第二种意
见。关于交通肇事后在现场冒充
路人甚至让人顶包的行为，
是否应
认定为逃逸，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把握：
1.应明确依据何种规定来认定
逃逸
《交通肇事解释》第三条规定，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是指行为人
具有一定情形时，
在发生交通事故
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
为。而道交事故规定第八十五条
则规定，
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
故后，
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
法律追究，
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
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
《交通肇事解释》是专门针对审
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解
释，而道交事故规定作为部门规
章，
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
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
立法法虽未明确二者的效力层级，
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
用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
规定》第三条规定，刑事裁判文书
应当引用法律、
法律解释或者司法
解释。该条并未将部门规章列为
需要引用的规范性文件。故在交

通肇事刑事案件中应当将《交通肇
事解释》作为认定逃逸的依据。
2.在现场冒充路人仍应认定为
“逃跑”
《交通肇事解释》将逃逸定义为
“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
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追
究 的 故 意 ，客 观 上 有 逃 跑 的 行
为。行为人所逃避的责任，既包
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也包括刑
事责任。
在现场冒充路人仍应认定为
逃跑。其一，如认为逃跑要求行
为人实施离开现场的行为，但这
种机械、字面的解释，
并不能揭示
刑法及《交通肇事解释》中逃逸的
真实含义。故需对其进行目的解

释，将其解释为“为隐瞒事实真相
而采取的行为，不仅包括积极的
逃跑行为，如案发后逃离现场，
也
包括消极的逃跑行为，如在现场
谎称自己不是肇事者，将自己置
身于路人的位置”
。其二，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明确规
定了“救助被害人和保护现场及
迅速报告”这两项作为义务，
对逃
跑进行目的解释，
符合对行为人所
必须履行先前行为所产生的作为
义务的法律要求。其三，
在现场冒
充路人，
易对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
件事实造成误导，
妨害正常的诉讼
活动，
更有可能导致案发时的证据
因得不到及时保全而毁灭。
3.不履行法定的救助被害人和

保护现场及迅速报告的作为义务
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如仅将不救助被害人为核心
来认定逃逸，
即有需要救助的被害
人时，
离开现场就认定为逃逸，
没
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时离开现场
时就不认定为逃逸。这是以是否
存在需救助的被害人来判断行为
人是否存在逃逸行为，
存在单纯通
过客观来推定主观之嫌，
也不能真
正反映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想法，
且
不合理地排除了行为人保护现场
及迅速报告的义务。同时违反两
项作为义务的逃跑行为才能认定
为肇事后逃逸。
目前，
陈某交通肇事逃逸一案
正在审理之中。

丈夫有家暴行为但无现场音像， 别让家暴悲剧延续到下一代
弱女子询问能否排除其抚养权
静子

本报记者 小许 通讯员 英尚

近日，
读者郑某致电本报说，
她因年龄
大了，
加上家人催得紧，
经人介绍与丈夫相
识后不久便匆匆结婚。同样，
由于婚前缺
乏了解，
彼此性格差异较大，
相互之间沟通
困难。平时，
莫说遇事商量，
就连说话都没
有好好说过。
郑某说，
有时候她想离了算了，
可是，
离
婚也不是闹着玩的。于是，
就凑合着过了
下来。谈起丈夫的脾气爱好，
她说，
谈不上
有什么爱好，
唯一让丈夫上瘾的，
恐怕就是
喝酒了。
由于丈夫嗜酒如命、
逢酒必醉，
其醉后
伤人的劣性更加暴露无遗。郑某说，
她常
常被丈夫酒后横加辱骂，
甚至殴打。但是，
对于这些，
她只有多次用手机拍摄的伤情
照片，
还有5次被打伤后去医院检查并由医
院出具的《疾病诊断书》可以证明，
没有丈
夫对她实施家暴时的现场录音或影像。
一开始，
郑某想忍忍就算了。可是，
丈
夫越来越变本加厉。如今，
她因为实在无
法容忍提出了离婚。而丈夫虽同意离婚，
但一再强调3岁的儿子只能跟随他生活。
郑某担心儿子跟着丈夫生活，日后成
为丈夫的施暴对象，
考虑到儿子的成长，
她
坚决不同意丈夫的要求。
她想知道：在其丈夫不承认其存在家
暴行为的情况下，
她能否根据自己已有的
那些证据，
要求法院将儿子判归她抚养，
排
除其丈夫对儿子的抚养权？
就郑某反映的问题，接受采访的江苏
瀛尚律师事务所的袁书珍律师表示，
其可
以要求法院将儿子判归她抚养，
排除其丈
夫对儿子的抚养权。
一方面，法官可以根据逻辑推理及经
验法则，
推定其丈夫存在家庭暴力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
“审判人员应
当依照法定程序，
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
依照法律的规定，
遵循法官职业道德，
运用
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对证据有无证
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
并公开
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
即法官在对证据进行
深入细致的审查、
全面分析判断之后，
可以
运用经验法则来厘清证据的真伪。
郑某所能提供的多次用手机拍摄的伤
情照片、
5 次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书》，
虽
然不同于录音或影像，
无法直接证明其丈
夫实施家庭暴力的具体经过，
但可以客观
地反映出她所主张事实的存在。即使其丈
夫对自己的家暴行为矢口否认，
法官也完
全可以推定其实施过家庭暴力。
另一方面，法官决定子女抚养权归属
的根据，
是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保障子女
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
见》中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对子
女抚养问题，
应当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九
条、
第三十条及有关法律规定，
从有利于子
女身心健康，
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
结
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
情况妥善解决。
”
正因为具有暴力倾向的父母，往往缺
乏对孩子给予父爱或母爱的能力和耐心，
而离婚极易使施暴者因失去原有的暴力对
象，
将子女作为
“替代品”
，
导致子女失去健
康的成长环境，
出现种种不利因素。在此
情况下，
法官会将子女判归无暴力家庭行
为一方直接抚养的。况且，
郑某的儿子还
小，
跟随母亲生活更利于其成长。

我国第一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施行两年多来，除了依靠法律
为受害人“撑腰”，各地各部门积极联
动，不断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及家暴
告诫制度的具体程序和内容，提供家
暴庇护、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多方面
服务内容，为“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出
智出力。
各个部门的帮扶只是外部助力，
这种外力要在受害者积极反抗家庭暴
力的基础上才有意义。但现实情况
是，
“ 家暴迷思”依然在社会上广泛存
在，比如“家暴是家丑”
“不能因为家务
事就导致家庭破裂”等，正在成为阻碍
反家暴法有效实施的最大困境。对家
暴的容忍，不仅给被施暴女性（少部分
为男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牵涉
了看不见的牺牲者——儿童。
在大众意识层面，家暴首先被界
定在“家”的范围之内，是私事，也是丑
事，对外宣扬都是丢人的，更何况诉诸
公堂。这种错误观念，不仅将家暴双
方牢牢困住，更在无形中对子女造成
了巨大的隐性伤害。暴力的家庭环境
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其暴力倾向一般
也大于正常家庭环境中的孩子。
对此，有些人不以为然：
“ 大人打
架，又没有打小孩，有什么关系！”这更
是一种典型的“家暴迷思”。对于家暴
中儿童受到的伤害，大多数人更容易
想到的是家长直接对孩子施暴，往往
忽略了家庭的暴力环境造成的伤害，
而这两点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孩子日
后的成长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心理创
伤。
父母是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的
领路人，是幼小孩童心中安全的港湾

和爱的源泉。但当有一天，慈爱的父
母突然反目成仇，开始了不停歇的争
吵、打骂的生活，孩子所有关于爱的
观念也就崩塌了。一方面，父母的失
控和暴力，不仅会让孩子身体受伤，
更会让其觉得整个世界变得狰狞，无
法建立安全感，更无法对他人和世界
产生信任感。另一方面，孩子还常常
会被卷入父母战争的漩涡中，成为父
母吵架甚至家暴的借口，由此产生深
深的内疚感，将父母感情不和的原因
直接归咎于自己的“不好”，造成自
我匮乏、习惯性说谎、讨好型人格，
甚至潜移默化地养成极端的处理问题
方式。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言传
身教的影响远大于任何专业教师。大
量案件和心理学临床研究都清楚地显
示，哪怕只是目睹父母间的暴力行为，
都会对孩子的后续成长造成极大的负
面影响，严重的更会导致儿童的忧郁
症、焦虑症、暴戾等症状。我国台湾地
区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从小目睹母
亲忍受家暴的女性，长大后同时成为
家暴受害者的比例，是一般女性的 4.3
倍；而曾经目睹家暴的男孩，长大后对
伴侣施暴的概率，则比一般男性高出
5.27 倍。
客观的数据与现实都在告诉我
们，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所承受的伤
害更是隐形而长远的。在父母日日打
骂中成长的孩子，更有可能学习了暴
力解决问题的处理方法，成为日后的
施暴者，让家暴不断代际遗传。所以，
为了孩子，请改变陈旧的思维模式，以
法律为武器反抗家暴，不要让悲剧再
延续到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