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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饶
桐语）11月25日，经市高法院审判委员会
2019年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
高级人民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工作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市高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指引》的发布，旨在有效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加大反家庭暴力的力度，
提高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的质量、效率和
效果。

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的内容根据《反
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九条确定，即：禁止被
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
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
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
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指引》首先明确了申请主体，主要为
以下两类：

一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主体为

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和
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包括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公
婆、岳父母、儿媳、女婿。

二是家庭成员以外具有监护、抚养、
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且共同生活的人，
以及婚姻关系终止、解除或者监护关系终
止后仍共同生活的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可以参照本工作指引执行。

在申请条件方面，《指引》提出，申请
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首先应当符合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条件：
有明确的被申请人、有具体的请求、有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
的情形。

其次，申请人申请请求的内容不足以
保护其人身安全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履
行释明义务，增加相应的申请请求。

申请人若缺乏举证能力，人民法院
应当向其履行释明义务，指导申请人举
证。人民法院也可以将相关情况通报公
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法律援助机构
等，由该类组织向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援
助。

人民法院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的内容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请求，不得擅自
变更。人民法院发现《反家庭暴力法》第
十四条规定的机构未履行保护义务的，可
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发出司法建
议。

“同时，为增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可
执行性和实效性，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的
主文内容可以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二
十九条规定进一步细化，增加具体措施。”
该负责人介绍，《指引》明确提出，禁止被

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可同时裁定责令
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以及采取其他
隔离措施和防止、救济措施。

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
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可以裁定被申请人
具体的隔离距离和活动范围。责令被申
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的，应当同时裁定被
申请人返回住所的程序以及限制被申请
人活动的距离和范围的措施等。

《指引》还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
效期不超过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此外，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
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人民法院予以训诫，并根
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
以下拘留。

加大反家庭暴力力度

市高法院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工作指引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受冷空气
影响，重庆多处高海拔地区飘雪！11
月26日，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
阴冷天气还将持续，全市最高气温将
难超13℃。

记者了解到，从25日凌晨开始，
巫山高海拔地区迎来了雨夹雪，海拔
1500米以上的部分乡镇出现积雪，这
也是部分乡镇今年入冬以来第一场
雪。

25日下午，开州雪宝山森林公园
也开始断断续续地降雪。虽然雪不算

大，但一夜之后，纷纷扬扬的雪花就给
大地披上一件白色的棉袄，在山头的
迎风口，树枝上更是凝结出晶莹剔透
的雾凇，甚是好看。

26日上午，仙女山景区也出现了
雾凇美景。高山在飘雪，城里在下雨，
截至当日16时，雨水洒遍了重庆大
部，各地气温低迷，最高气温不足
13℃，沙坪坝站仅10.7℃，最冷的酉
阳低至2.8℃。

据市气象台预计，阴雨将继续，到
29日，城口及东南部最低温度仅1℃，

高海拔地区或再飘雪。具体来看，27
日夜间到28日白天：偏西和东南部地
区阴天有零星小雨，其余地区阴天。
大部分地区气温7～12℃，城口及东
南部2～10℃。主城区：零星小雨转
阴天，气温10～12℃。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西部偏
西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
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
雪，其余地区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
6～11℃，城口及东南部1～8℃。主
城区：阴天，气温9～11℃。

冷冷冷 重庆多处下雪啦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1月 26
日，第三季度“新时代重庆好少年”先进
事迹发布会在万盛经开区影剧院拉开
帷幕。在现场数百名同学的见证下，30
名来自全市各区县的学生当选“新时代
重庆好少年”，成为了大家共同学习的
好榜样。

为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
在全市未成年人中广泛开展“新时代

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自2018年开
展以来，通过多渠道推选与发掘，全市
已评选出210名重庆好少年，他们从
不同侧面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
国、自立自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
精神风貌。

荣获“积极进取 勇于创新”类“新
时代重庆好少年”的曹勰，是一名小小
红岩联线讲解员。通过阅读讲解红岩
故事，曹勰对红岩精神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那段红色的历史，也为他的学习带
来了无尽的力量。

曹勰就读于重庆市第八中学校高
2020级20班，如今正全力备战明年高
考。从初二开始，曹勰主动报名成为了
红岩联线讲解员，一方面是锻炼自己的
口语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深入了解
红岩精神。

“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关于《红
岩》这本书的形成。”曹勰说，两位作者
通过自己与小说原型人物的共同经历，
经过加工、提炼，最终创作了这部伟大
的作品。“正是因为这本书，让红岩精神
能够更好地推广开来。”

为孩子们树立身边榜样

30名学生当选“新时代重庆好少年”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26
日，以反映南川乡镇基层工作为主要内
容的本土影片《大梦难忘》正式登陆全
国各大院线。

据了解，《大梦难忘》由南川区人大
常委会、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委等单位
联合拍摄。影片通过讲述和平镇党委
书记曾自强在基层工作中锐意进取、为
民办事的系列事迹，展现了基层人大工
作的实践特色。该片由曾担任过《百鸟
朝凤》执行导演的谢政辉执导，重庆本
土作家刘先畅担任编剧，夏天、张圣鹏
等青年演员出演。

“《大梦难忘》是重庆本土题材，由

本土文化企业出品，本土专业人员参加
创作，在本土标志性场景拍摄，可以说是
一部地道的‘重庆造’电影。”编剧刘先
畅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
为一名地道的南川居民，为能通过电影
的形式宣传重庆、宣传南川倍感自豪。

《大梦难忘》一经上映，就受到不少
市民的追捧。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影院
发现，不少市民把该片作为观影的首
选。“此前在南川举行首映礼时，我就看
过这部电影，影片的部分情节很打动
人。”市民刘春说，这部片子并没有去说
教，而是通过一个个普通的故事，让我
们感受到基层人大工作者的不易。

观众不仅为电影点赞，还认为《大
梦难忘》的上映为乡镇精细管理、人大
充分履职提供了一个好的借鉴，为切实
加强基层治理、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提供
了一种思路，很受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融入了包括
南川城区、水江镇、三泉镇、黎香湖、金
佛山等诸多的南川文化元素和独特场
景，这也引发了不少市民的乡愁。“看着
那一个个熟悉的场景，我仿佛又回到了
在水江镇上自由奔跑的时光。”市民王
志国表示，他已经买好了周末去南川的
车票，准备带家人一起去重温难忘的记
忆，追寻电影中那些熟悉的美景。

本土电影《大梦难忘》全国公映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曾晓隆）重庆温泉再获
全国大奖。11月20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北碚区获悉，11月 19
日，在江苏省启东市举行的第六
届中国温泉旅游推广季暨第四届
金汤奖颁奖典礼上，重庆市北碚
区荣获“十佳温泉旅游目的地”奖
项。

“金汤奖”是中国温泉双年
奖，以“健康·品质”为宗旨，是中
国温泉行业唯一权威奖项。作
为重头奖项之一的“金汤奖·十
佳温泉旅游目的地”评选指标包

括：一年内，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10~100 之 间 天 数 不 少 于
200天；有良好的自然资源和人
文资源；有多家温泉覆盖高中低
档消费群体，且各有特色；有成
熟的温泉旅游线路及服务提供
商；温泉水达到医疗热矿水命名
标准或有明显的医疗保健价值，
可以被认定为“温泉/优质温泉/
优质珍稀温泉”。北碚区完全满
足上述指标，从报名参评的全国
452 个企业及温泉从业者中脱
颖而出，获本届金汤奖“十佳温
泉旅游目的地”。

北碚获评
中国“十佳温泉旅游目的地”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11月 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市体育局获悉，12月重庆将举
办包括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
2019年中国·重庆万盛“黑山谷
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在内的80
余项体育赛事活动，让更多市民
感受运动的快乐。

据了解，这80多项体育赛事
包括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
体育三种类别。其中，广大市民
关注的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将于
12月8日在巴滨路鸣枪开跑；而
2019年—2020年中国青少年滑

雪大奖赛暨2019年重庆市第二
届冰雪运动季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也将于12月22日丰都县南天湖
四季滑雪园区举行。此外，
2019年中国·重庆万盛“黑山谷
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将于12月
13日—15日在万盛文体中心体
育馆举行。

12月80多项体育赛事邀你参加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1
月26日，“四海同音 魅力语言”
普通话推广活动在渝中区大溪沟
街道双钢路社区举行，通过朗诵
比赛的形式，激发社区居民对普
通话的学习热情。

活动现场，十余名来自大溪
沟街道各社区的工作人员、居民
代表陆续登场，声情并茂地用普
通话朗诵随机抽取的绕口令、诗
歌、演讲词。评委则根据参赛选
手的朗诵语速、发音、感情等进行

综合打分，从中评选出3名参赛
选手成为社区普通话推广大使，
肩负起宣传推广普通话的义务和
责任。

据了解，“四海同音 魅力语
言”普通话推广活动是渝中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的一项，
将进社区、进景区、进窗口开展
普通话推广公益活动30场，选
出90位普通话推广大使，并从
中推选两位重庆市普通话推广
之星。

渝中区开展
“四海同音 魅力语言”普通话推广活动

扫一扫
就看到

12月体育赛事

11月26日，游客在黔江国家森林公园马喇镇
灰千梁子景区观赏雾凇。这是海拔1800多米的
灰千梁子今冬第一场雾凇，玉树琼枝，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往观赏。 特约摄影 杨敏

玉树琼枝
11 月 26 日，孩子们在丰都县武平镇雪玉山玩

雪。当日，丰都高海拔地区降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
场雪。

通讯员 林登周 摄

雪地撒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