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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该怎样对家暴说
“不”
□新华社记者 林苗苗 熊琳 毛一竹 闫祥岭
11 月 25 日是联合国确立的“国际消
除家庭暴力日”，设立的目的在于消除针
对妇女的家庭暴力。
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制作的一
份有关离婚纠纷的专题报告中显示，在
过去两年中全国离婚纠纷涉及家暴的一
审审结案件中，有 91.43%的案件是男性
对女性实施家暴，家暴方式主要以殴打
和辱骂为主，家暴隐痛已经绝非只是私
事。在“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到来之
际，记者采访了多位专业人士，让他们来
告诉你怎样对家庭暴力说
“不”
？
家暴隐痛绝非只是私事
“他随手拿起一个板凳往我的后背、
腿、脚、头部打，后来又用砖头打我的头
……他又打开煤气罐让我点着煤气，想
让我烧死自己。”这是一位遭受丈夫家
暴多年女性的自述。
记者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了
解到，犯罪嫌疑人因家庭琐事与妻子发
生口角，后使用木棍、砖头、板凳对妻
子进行殴打，二人的孩子发现后向公安
机关报案，施暴者被民警抓获归案。经
审查，被害人遭受其丈夫以各种形式进
行殴打长达数十年，遭到家庭暴力后也
只会采取离家出走的方式进行逃避，长
期的家暴对儿子的成长也造成了严重的
心理创伤。
“家庭暴力往往发生在家中等隐
蔽场合。因为面子的原因，一些女性
多 年 来 遭 受 家 暴 却 不 向 外 界 求 助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段凤
丽说，家暴认定中普遍存在证据保存
困难，举证不足。施暴者为了逃避处
罚一般会在警察介入前逃离现场，事
后也不会主动配合警察调查。北京市
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马丽娟
说，一些受害者不了解如何运用法律
武器等手段捍卫合法权益，一味忍耐
退缩让暴力更加升级，甚至发展成更
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制作的有关
离婚纠纷的专题报告显示，在过去两
年，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

14.86%的夫妻因家庭暴力向法院申请解
除婚姻关系。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 实施。多位受访业内人士认
为，首部反家暴法为女性提供了更加完
善的法律保护。近年来，一些家暴受害
者的法律意识明显提升，从过去不敢救
助、不会求助，到了解可以找律师、社
工、妇联、司法机关等维护自身权益。
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
“你是我的女人，不论穿外衣、内衣
都是给我看的，我必须是第一个看到的，
否则不许穿出去。
”
“无论什么原因必须哄
好我，否则你和你全家都别想好过。
”在
另一起案件中，多条这样所谓的“家规”
记录在一位家暴受害女性的日记中。
据了解，这起案件的夫妻双方学历
都很高，殴打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丈夫
对妻子多年来经常性的侮辱谩骂。由于
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相处十余年来，
从恋爱到结婚生子，妻子记录的日记中
充满了丈夫对她不堪入目的恶毒咒骂。
忍耐多年后，妻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离婚，并举证了丈夫的家暴行为。在日
记之外，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暴力言语等
也作为证据提交给了法庭。
专家认为，立“家规”并“恐吓”
符合家庭暴力的典型特征。除了殴打等
身体侵害，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精神
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副
庭长刘洋分析，家庭暴力产生的个体原
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不合，对
事物认知存在明显分歧，久而久之矛盾
升级；二是施暴者性格不健全，情商、逆
商不足，长期压抑缺乏疏导，酿成戾气；
三是施暴者原生家庭带来的心理问题和
错误的行为方式。
“家庭暴力有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也
有精神暴力，比如经常的侮辱谩骂等。
只要是让女方害怕他、按照他的意思去
做事，造成双方是控制和被控制的不平
等关系，都属于暴力行为。”北京市律师
协会婚姻与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李军认为。

多方合力对家暴说
“不”
“从临床案例来看，很多家庭暴力受
害者一开始默认、允许了暴力的存在，导
致家暴一直持续乃至不断加重。”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黄薛冰认
为，要从暴力开始冒头时就明确说“不”，
在家庭中及时制止不恰当的、损害他人
的行为。
李军认为，遭遇家庭暴力后应报警，
只有让对方知道施暴会付出代价，才有
助于预防暴力的再次发生。遭遇暴力侵
害时可通过手机录音等方式，记录遭受
家庭暴力的现实情况。很多男方施暴后
往往会哄女方、认错悔过，应让施暴者写
悔过书并签字写明日期，女方日后如需

反家暴要越过
“家丑”
这道坎
□新华社记者 李丽静
一年一度的“国际消除家庭暴力
日”
到来前夕，
社会上发生的几起家庭暴
力案件再次引发人们对于此类问题的
高度关注：
家暴不简单是
“家务事”
，
反家
暴必须越过
“家丑不可外扬”
这道坎。
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人往往倾向
于认为“家丑不可外扬”。邻里虽有耳
闻，也认为是别人的“家务事”，不便干
预。但是，家暴不仅仅会对被施暴方造
成伤害，还往往容易发展成社会不安定
因素，给更多人带去伤害。在家暴环境
中成长的孩子，因缺乏安全感，会把“原
生家庭”的烙印带到公共场所，容易在
校园里出现攻击性行为，在自己组成的
家庭中成为新的施暴者。
家暴一旦被社会公众所知，往往都
是多年积累的恶果。家暴为何长期迈
不过“家丑”这道坎？除了上面提到的
观念问题，还有救助渠道狭窄和救助力
量薄弱等现实难题。
家暴受害者最初寻求帮助的对象，
一般是居委会、妇联等，而这些组织往
往要在征得施暴者同意的前提下，才能
开展批评教育、心理疏导等工作。还有

多地给家长培养孩子“立规矩
立规矩”
”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电（记者 程士
华 许晋豫 关桂峰）培养孩子是父母双方
的事情，任何一方缺位都对孩子造成影
响。近日提请审议的《江苏省家庭教育
他爸爸带孩子，我和女儿很羡慕，给老公
促进条例（草案）》，以地方法规形式明确
提了无数次要求，
但都没用。”
提出，父母一方任何一方缺位，都要承担
郭女士告诉记者，由于长时间缺乏
法律责任。
父女交流，女儿从起初的渴望爸爸陪伴，
父母缺位令人忧
变成了如今的习惯依赖妈妈，甚至抵触
妈妈带着孩子去各种培训班，爸爸
爸爸的陪伴。
在单位加班或应酬；下了班，妈妈还要做
业内专家认为，当今社会，对孩子的
饭、照顾孩子，爸爸在家玩游戏、躺着休
教育，尤其要重视父亲的作用，重视父亲
息；一次次的校园亲子活动，爸爸不知道
缺位造成的影响。
去哪儿了……
记者随机在一些学校家长群、小区
这是近期记者调查中发现的一些情
业主群发起调查，吐槽者众多。据江苏
况。当前，一些家庭的父亲角色意识不
省妇联等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在经济
足，缺乏子女教育知识，或者忙于工作、 发达的江苏省，尚且有近 50%的家长不
无暇分身，对家庭主要承担经济支撑，对
知道如何教育孩子，约八成家长缺乏相
孩子缺乏亲情陪伴。
关知识和经验借鉴，迫切需要家庭教育
“从幼儿园到如今小学三年级，孩子
的专业指导。
爸爸没参加过一次学校亲子互动活动。”
用法律给家长
“立规矩”
合肥市民郭女士说，无论放学还是上学，
《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
孩子爸爸从未接送过孩子，爸爸下班回 （简称“条例”
）近日提请审议。此前，重
到家里，不是玩手机游戏，就是横躺在沙
庆、江西、山西等地也已经出台了家庭教
发上休息。
“ 幼儿园亲子活动多，看到其
育地方法规，
为家长
“立规矩”。

维权可作为相关证据。
广州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
委员会主任郑子殷认为，家暴行为发生
后，还应当有专业的社会服务跟进处置，
防止家庭暴力初犯者进一步升级造成更
加严重的人身伤害。
原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
李洪涛认为，家庭暴力中有一些是高危
甚至致命的，被家暴女性求助的部门可
通过“家庭暴力危险评估量表”等进行
评估，施暴者出现高危情况可启动法院
保护令、妇联社区介入等多部门联动机
制；对低危偶发的家庭暴力，重点放在
调解婚姻家庭关系、开展心理咨询辅导
等方面。

条例提出，
父母应当共同履行对未成
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
不得以离异或者
其他理由拒绝履行。一方开展家庭教育，
另一方应当予以配合。父母不在身边的，
可以通过书信、
语音、
视频等方式与未成年
子女保持日常联系，
定期团聚。
条例还规定了一些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在家庭教育中不得出现的行为，比
如放任孩子辍学，用侮辱、虐待、实施家
庭暴力等方式开展教育。这一规定也回
应了频繁引起舆论关注的儿童遭遇家庭
暴力的话题。
面对这种情况，免费指导是一个方
向。条例规定，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依托城
乡社区教育机构、
青少年宫、
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等，
建立家庭教育服务站点，
提供家庭
教育服务。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
支
持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
“出台这样的地方性法规是一个大
趋势。”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主编杨
咏梅认为，除了立法之外，更为重要的，

一些家暴受害者会到公安部门、法院寻
求帮助。但是由于家暴案件本身有其
特殊性和复杂性，证据收集难度大、周
期性长，不能为所有的求助者提供充足
完善的保护；或因家暴禁止令申请门槛
高，保护时间短，后期执行难等，让保护
效果打了折扣。
如何让家暴迈过“家丑”这道坎？
首先受害者要理性坚强，勇敢地对家暴
行为说“不”。不要对施暴者抱有任何
幻想。第一次遭遇家暴，就要拿起法律
的武器，及时制止暴力，维护自己的尊
严和权利。站起来，说出来，是对自己
最好的保护。其次，远亲不如近邻，近
邻不如对门。全社会要大力倡导新型
社区文化，使邻里守望相助成为反家暴
最前沿、最有力的力量。第三，学校的
教师、单位的同事、生意的伙伴，发现苗
头多问几句，一些家暴就能被及时发现
和遏制。
你可以说“家是心灵的港湾”，也可
以说“家是没有桃花的桃花源”，还可以
说“家是用爱的砖瓦砌起的城堡”。但
不管家是什么地方，它都不能够成为暴
力滋生的土壤。

是普及家庭教育科学专业的知识。
做不到陪伴就抓住成长关键点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父母一方缺位，
不能一味苛责，而是要给他们专业指导。
专家建议，
哪怕做不到长期陪伴，
也要抓住
孩子成长关键点，
比如参与毕业典礼、
生日
等，
向孩子传递父母双方的爱。
杨咏梅认为，
如果做不到长期陪伴，
可
以选择性地参与孩子成长中的关键环节，
比如毕业典礼、
生日聚会等。比如父亲没
法跟孩子在一起，
可以打电话、
发视频与妻
子、
孩子沟通，
用行动体现父亲的存在感。
成长教育专家、超级育儿师兰海认
为，孩子 10 岁左右是分水岭，妈妈的影
响会随着孩子长大而变弱，父亲影响会
增大。特别到了青春期，孩子更需要向
社会拓展，而妈妈的角色感是更偏内的、
偏生活的。爸爸是更面向社会的，这时
爸爸角色会给孩子一个有力的社会扩
展，
孩子对父亲的需求就慢慢超过母亲。
专家认为，所有的教育都是在互动
当中发生的。父亲如果在孩子小时候没
有给予足够的投入和陪伴，孩子到了青
春期时容易叛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