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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对年轻人正面 
态度的形成有着 
最大的潜在影响力。



介绍

问题：针对女性的暴力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同意：针对女性的暴力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

› 每周就有一位女性被现任或前任伴侣杀害1；
› 三分之一的女性在15岁后曾遭受来自认识的人 

的暴力侵害或性侵2；
› 六分之一的女性曾遭受现任或前任伴侣的暴力 

侵害或性侵3；
› 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女性曾遭受精神虐待4；
› 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准备原谅伴侣的暴力行为5。

暴力的恶性循环始于不尊重

并非所有不尊重女性的行为都会导致暴力。但所有针对
女性的暴力都始于不尊重的行为。

不尊重行为源于自幼形成的观念和态度。

我们无意间的言语和行为可能导致年轻人认为不尊重和
攻击行为是可以接受的。

渐渐地，男孩和女孩会开始认为不尊重行为是成长过程
中的正常部分。

我们携手，便可制止针对女性的暴力 
恶性循环。

作为父母、家人、老师、教练、雇主和榜样人物，我们应该
从一开始就对年轻人施加正面影响，为他们建立可接受
与不可接受的行为标准。

我们应对自己找的借口以及其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提高
警惕。

我们可以开始与男孩和女孩谈谈尊重。

我们可以“从源头制止”并帮助防止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的发生。

参考书目:
1 澳大利亚犯罪研究院，(2015)。澳大利亚的他杀案件： 
 2010–11至2011–12: 全国他杀案件观察项目年度报告
2,3,4 澳大利亚数据统计局，(2012)。人身安全调查
5 维多利亚健康促进基金会，(2013)。澳大利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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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是很难改变的，因为 
一段时间后它就隐形了， 
成为像呼吸一样自然 
而然的存在。
澳大利亚政府间协调理事会减少针对妇女儿童暴力 
咨询小组主席Ken Lay

子女的观念 
自幼塑造

作为父母和家人，我们想给孩子最好的。我们
希望他们有丰富的经历、健康的人际关系和一
展身手的机会。我们希望他们明辨是非。我们
希望他们尊重他人和自己。

我们尽力以身作则并常常谈论我们希望孩子们长大后 
形成的价值观、态度和表现。

但有时我们可能无意间会说出一些为年轻人的不尊重
行为找借口的言语。为了打破针对女性的暴力这一恶性
循环，我们必须了解它与不尊重女性和性别不平等间的
关系。

什么是不尊重女性的行为?
举例如下：
› 对别人施压，迫使他们去做不愿做的事；
› 以权力控制、虐待或伤害别人；
› 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别人；
› 由于别人的性别、宗教、文化背景、性取向或肤色而 

不平等地对待他们；
› 对别人的观念或感受不予理会。 

研究表明，从幼时起，男孩和女孩就开始认为在某些条件
和环境下，不尊重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成人的某些言语
和行为可能无意间告诉他们，这种针对女性的行为是可
以接受的。要注意我们对孩子说的话，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父母和其他家人对孩子正面态度的形成有着最大的
潜在影响力。

本指南是个实用的工具，它可帮助你更自信坦诚地与年
轻人谈谈尊重，我们都有责任令我们的社区更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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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重行为与针对女性的暴力 
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针对女性的暴力始于不尊重。如果意识不到这
一点，我们可能会为年轻人间的不尊重行为找
借口开脱。而这些借口可能放任不尊重行为的
滋长，尽管这并非我们的本意。

很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年轻人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以及
两性间关系的看法，其中包括来自流行文化和同龄人的
影响。但是，他们周围的成人，尤其是父母和其他家庭
成员，对他们有着最深的影响。

尽管多数澳大利亚人都认为针对女性的暴力是错误的，
但我们未必知道如何或何时做出改变。事实是，我们有
时会无意中放任男孩形成对女性不尊重的态度，教女孩
忍受不尊重行为，或是淡化这种行为对女孩自尊的严重
影响。

正如以下数据所显示，这些态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了成长的正常部分。

数据： 
特恩斯市场调研公司，减少针对女性和其子女的暴力的宣传活动研究，2015 
Our Watch，The Line宣传活动研究，2015 
维多利亚健康促进基金会，全国民众对于暴力侵害女性的态度调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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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轻人认为男人 
在街上侮辱或言语骚扰 
女孩没什么大不了

的年轻人认为平时 
很温柔的男人偶尔在 
酒醉或争吵时掌掴他的 
女友没什么大不了

的年轻人认为有时 
女性应为所遭受的性骚扰

承担部分责任

的年轻人认为女孩 
喜欢那些在恋爱中处于 

掌控地位的男人

四分之一

超过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我们都想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受伤害， 
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是否想要 
女孩们认为受到伤害总是她们自己
的错?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是否跟 
我们的儿子谈过如何控制他们情感
的突然爆发......我们是否跟他们谈过
互相尊重的关系?
堪培拉女子语法学校校长，教育家Anne Coutts

让我们不再容忍 
不尊重行为

与年轻人谈尊重时，需要讲清楚什么行为是 
可以接受的。

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很快就会形成习惯，因此要自我反思
是很困难的。但如果我们不反思自己有关两性角色的想
法和行为，以及哪些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可能会在无意间
为不尊重行为、攻击行为和潜在的暴力行为开脱。年轻人
可能会误解我们的话，并将其视作对某种行为的借口或
许可。如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我们与年轻人交谈之前，我们应该抽出时间进行真诚
的自我反省。

对父母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反思自己对男孩和女孩或 
男人和女人的观念，因为这些可能构成我们如何做出 
反应的基础。

当我们思考自己的反应时，我们可能会惊讶地意识到 
我们为不尊重行为和攻击行为开脱的一些常见方式。

其中包括：
› 淡化不尊重行为的严重性；
› 把攻击行为当作男孩应有的行为加以容忍；
› 认为被不尊重地对待是由于女孩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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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省是......需要勇气和 
必要的。自我反省形成了我们
与孩子们沟通的方式 — 我们
教导年轻人的方式。
澳大利亚政府间协调理事会减少针对妇女儿童暴力咨询 
小组主席Ken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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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识我们 
最常用的借口

1. 淡化行为的严重性

我们对不尊重行为或攻击行为的严重性轻描淡写。

你是否曾这样想过或说过… 

“别放在心上，没那么严重”

“他可能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这样的回答会让年轻人认为这种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是可
以接受的，并把这种行为描绘成男孩对待女孩的正常甚
至好玩的一面。

2. 容忍攻击行为，认为那只是男孩应有的
行为。

当我们站在男孩一边，可能意指男孩和男人更难控制 
自己，或是他们的行为必定有情可原。

你是否曾这样想过或说过… 

“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嘛”

“他是心情不好，做个男孩不容易”

 
这样的回答会让年轻人认为男孩的不尊重或攻击行为
更容易让人接受。

3. 责备女孩

当男性对女性不尊重或行为具有攻击性时，我们有时会
转而责备女性。可能意指她一定做了什么引发这种行为
的事情，或是她在暗中操纵局面。

你是否曾这样想过或说过… 

“你是否说了他不爱听的话?”

“每个故事都有两面”

 
这样的回答会让男孩认为不尊重或攻击行为不总是自己
的错，并导致女孩怀疑是否应责备自己。



思考一下如何与孩子交谈

作为父母和家人，你很难预知在什么情况下 
会突然有机会与你的孩子进行重要的谈话。

事先仔细考虑你的观念、你会说什么以及如何与你的 
儿子或女儿进行正面的谈话，你会更为自信并能充分 
利用每次谈话的机会。

做好准备，尽早并经常谈谈尊重。

你们可能在车里、购物、做晚饭、看电视或遛狗。做好 
准备，在你看到或听到令你不快的事情时，在你的孩子
问某个问题时或在他们只是想和你聊天时，与他们进行
谈话。例如，思考一下你的女儿可能对男孩的侮辱或取
笑如何回应，或者如果你的儿子的朋友在不经过女孩允
许的情况下给他看了她的照片，他应该怎么做。

尽量抓住日常生活中偶然出现的机会，这样“难于进行的” 

谈话就会显得自然，你的孩子们会知道你的立场，也会
知道他们可以与你交谈。

想出一些例子

你可能会发现用电视上的或你与孩子一同看到过的场景
来阐述你的观点会很有效。例如，如果你在新闻报道里
听到某个受到男人侵害的女人不应该独自外出的评论，
就可以借此讨论那些责备女性的观点。

要诚实

让你的孩子了解尊重和不尊重不是简单的问题。承认你
可能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你知道与别人相互尊重
很重要。向孩子解释我们不应该为那些可能伤人或有害
的行为开脱。

提问题

谈话中询问孩子们的感受和想法。然后就可以讨论他 
们的回答，借机教育他们并告诉他们你的想法。例如， 
你可以问你的女儿，如果一个男孩对她言语粗鲁该怎 
么办。询问她可能会有什么感受和想法，会怎么做， 
以及对于采取行动会怎么想。

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

孩子们受到周遭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有些因素可能相
互冲突，比如来自同龄人和媒体的影响。这可能令他们
困惑，导致他们很难判断在各种情况下该如何反应。

你可以通过时常与他们讨论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支持他
们对自己的反应感到自信，去帮助指引他们。如果你有
儿子，可以教他尊重女孩，不要以任何方式贬低女孩，
即使他们的朋友们那么做。如果你有女儿，可以教她在
受到男孩取笑或贬低时要讲出来，不要不敢告诉别人，
也不要责备自己。

倾听孩子的话

记住，在交谈中倾听与说话同样重要。通过孩子对你说 
的话，可以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倾听能帮助你了解他
们正在形成的态度，并能针对他们正面临的具体问题和
挑战作出回答。尽量多听少说，这是交谈中通用的规则。

以身作则

作为家长，你是孩子重要的老师。他们每天耳濡目染的都
是你的表现和言语。你的所说所做会影响他们的态度和
行为。因此思考孩子会如何理解你的行为和态度极为 
重要。你并不需要做到完美，关键是要诚实并始终如一。 
在讨论针对某些情形如何不作出反应时，甚至可以用自
身经历来举例说明。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成为孩子们的正
面榜样。

何时介入

与孩子讨论他们会如何自己处理这些情况。如果你觉得 
你需要干预，向你的孩子解释并采取你认为必要的行动。 
如果孩子有受伤害的风险，即使孩子说不希望你介入，
成人还是有干预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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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社会需要几十年。 
不是一夕之间可以做到的，
但我们现在已经起步了。
2015年澳大利亚优秀公民Rosie Batty



开始交谈

讨论不尊重行为和攻击行为有时会难于启齿。

我们可能会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会令年轻人感到担忧 
或害怕。

我们可能不想令情况恶化，或担心我们表达的观点会导
致孩子与他人的冲突。

我们可能不愿讨论或许会影响我们与子女关系的问题，
想要避免令人尴尬的情形，或是不想被视作伪善。

鼓起勇气与孩子开始交谈可能是最难的。下文这些可谈
论的话题和开场白可以帮助你迈出重要的第一步。你不
需要掌握所有的答案。收集你认为重要的话题信息并练
习回答，会对讨论复杂困难的问题有帮助。

解释尊重

› 尊重的含义和重要性；
› 家人间的尊重；
› 尊重自己；
› 朋友间的尊重；
› 男孩和女孩间互相尊重的关系。

辨识不尊重和攻击行为

› 怎样判断别人的行为是否是不尊重行为；
› 嘲笑或贬低别人；
› 欺侮、取笑别人，给别人取外号；
› 在操场打闹或在运动中行为粗鲁；
› 恐吓和在公众场合进行骚扰；
› 肢体暴力。

个人隐私

› 拍照、被拍和分享照片；
› 在网上发布个人信息；
› 发送色情短信、打电话、网络规范以及设立上网界限。 

了解详情，请登入esafety.gov.au。

互相尊重的关系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不要容忍不尊重和攻击行为；
› 使用 iMatter之类的手机软件；
› 使用Kids Helpline(儿童帮助热线)和1800RESPECT等 

服务。了解详情及获取帮助，请登入respect.gov.au。

性别平等

› 男孩和女孩都擅长很多不同的领域
› 性别刻板印象；
› 传媒话语中的男性与女性；
› 为什么你们双方共同“掌控”婚恋关系。

 

可谈论的话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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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使用的开场白

记住，你不需要掌握所有的答案，只需要做好
与孩子一同探讨的准备。

你是否觉得男孩和女孩在学校受到不同的对待?

你是否觉得男孩和女孩在学校的表现有所不同? 
例如，学校有没有什么运动项目是主要由男生参与的? 
或者有什么活动大部分参与者是女生?

你有没有听到过某个男孩对女孩说过你不赞同的话?

你是否曾觉得很难与男生/女生讲话?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对这部电影里对待女性/男性的方式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讨论你的孩子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或游戏。

回想一下，你是否曾经不礼貌地对待别人?

如果你的一个朋友对你不尊重，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的一个男性朋友对别人不尊重，你会有什么 
感受?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的一个女性朋友被一个男生无礼对待，你会有
什么感受? 会怎么做?

如果你在一个男生/女生身边感觉不安全，你会去哪
里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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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交谈 – 接上文



在谈话中

注意听取线索并及时回应。

有时对话可能会透露出你之前不知道的有关孩子们的事。
例如，可能有个男孩欺负过他们，或者他们的一个朋友
可能曾逼迫某个女孩做了她不想做的事。如果出现这样 
的情况，保持冷静并继续倾听，以免孩子不肯再谈下去。

回应孩子有关不尊重或攻击行为的经历

你的孩子可能会试图淡化一件事的严重性。他们可能会
责备自己或受该行为影响的人，或是同情那些做了错事
的人。

让他们知道：
› 这些态度是不对的； 
› 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
› 他们不应因别人的行为而受责备；
› 他们有权被尊重。

即使你们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也要让孩子们知道继续
讨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回应孩子的困难和负面反应

有些年轻人非常不情愿与成人讨论这些复杂的问题。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争取 
更坦诚对话的机会。

› 冷静地如实讲述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鼓励孩子们
就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 始终努力保持谈话的开放性，让孩子知道你重视他们
与你的交谈。

› 讨论他们遇到的难题，并承认辨明是非有时的确有 
难度。

› 不仅讨论困境，也要讨论成功。回忆他们表现出尊重
或是以正面的态度做出了反应的经历。

› 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想要聊天或是感觉没有把握，
都可以来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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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话中 – 接上文

理解她的感受；
 

告诉她不应该接受不被尊重的行为；
 

承认有时很难判断应该怎样做；
 

为她未来遇到类似情况该如何应对，提供建议并进行
讨论； 

 

鼓励她以别的女生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 — 如果她
的朋友处于这种境况，她会怎样反应，会说什么?

 

与她谈谈她可以向谁求助；
 

告诉她所有的感受(挫败、压力、尴尬、负疚、愤怒、 
担忧)都是正常的；

 

讨论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向她保证当她准备好(或想要) 
采取行动时你会帮助她。

保持冷静，为进一步谈话留下余地；
 

向他解释你理解他为何会那样做，但那是错误的； 
 

对事不对人 — 让他知道不尊重地或具有攻击性地 
对待女孩是不可接受的行为，而不是责备他这个人 
(例如：你爱他，但你不赞成他的行为)；

 

做一个好的榜样，避免威胁性或攻击行为；
 

让他知道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并一同探讨
这些方式；

 

鼓励同理心 — 让他思考一下他的行为会导致女孩有
怎样的感受；

 

问他是否会这样对待一个男性朋友；
 

讨论怎样礼貌地表达不同意见。
 

讨论情感(感到愤怒)和行为(具有攻击性)之间的区别；
 

告诉他所有的感受(挫败、压力、尴尬、负疚、愤怒、 
担忧)都是正常的；

 

向他解释他应为自己表达情感的方式负责； 
 

鼓励他成为自己朋友的好榜样。

 
与你的儿子交谈 

当你观察到孩子对女孩有不尊重或攻击行为而 
决定与儿子交谈时，重要的是要讲明这种行为 
是不可接受的。

 
与你的女儿交谈

当你的女儿与你谈起曾有男孩对她有过不尊重 
或攻击行为时，重要的是要讲明这种行为是不可 
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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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谈话持续进行

像任何困难或有挑战性的事情一样，这样的 
谈话也会随着练习越来越轻松。

与孩子们进行有关不尊重行为的谈话不是容易的事， 
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态度和表现会逐渐变化， 
通过交谈可以了解他们的情况并提供建议。通过以身 
作则并经常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教会孩子尊重 
是所有人际关系自发的起点。

预防性的谈话可以帮助孩子为未来作好准备。当他们 
遇到这类情况时，他们会知道自己有哪些选择，也知道 
自己可以作出哪些不同的反应。

通过与我们的孩子和年轻人谈谈尊重和性别平等， 
我们可以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而这些将影响他们 
的成年生活。

作为父母，我们有着最大的影响力。当我们与孩子的 
生活中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合作时，比如其他家人、老师、 
教练、主管、宗教或社区领袖等，这种影响力会加倍 
放大。

通过正面引导态度和行为的转变，我们可以在针对女性
的暴力发生之前就制止它。

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仅为自己的孩子做到了最好，也为 
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减少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起到了关
键作用。

 
作为教育家，我习惯遵循最 
基本的原则，预防胜于治疗。 
我认为只要我们为自己的儿女 
准备好了迎接未来，可能就能够
防止那样的糟糕情况的出现。
堪培拉女子语法学校校长，教育家Anne Coutts



The Line (边界)

The Line通过质疑和改变支持暴力的态度和行为，鼓励形
成健康和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The Line是2010年至2022
年减少针对妇女儿童暴力国家计划中的一项计划，由澳大
利亚政府社会服务部资助，由Our Watch负责进行。
theline.org.au

WhiTe RiBBOn (白丝带)

White Ribbon是旨在防止和减少针对女性和女孩的暴力的
主要预防性宣传活动，通过与男性直接合作、鼓励男人和
男孩采取正面行动以带来变化。
whiteribbon.org.au

SAFe SChOOLS hUB (安全学校枢纽)

Safe Schools Hub提供能够协助教师、学校领导、学生、 
家长、辅导学生的专业人士以及实习教师的各种信息和 
资源。
safeschoolshub.edu.au

了解详情

了解详情，请登入 
respect.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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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Lay: 国际消除针对女性暴力日演讲，墨尔本莫纳什大学，2015年11月25日。
Anne Coutts: 堪培拉时报“我们能否开始改变对于暴力侵害女性的固有态度?”2016年2月17日发表。
Rose Batty: ABC新闻采访，2016年1月25日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