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孩子的安全
如果你在身体或心理上遭到伴侣的虐待,可能会伤害到你的婴儿——出生之前及出生之后。
婴儿和幼童需要安全的环境成长为健康、适应性强的儿童。暴力、恐吓、恐惧和不稳定的环境是
不安全的。
尽管有些人认为，离开对其进行虐待的伴侣将使孩子失去家庭关系，但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父母
冲突对儿童发育和适应能力造成的影响比分居或离婚更甚。
无论你决定留在关系中还是选择离开，你们的孩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会与那个有暴力行为的人
联系。本信息说明介绍了家庭暴力对婴儿和幼童造成的影响，并为你提供了一些保护孩子不受这
些影响的策略。

“

我怀孕时他就开始对我推推搡搡，造成我浑身
都是淤伤。之后他就开始害怕了，告诉我不要
告诉医生。我怕他,因此我没有告诉医生。

”

孕期应该是你和伴侣的一段快乐时光——庆祝新生命加入你们
共同的生活计划。你和宝宝的健康应该是你和伴侣最重要的考
虑。
如果在怀孕期间，你在遭受身体和/或性虐待，你的宝宝可能
会受到多种方式的影响,包括:
• 延迟或没有任何产前护理。
• 药物滥用——如果你不能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借助烟酒减
少压力。
• 大脑发育迟缓。
• 早产。
• 出生时体重偏低。
• 胎儿创伤、受伤或死亡。

我们知道，母亲怀孕时会给未出生的婴儿播放自己最喜爱的音乐，使婴儿感到平静和爱。那
么，当母亲受虐待时，未出生的婴儿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婴儿会感到什
么呢？
• 他的母亲被人拽着头发在房间里被拖来拖去大声尖叫。
• 母亲被人掐住脖子透不过气来。
• 母亲不停地焦虑和害怕，无法入睡。
婴儿和幼童不分大小均会受到家庭暴力的影响。
生活在持续的家庭暴力之中，会影响到婴儿及幼童大脑的发育。这些影响可能是永久性的。
婴儿和幼童需要很多的爱与积极的关心，需要大人对他们的恐惧做出敏锐的反应并始终如一地
关心和教导他们，他们需要一个安全并可以预见的环境。
如果你的婴儿或幼童在家庭暴力发生时在场，他们会有以下风险:
• 被乱扔的东西击中。
• 对方威胁要伤害孩子，想让你惊恐或难过。
• 受到严重创伤。
哪怕六周大的婴儿在出现家庭暴力时也会做出不安的反应。婴儿和幼童对其环境中的紧张、
恐惧和侵犯性会做出强烈反应。
当有家庭暴力时，他们会:
• 感受到母亲正在经历的压力与紧张。
• 在语言发育与大小便自
理方面有延迟。
• 有侵犯性，爱发脾气
——无法安静下来。
• 太害怕，不敢去玩,
‘粘人’。
• 沉默寡言。

“

我不想让我2岁的
女儿看到我受伤害,
她那恐惧的样
子最令我心痛。

”

家庭暴力对父母造成如此大的恐惧、担心和压力，他们往往因此而不能安慰和安抚他们的孩子,
帮助他们重获安全感。 当婴儿和幼童不能经常找到安慰和安全感时，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就会遭
到破坏。这种受到破坏的关系可能导致孩子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如果你生活的环境中不断出现紧张、恐惧和侵犯，
可能会妨碍婴儿及幼童发展信任与独立。
你可以做些什么......
暴力是施暴者的全部责任，并不是你的错。不过，即使你不能让孩子远离这种暴力情况，你也
可以做一些事情减少暴力对婴儿或幼童造成的影响。如提供充满爱与关怀的环境，在情绪上抚
慰孩子，这有助于让孩子克服家庭暴力造成的伤害。
如何帮助婴儿或幼童:
• 了解婴儿/幼童的情绪以及疲倦或难过的迹象。当孩子难过时，抱起孩子靠近身体，轻轻摇
晃，用轻柔的语调安抚和抚慰孩子。
• 跟婴儿/幼童说话时看着他们的眼睛。
• 给孩子换尿片、喂奶、洗澡时微笑并用和缓、温柔的声音说话。
• 与孩子玩简短的游戏——轻柔地逗弄、玩躲猫猫、唱儿歌或给婴儿/幼童读故事。
• 与孩子沟通时效仿孩子——学孩子咿呀学语的声音，玩游戏时顺着孩子创造的方法玩儿。
• 说一些积极鼓励的话，如“宝宝真乖；宝宝真漂亮；妈妈爱你”等。
• 轻轻地抚摸、亲吻孩子，紧紧地拥抱孩子，让孩子知道在你怀里是安全的。
• 给孩子安排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比如什么时候吃饭、睡觉、洗澡及什么时候休息，使孩子的
日常生活有预见性，让孩子有安全感。
• 带孩子参加游戏小组——与其他家长和孩子交往，既很开心，又可以让你意识到自己做得很
好。

你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
有人可以为你提供保密的心理辅导，帮助你考虑自己的选择，改善自己的安全。不论你是决定
留在这种虐待关系中还是打算离开，最重要的是你和孩子的安全。
请致电DVConnect获得免费保密的帮助，号码是1800 811 811 （24 小时）。
请阅读《每个人都有权在自己家里感到安全》信息说明，里面谈到了一些遭受家庭暴力女性常
问的问题。请访问：http://www.noviolence.com.au/public/factsheets/factsheetforwomen.pdf
或 www.noviolence.com.au 点击‘资源’然后点击‘信息说明’查看。

你怎么知道你所经历的是虐待？请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
• 我的伴侣是否经常冲我和/或我的孩子喊叫或辱骂？
• 我是否有时害怕我的伴侣？
• 我的伴侣是否伤害或威胁伤害我或我的孩子？
• 我的伴侣是否强迫与我发生我不想要的性关系？
• 我是否经常要努力一声不吭，应对伴侣的行为？
• 我是否担心伴侣的行为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
如果你对以上任一问题回答‘是的’，请联系家庭暴力支持服务。他们将为你提供免费的、非
评判性的保密帮助与咨询，保障你和孩子的安全。

查找你就近的家庭暴力支持服务
昆士兰州家庭暴力服务机构名录:
www.noviolence.com.au/supportservices.html

或者如果你不能上网:
请致电Womensline, DVConnect 24小时家庭暴力电话服务，号码是1800 811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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