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如果你在身体或心理上遭到伴侣的虐待，可能会严重影响你们孩子的发育。
儿童会以多种方式受到家庭暴力的影响。他们不仅会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有时可能
会听到隔壁房间暴力的声音。发生暴力时如果儿童过来阻止或正好站在中间，他们可能会被卷
入其中。有时，他们不得不承受暴力对家庭造成的后果。
儿童需要安全、关爱、安稳的环境成长为坚强自信的年轻人，这样他们才能很好地应对人生的
起伏。充斥着暴力、恐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是不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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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造成的影响，并为你提供了一些保护孩子不受这些
影响的策略。
儿童早期的经历会影响到他们长成什么样的成年人。当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会形成信任，学习
如何 轮流与分享，并练习如何用语言来解决分歧。他们大一些的时候，就会学会交朋友、做选
择，他们通过取得的成绩发展信心，并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怒气与沮丧。孩子最通常的学习方
式就是效仿周围的所见所闻。
生活在有家庭暴力的环境中可能会错误地教导孩子：
• 侵犯他人和暴力手段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一种可接受的方式。
• 大人们都不可靠。
• 不尊重女性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大多数孩子不会跟任何人吐露‘秘密’，因为他们
感到羞耻，而且觉得其他人知道了只会让他们更加
容易受到伤害。

很多人不知道，儿童的生活中有家庭暴力时会受到极深的情感伤害。
当孩子看到或听到周围的暴力行为时，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以下后果：
• 很难交到朋友或很难保持朋友关系。
• 在家里和学校出现行为问题。
• 学习困难。
• 脾气暴躁、具侵犯性。
• 不断生病（头痛、胃痛）。
• 无法入睡、做恶梦、尿床。
• 忧郁或焦虑。
• 负罪感。
• 发怒。

孩子们往往能够描述他们并没有看到、
只是在其他房间躲避时听到的暴力事件。
孩子们说，家庭暴力是
• 受伤害的人是他们所爱的人。
• 当暴力发生在家里时。
• 故意造成伤害。
• 使用暴力的人是他们所信任的人。
• 当孩子认为是他们的过错造成的。
		

(Maxwell & Carroll-Lind, 1998)

当暴力在孩子们身边发生时他们在想什么
• 我努力使自己不被注意到——我往往会躲在床底下或壁柜里。
• 我担心妈妈，担心她会被杀死。
• 我感到无助，我无法使暴力停下来。
•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但当我看到一方在伤害另一方时，我就不知所措了。
我担心学校的同学会知道我家里发生的事情。

提供安全与保护
儿童依赖于家人提供安全与保护。他们能够看到并感受到家庭暴力
带来的紧张、恐惧与侵犯性。
儿童需要可靠积极的关系，在有压力与恐惧时可以藉此寻求安慰与
情感安全。他们需要：
• 暴力停止。
• 感到安全。
• 得到照顾。
• 知道他们的生活中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 得到安慰。

儿童不理解家庭暴力的复杂性
• 一方面要支持受虐待的一方，一方面又要爱施虐的一方，他们左右为难。
• 他们责怪酒精、压力或他们自己不听话来为虐待找合理的理由，帮助他们应付一方家长有虐
待倾向这一想法。
• 他们会想他们本来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暴力的发生并因此而苦恼。
• 他们可能会因为妈妈没能保护他们而对妈妈失去信心。

即使你觉得孩子并没有看到或听到暴力的发生，但他们很可能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能够感觉到那种紧张与恐惧。
你可以做些什么...
暴力是施暴者的全部责任，并不是你的错。然而，即使你不能让孩子远离这种暴力情况，你也
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减少暴力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如为孩子提供正面的教导和榜样，意识到孩子
也同样在经历着家庭暴力，跟孩子谈论所发生的事情，这些都会帮助孩子克服家庭暴力的伤
害。
如何帮助孩子：
• 与孩子谈心了解他们的感受、担心和他们的希望与梦想。
• 支持孩子与大家庭、朋友、老师和孩子交往圈中的其他人建立积极可靠的关系。
• 通过树立正面榜样，帮助孩子控制他们自己的行为。
• 告诉孩子有些情绪是正常的，并让孩子能够以可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
• 与孩子一起玩儿——棋类游戏、跳舞、去海滩散步、一起唱歌。
• 尊重孩子也帮助孩子尊重他人。
• 向孩子证明你是关心他们的。对孩子在学校/体育比赛中的成绩给予鼓励。
• 经常跟孩子说你爱他们并为他们感到骄傲。

对年幼儿童的发育最强有力的支持是他们与主要照顾者
（非虐待性）有积极、支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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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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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我伴侣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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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