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新闻·特别报道2022年6月9日   本版编辑／李立    美编／熊晓丽
E－mail: lili@fengone.com

《遭遇十年家暴后：一个女人的伤痛和抉择》后续：

出狱后，她终于提出离婚诉讼
在法院外见到两个

孩子走过来，王凤（化名）
的眼眶一瞬间红了，这
名母亲，已经近 3 年没
有见过自己的孩子。孩
子到了跟前后，她提着
给孩子买的一袋子鼓鼓
囊囊的零食，和丈夫唐
林（化名）一起，跟在
法官身后进入了单独的
会面室。

2021 年 9 月 2 日，
今日女报 / 凤网以《遭遇
十年家暴后：一个女人
的伤痛和抉择》为题报
道过王凤的遭遇。2022
年 3 月，在出狱近 1 年后，
王凤终于下定决心，向
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月 26 日，王凤和
唐林的离婚诉讼案第一
次开庭。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那件事后，我对这段婚姻已

经彻底死心，希望能够和平解决

我们的问题。”5月31日，面对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询问，王凤

回忆起这场离婚诉讼的始末。她

口中的“那件事”是指三年前的

一个深夜，在遭遇多年的家庭暴

力且无法摆脱后，她拿起一把刀，

捅伤了自己的丈夫。

被警方控制后，王凤才道出

原委。原来，她曾长期遭受唐

林的谩骂和��，��是���和��，��是�����，��是���

房，致使她 6 次怀孕，即将要第

4 次流产，落下了一身疾病。

案发后，长沙市妇联和望城

区妇联积极介入到该案中。经过

一年多的调查，一份由妇联提交

的反家庭暴力社会工作调查报告

被作为定罪量刑建议，递交到检

察机关。2020 年 12月10日，长

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王凤因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在激

愤状态下，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

故意伤害原告，应依法对王凤酌

情从宽处罚，判决其犯故意杀人

罪，有期徒刑两年。2021年 3月

1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维持原判。在折抵了先行羁押的

日期后，2021 年 5月 21日，王

凤刑满释放。

出狱后，王凤回到老家休养，

并通过电话和唐林多次沟通离婚

的事情和孩子的抚养问题。沟通

无果后，2022 年 3月，王凤向望

城区人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

并向望城区人民

检察院申请了“支

持起诉”。

根 据《 中 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15 条

规定和�关�法和�关�法

解释，望城区人人

民检察院依据�检察院依据�

前办理的王凤刑

事案件中的材料，

认为王凤是一名

被 家 暴 的 女 性，

属于社会弱势群

体，为�，区人人

民检察院支持王检察院支持王

凤拿起法律武器

捍卫自己的合法

权益。

文 / 杜虎
近日，广东佛山，一段佛山

市顺德区容桂街道红星游龙大汇

现场，男子冲桥上女性大喊“女

子闪开”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6月6日，容桂街道宣传办

的工作人员表示，按民俗说法，

女性可能会冲撞到船上的“神灵”。

一般当地女性碰到“神庙”也会

自行回避，担心冲撞会给自己和

家庭带来影响，但这一行为确实

没有歧视女性的意味。

容桂街道宣传办说出“不

是歧视女性”这句话的工作人

员，也是一位女性，如果她是

佛山本地人，长期熏陶在当地

尊崇男丁的宗族文化中，以私

人身份捍卫龙船文化，也并不

意外。

但从街道办的公职身份而言，

这种断然否定“船员歧视女性”

的行为并不恰当。

端午是珠三角村落划龙船的

应景节日，包括顺德容桂街道这

件事，同期还在南海九江镇发生

女游客上了龙舟遭到广东某些人

网暴的事。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被认为

佛山龙船文化张扬着歧视女性的

色彩，受到强烈批评。

但在舆论谴责之下，佛山某

龙舟协会及街道都以捍卫传统的

名义，不认可不接受外界指责。

6月5日，南海区九江龙舟

协会会长告诉记者：“当地龙舟

分为多个种类，如果是传统龙舟，

是不允许女性上去的。比赛里的

那种龙舟叫标准龙舟，标准龙舟

对男性女性没有限制。”

九江镇政府宣传办工作人员

称：“我不是本地人，不太了解事

情相关情况和当地习俗，但我们

这里的龙舟女子队很厉害，一直

出去比赛。”

事到如今，佛山龙船歧视女

性争论的各方都有表态，汇总来

看，无论是在龙船的民间协会那，

还是街道干部那里，都直率地拒

绝接受舆论的批评。

龙船文化虽说有纪念屈原、

抗击倭寇等附会的解释，实际上

在本质上仍是农耕文化中以男性

文化为中心的宗族习俗。

女人要外嫁，只有男性守着

村子，延续宗族香火，这也是广

佛龙船的文化源头。

端午节前后，广佛村落的龙

船相互往来，从点龙睛到接龙船

整个过程，最风光的还是男人，

女人照例躲在后面做烧火做饭等

辅助工作。

无论怎么辩解说，女人要划

龙舟可以去划凤艇，或者说佛山

也有屡屡获奖的女子龙舟队，但

龙船文化的核心是传统龙船，这

是男性绝对排斥女性、女人禁入

的专属领地。

外省市游客其实很难搞得清

龙船文化的门道，以为所有龙船

都一样，就像那名女游客，无意

中登上传统龙船，当地村民恼羞

成怒，甚至有帮腔的人叫嚣“追

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若以自行解释的禁

忌来定义“文化”，据此划定所谓

“传统”的范围时，将父权奉为中

心的守旧分子就诞生了。

对那些有资格划龙船的男人

来说，无论他们在村外混得怎样

差，站在龙船上就成了扬眉吐气

的仔，这跟晋商徽商回老家盖房

子光宗耀祖的心态是一致的。

在男丁们这样的群体心态

下，母亲、姐妹、妻女这些女

性只能是配角。而外省人、外

地女性，更是等而下之，这不

是歧视是什么？

认为女性沾了龙船会让龙

船划不快，令船上男丁触霉头，

或者认为神庙龙船从女人站的

桥下过就是触碰神灵，会有血

光之灾。这些可笑的说法首先

是偏见，当这些偏见付诸行动，

禁止女人上龙船，禁止女人站

桥上等等，就成了歧视。

如果维护的是正当合理的文

化传统，或者说真心实意地想要

传播龙船文化，首先要从好好说

话开始，从检视龙船文化中的糟

粕入手——哪怕不是清除糟粕，

但也应该对文化中歧视女性、无

法与时俱进的所谓“规矩”有清

醒认识。

禁止女性上龙船没有歧视女性？如此“传统”不必捍卫
湘 妹 子 评 论

5月26日，王凤和唐林的离婚诉讼第一次开庭。

开庭前，法官特意让两个孩子从学校赶过来，询问孩子意愿

的�时，也是希望让将近 3 年没见到孩子的王凤可以见孩子一面。

“两个孩子都瘦了。”采访过程中，王凤一直对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说，在她负责两个孩子的生活时，孩子们“脸上都有肉的”。

这让她更加坚定了要两个孩子抚养权的心。

在王凤向望城区人民法院提出的离婚诉讼请�中，她希望能王凤向望城区人民法院提出的离婚诉讼请�中，她希望能她希望能希望能

够解除与唐林的婚姻关系，并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和一半的夫

妻共�财产判决给她，�时，王凤

提出，唐林应该赔偿其精神损失费 8

万元。

在法庭上，面对王凤一方的诉�，

唐林表示自己也�意离婚，但希望两

个孩子的抚养权和目前夫妻共有的

一套房产能够归自己所有，并且王凤

要承担房贷、物业费等共 69万元的

夫妻共�债务，以及赔偿唐林名誉

损失费等共计16万元的费用。

面对法官的询问，唐林否认了自

己对王凤的家暴行为，并表示，在

王凤刺伤自己的刑事案件的审判中，的审判中，审判中，

他“是为了能够让王凤减轻刑事处罚，

所以才在法官面前承认了自己有家有家家

暴的行为”。

当天开庭结束后，法官宣布休庭。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将继续关注该案该案

的进展。。

检察院出庭支持诉讼 希望�����子���������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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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无可忍时，她深夜拿刀刺丈夫；妇联伸援手，帮她争取公正裁决

遭遇十年家暴后：一个女人的伤痛和抉择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从枕头下摸出水果刀
时，王凤犹豫了。

凌 晨 2 点， 万 籁 俱
寂，王凤能听到枕边人的
呼吸声。看着他，王凤觉
得冷，恨意涌上心头，“一
辈子被他玩弄，还活得下
去吗？”

2019 年 4 月 3 日，
长沙市望城区某小区内发
生一起刑事案件。妻子王
凤因向丈夫索要 2000 元
的流产费用未果，一时激
愤，捅伤丈夫唐林。被警
方控制后，王凤哭诉，她
曾长期遭受唐林的侮辱、
谩骂、殴打，甚至是强迫
同房，致使她 6 次怀孕，
4 次流产，落下一身疾病。

案发后，长沙市妇联、
望城区妇联等单位积极介
入到该案中。经过一年多
的调查，一份由妇联提交
的反家庭暴力社会工作调
查报告被作为定罪量刑建
议，递交到检察院。2020
年 12 月 10 日，长沙市望
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王凤因长期遭受家庭暴
力、在激愤状态下，为了
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伤害
原告，应依法对王凤酌情
从宽处罚，判决其犯故意
杀人罪，有期徒刑两年。
2021 年 3 月 10 日，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
原判。在折抵了先行羁押
的 日 期 后，2021 年 5 月
21 日，王凤刑满释放。

王凤出狱后，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致电其姐姐
和妹妹，两人均表示，王
凤目前的状态比之前好多
了，对未来的生活也有了
目标。同时望城区妇联工
作人员也对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表示，今后将会根
据王凤的意愿助她迎接未
来，如后续的婚姻问题、
个人就业等。

“她很冤，是受害者，没想到，

倒是她最后做了傻事。”事后，王凤

和唐林的共同亲戚乔梅曾对妇联派

来调查的社工这样说。王凤的姐姐

王丽曾发给记者两张照片用于对比

王凤婚前和婚后数十年的生活。在

王凤尚未结婚时的那张合影上，她

看上去白白胖胖，据说当时有 130 多

斤。而现在的照片，她瘦得皮包骨，

只剩下 70 多斤。

1982 年，王凤生于永州市蓝山

县一普通农户人家。4 岁时父亲去世。

王凤小时候成绩不错，曾考上中专，

但家里实在没钱供她读书，初中毕

业后王凤就出去打工了。

2006 年，经人介绍，24 岁的王

凤认识了唐林，不久后两人结婚。

没想到，婚后不到一个月，唐林

就提出离婚，理由是王凤怀不上孩

子。后来，两人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唐立，唐林就没有再提出离婚。然而，

让全家人都没想到的是，唐立生下

来就患有先天痛觉迟钝（一种罕见

的遗传性感觉神经病）：喜欢咬舌头、

指头，咬出血也不觉得疼。在婆婆

看来，生出个残疾，全是因为王凤

在王凤遭受家暴案件的调查中，

一个数字让人胆寒。因唐林的性暴力

行为，以及不顾对方身体状况的性要

求，王凤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并

且曾 6 次怀孕、4 次流产。

2010 年，王凤在流过一次产后，

怀了老二唐海。产后，恶露没排干净，

唐林就强行与王凤同房，她也因此患

上严重的妇科疾病。

“有时候她反抗，唐林就打她，

掐她喉咙，大冬天的，不给她被子盖。

有一次差点被他用被子捂死。”姐姐

王丽说，王凤后来有一段时间回到娘

家调养，吃了好多药也不见效，身体

越来越瘦。

案发后，王凤在一封说明自己遭

受家暴情况的信中写道，有一次，她

怀孕了要做流产手术，回来跟唐林要

钱，唐林竟然说：“谁知道你跟外面

哪个野男人怀的孩子”。

由于生养两个孩子，家里的压力

陡然变大。2010 年，唐林的父母也

从永州老家到长沙一起生活。考虑到

孩子的就学，一家人决定在长沙买房。

王凤和唐林各自从家里借钱，王凤从

娘家借了 7 万余元，案发至今仍无力

偿还。

2012 年新房装修时，唐林让王

凤再去找娘家借钱，王凤不肯。她

认为前账未还，怎么还能再借。这

让唐林和公婆生气不已，觉得王凤

就 是 来“ 蹭 住 ” 的， 入 住 新 房 后，

不给她新房的钥匙，每次进门，只

能跟婆婆申请。直到王凤的娘家说

话，王凤才拿到了钥匙。而唐林则

多 次 以 王 凤 出 轨、 藏 私 房 钱 为 由，

扇巴掌，踢她，用枕头捂住她的脸，

把她的头按在地上撞。

家人经常性的谩骂和羞辱，让王

凤愈加痛苦。有时候，最爱的两个孩

子甚至都会对她言语不善。据其多位

同事回忆，王凤常会冷不丁地冒出一

句：“不想活了”“一起死了算了”等

话语。

在此期间，王云和王丽都曾劝王

凤离婚，但王凤和姊妹说，过几年家

里条件好了，日子就好了。其实，经

济困窘，加上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是她不愿意离婚的主要原因。王凤每

月工资不到 2000 元，还经常有各种

病。大儿子读初中、小儿子读小学，

她要给孩子一些费用，工资几乎每月

花光。银行卡流水显示，2018 年 12

月她的银行卡余额只有 2.16 元。在

她看来，离婚以后，自己根本无力抚

养孩子。

王云说，据她了解，最近的几年，

姐姐王凤也想过要离婚，可男方那边

又不肯了。“有一次她拿着银行卡和

身份证想离开那个城市，结果又被她

婆婆拽回家了 。再之后她的身份证

和银行卡都被婆家人给藏起来了。”

渐渐地，在外人看来，王凤已经

出现一些精神恍惚的状态。王云说，

2013 年，家里姊妹应唐家要求，把

王凤接回永州住了一段时间，发现她

总是有一些怪异举动——把老家屋前

坪中已经结果子的梨树砍了，改种上

苹果树——因为梨子代表“分离”。“坐

着坐着突然自己笑起来，叫她也不回

应。”

（下转 05 版）

大儿子1岁生日，丈夫对她第一次施暴

6 次怀孕，4 次流产

↑被老公掐喉咙以后王凤拍摄的照片。
←婚前的王凤（右）白白胖胖，性
格开朗。

1

2

基因有毛病，常对她破口大骂。

王凤记得，第一次被丈夫打，是

大儿子 1 岁生日的那天。

当时，四处打零工的她凑钱给儿

子买了一个小蛋糕，兴冲冲地拿回

家后，丈夫唐林脸一沉，讽刺道：“你

挺有钱啊。”随后，唐林把王凤叫出

家门，在大街上质问王凤是不是“偷

人”了。王凤否认后，唐林一把将

她推倒，一边踢，一边在地上拖。

此后，王凤又遭遇过多次严重暴

力。据王凤的妹妹王云回忆，2009 年，

唐林曾在他们居住的出租屋门口，

狠狠踹了王凤一脚，左右邻居围过

来劝说，唐林照样下死手打王凤。

直到有人大喊：“不要再打了，再打

就打死了。”唐林才住手。还有一次，

晚上九点多，唐林在王凤的工作地

点附近一楼梯处踢打王凤，并用王

凤带饭菜的陶瓷碗猛砸她的头。据

社工的调查报告显示，唐林类似的

严重施暴行为曾有过 5 次。

“有一次午休，我看到她脸上有

淤青，才隐约知道她老公好像打她，

后来又听她说过好几次。”和王凤关

系最好的同事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证实了王凤经常被打的事实。周宁

说，她曾多次劝王凤报警，还要帮

她请律师。但王凤非常绝望地表示：

“没用，警察走了他照样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