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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中国实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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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方国家，女性主义的运动以及理论的发展不断地唤起女性沉睡的意识，女性逐渐将目光转
向家庭暴力领域，加上法医学的进步，受虐妇女综合症成为女性权益在法律方面的“护花使者”。此理论对
中国有一定借鉴价值，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些以男性价值观为主导的立法加以重新审视。而在具体
层面上，该理论可以为中国刑事法律中增加规定“因长期受暴而被迫伤害，杀害施暴人的犯罪是法定从轻、
减轻处罚情节”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对各地法院面对此类案件与酌定情节从轻判判断中，出现裁判不一的
情况，最高法院可通过各种途径发布指导性案例，解决此类案件裁判相差悬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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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 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宾清，系本案被害人唐发明之妻。宾清

与其丈夫唐发明于 1992 年结婚，并育有二女。婚

后，唐长期殴打、虐待宾清。2005 年 7 月 17 日，唐

酒后回到其与宾清租住的房屋处，又对宾清进行殴

打。宾清无奈，躲至门外。等唐发明熟睡后，宾清再

次进入屋内，因不堪忍受唐发明的长期打骂而对生

活失去信心，想杀掉唐发明后自杀。凌晨 6 时许，宾

清到杂货店购买一把菜刀回来，随后宾清拿出当日

购买的菜刀朝床上熟睡的唐发明的颈部猛砍一刀

后，逃离现场，并将菜刀弃于门外路边。当日中午，

唐发明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唐发明

系被锐器砍击颈部致左侧颈总动脉和颈内静脉完全

离断大出血休克死亡。2005 年 7 月 22 日，宾清被

抓获归案。
( 二)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被告人宾清无视国法、非法剥夺他人

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

名成立。被告人宾清故意杀害他人，致人死亡，后果

严重，本应依法严惩，但被告人宾清长期受虐，其采

取私力救助的暴力杀夫行为，虽触犯刑律、罪责难

免，但情有可原，结合其杀人手段等情节，对被告人

宾清的故意杀人行为酌情从轻处罚。法院依照刑法

规定，判决被告人宾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间

内，被告人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现已

生效。［1］

( 三) 问题提出
对于受虐妇女杀人案件的刑罚裁量，现行法律

无明确规定相应的处罚原则及具体规定，对于受虐

而杀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因受虐而杀人是否构成

法定从轻情节，在判定构成受虐杀人上能否进行专

家论证等重要方面，国内的法律仍是空白。本案中，

法院裁判认为被告人宾清长期受虐，其采取私力救

助的暴力杀夫行为，虽触犯刑律，但情有可原，因此

对被告人的故意杀人行为酌情从轻处罚，体现了司

法实践在面对法律空白的情况下，一定程度地发挥

了司法能动性，关注到了国外的受虐妇女综合症

理论。
二、法理分析

( 一)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及司法实践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

中，女性主义者便开始关注家庭暴力问题。女性主

义法学认为，国家政策和法律，是由大多数男性制定

的，代表男性的价值观。因为缺乏女性的经历和体

验，难免忽视女性的权利保障。比如在家庭暴力问

题上，男性立场就是认为暴力是理所当然，因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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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价值观的法律就袖手旁观，而女性若“以暴制

暴”，法律则将严厉打击。女性主义正是意识到在

婚姻家庭领域里存在着的男女不平等更为严重、也
更为隐秘，因此便从女性角度出发，在理论和实践上

大力推动法律的改善。而受虐妇女综合症就是一典

型例证。
受虐妇女综合症(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原

本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及医学上的概念，通常是指妇

女因受到配偶或情人在身体、性以及情感方面的虐

待而致的一种病理和心理状态。这种综合症有时被

用做辩护理由，证明妇女杀死某一男子是出于正当

理由。美国女权主义先锋，临床法医心理学雷诺尔

·沃尔克创造了该理论。沃尔克假设了两个理论用

以说明受虐妇女综合症在行为和心理特征上的发

展: 即习得无助论和暴力循环论。习得无助论认为

受虐妇女在经历了自己不能控制的长期暴力之后，

变得被动、服从和无助，觉得不能对即将发生于自己

身上的事情施加任何影响［2］。暴力循环论反映了

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呈现出阶段循环式特征。第一阶

段为紧张情绪积蓄期; 第二阶段为暴力殴打期; 第三

阶段是忏悔原谅后的和好期。
受虐妇女综合症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为欧美国

家的法律概念，其最早在法庭上作为可采证据始于

1987 年加拿大的 Lavallee 案件。“莱维莉在事后对

警察所作的供述中说被害人用力推她，用手打她的

头，还给了她一把装了子弹的枪。当他离开卧室的

时候，她从后面向他开了枪，致被害人死亡”。严格

来讲，莱维莉的射击行为根本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

正当防卫的适用条件。因为射击是在被害人离开卧

室之时，而非正在实施暴力之时，不具备“紧迫性”
的要求。因此她面临谋杀罪的指控。心理学家作为

专家证人也出庭证明莱维莉患了明显的受虐妇女综

合症，莱维莉是被“逼到绝路”，因不得已才反击而

杀死被害人的，其行为是合理的，也应是免责的。
1990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采纳了专家证言，莱维莉

杀夫案胜诉。这突破了传统法律以男性的视角对正

当防卫所下的定义，正当防卫所要求的“紧迫性”和

“使用自卫手段的相当性”不适用于受虐妇女，因为

其以男性的经历和反应经验作为衡量标准。加拿大

最高法院也承认，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没有考

虑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生理现象和社会经历，对女性

来说，这是不公平的，而缺乏性别视角，势必影响法

官和陪 审 团 对 受 虐 杀 夫 的 合 理 性 作 出 准 确 的 判

断［3］。如今，受虐妇女综合症以专家证言形式作为

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已经被普遍采用于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刑事诉讼中，这有助于陪审团

和法官承认并且理解以暴抗暴的受虐妇女的处境和

行为，使许多以暴制暴的受虐妇女得以当庭无罪释

放。甚至出现了凡是明显属于莱维莉案范畴的案

件，公诉人一般就放弃指控的情形。
( 二) 缺陷与理论发展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问世

以来，对美国、加拿大等国刑事司法制度产生了重大

冲击，其作为可接受的专家证据被多州及多国所接

受，与此同时，它自身的缺陷也逐渐被学者察觉:

其一，用受虐妇女综合症来描述妇女长期受暴

力下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会给妇女贴上精神不正常

的标签，使公众陷入一种错误的认识中，即受虐妇女

具有精神疾病或者精神缺陷。
其二，习得无助理论单纯强调受虐妇女无法摆

脱施暴人的原因是心理上的无助机制，却欠缺对实

践中受虐妇女积极寻求帮助的情形进行解释，比如

寻求亲友帮助、投诉、反抗等。仅聚焦于受害妇女这

一中心来看待家庭暴力，而忽视了在文化的、制度

的、法律公共服务的更多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进行

反省。
传统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自身被确认和应

用的同时，也面对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而在实现自我

充实和扩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发展。
1． 幸存者理论

美国两位研究人员 Gondolf 和 Fisher 认为沃尔

克解释受虐妇女的行为会导致一个根本的矛盾: 一

个如此无助的妇女最终杀了施暴者。二位学者创立

了自己的理论———幸存者理论，其核心内容是首先

承认受虐妇女在与施暴者相处的全过程中一直向外

界积极地寻求帮助。［4］( 页256) 此点与传统受虐妇女综

合症理论认为妇女面对持续暴力会变得被动与无助

截然不同。接着她们在寻求外界帮助的过程中，面

对低效的官僚机构，帮助资源不足，公众冷漠后不得

不回到施暴者身边。而传统的综合症理论下不分析

她们如要逃离需要的条件和克服的障碍。仅认为习

得无助是许多受虐妇女仍然与施暴者共同生活的原

因。幸存者理论从社会文化、制度的角度，解释妇女

离不开施暴者的社会原因，有助于转变长期以来社

会舆论对受虐妇女的偏见误解，强调了社会对妇女

受暴的责任，也有助于法官理解妇女推翻自己所作

证词的行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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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精神创伤压力失调理论

后精神创伤压力失调理论指人在遭遇重大压力

后，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之后遗症。系经验创伤后

所产生之合理结果，而非病患心理状态原本就有问

题。这些经验包括生命遭到威胁、严重物理性伤害、
身体或心灵上的胁迫。后精神压力失调理论在解释

受害妇女与施暴者共同生活时，并没有只关注受虐

妇女的无助感，而是关注某个个体在经历创伤事件

后的心理伤害，沃尔克的暴力循环在精神压力失调

中为外伤性刺激，而它不仅承认了会存在无助感，更

进一步认为不同个体对同一创伤事件会有不同的反

应。另外，精神压力失调理论能减少公众对受害妇

女受虐后状态贴标签地看待，降低受虐妇女面对公

众认为其为精神疾病或有精神缺陷的压力。［4］( 页256)

( 三)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情况
考察

1． 中国配偶暴力与受虐杀夫现象

中国大陆对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

纪 90 年代初。1995 年联合国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后，我国法律加强了对家庭暴力现象的研究。2002
年全国妇联的抽样调查表明，有 16% 的女性承认被

自己的配偶动手打过，有 14． 4% 的男性承认打过自

己的配偶，因家庭暴力全国每年至少有 10 万个家庭

解体; 中国的家庭暴力正呈逐年上升趋势，家庭暴力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比 80 年代上升了 25． 4%。总的

说来，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

即家庭中的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其中 90% 以

上为女性。婚姻家庭暴力现象尤其是配偶暴力的严

重性不容忽视，其不仅对妇女本人的精神和身体健

康产生长远的危害，还影响着子女健康成长、家庭和

睦乃至社会稳定。受虐杀夫，就是其配偶暴力危害

的重要表现。［5］2000 年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

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中 28 位“受暴妇

女口述实录”中，11 例妇女口述了杀夫案［6］，她们在

遭受丈夫长期的持续性暴力之后，“以暴制暴”，最

终选择杀夫，无疑是对施暴者行为的极端反抗。

2． 妇女受虐杀夫的司法实践情况

我国对妇女受虐杀夫行为的审判实践经历了从

严到宽的变迁。起初，法院对家庭暴力引发的妇女

受虐杀夫案的判决大多是死刑。近些年来，随着对

家庭 暴 力 的 认 识 加 深，逐 步 出 现“轻 刑 化”趋

势。［4］( 页230) 但是，各地法院对受虐杀夫案的判决结

果却相差悬殊。如，上海王长芸杀夫案判决中，被告

人王长芸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 河北刘栓霞受虐杀

夫案判决中，被告人刘栓霞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而内蒙古刘颖杀夫案判决中，被

告人刘颖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由于我国

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妇女受虐杀夫案件的标准没有明

文规定，导致各地法院在量刑标准上极不统一，处罚

轻重悬殊。［7］在中国，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之所以

引起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重视，源于披露报端的

妇女受虐杀夫案和司法对此类案件的裁判。媒体的

关注和妇联的积极推动及部分学者的努力，促进了

社会对此类事件的反响。其中为媒体、社会热烈关

注的案例有李丽案①和刘栓霞案②。
本文引子部分宾清杀人案中法院将受虐杀夫作

从轻情节来量刑，反映出近年来司法实务工作者对

于妇女受虐杀夫案的认识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

司法审判有所改观。在我国，现行法律无明确规定

受虐妇女杀人应当从宽处罚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

对这类妇女是否应当从宽处罚，或靠法官的业务素

质和良心、或靠“社会舆论”“权力干涉”来挽救受虐

妇女的性命，这些做法虽然有其“个案”量刑上的积

极意义，但毕竟带有一定的摇摆性和随意性，不符合

法治社会强调的法律普适性原则的适用。
然而尽管中国部分学者不遗余力地关注和引入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司法实践上在面对此类问题

上也提出了实际的需要，但立法层面上依旧没有形

成成文的立法条文或司法解释，将其作为专家证据

使用或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或者突破正当防卫规定。
这种立法层面的空白也给司法裁判带来一定的压

·52·

①

②

2001 年李丽案中，李丽长期受丈夫暴力毒打羞辱，一晚丈夫在自家与女性工作者睡觉而将李丽赶出门外，李丽忍无可
忍将其丈夫和该性工作者杀死。一审法院认定“李杀害两条人命，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判决李丽死刑，二审中，北
大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律师刘巍在借鉴“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证实“李丽在丈夫长期、残酷的身体折磨和精神折磨下，心理处
于长期失调状态，为使自己能够活下去，把孩子抚养成人，只有奋起反抗，拿起致命武器杀死丈夫。李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杀死
丈夫等人，其行为是合理的”，主张作为减轻处罚的依据和理由”。以受虐妇女综合症作减刑辩护，二审法院最终采纳了刘的
意见，改判李丽死缓。

2003 年刘栓霞故意杀人案中，河北省妇联邀请陈敏律师以家庭暴力问题专家身份，为被告作“受虐妇女综合症”鉴定，
并出具证词，认为刘栓霞长期遭受严重的家庭暴力，其行为完全符合“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行为模式，且杀夫是她摆脱家庭暴
力的唯一途径。但是，审理该案的法院认为中国成文法国家，受虐妇女综合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并没有被正式
引入中国法律，刘杀夫无论如何也不构成正当防卫。但该案引起了法学界对家庭暴力和“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关注，亦算
得上“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第一次在我国司法实践尝试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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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于受虐妇女综合症并不是法定从轻处罚情

节，法院往往将其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例如本文提及

的李丽案，宾清案。审判实践中法官不仅关注事件

本身，更关注事件的起因，同时还关注社会观点对家

庭暴力的认识，和现有社会救助机制的薄弱等，来认

定被害人的过错使被告人对受虐行为的特殊反暴力

模式，而对其社会危害性有合理的认识，从而减轻或

从轻处罚。毫无疑问，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为中国

开展妇女受虐杀人现象的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审判

实务打开了一扇窗户，尽管目前一些个人的努力没

有得到司法的有力支持，但是这一理论自身的合理

性无疑在一次次地冲击着中国现行刑事证据及审判

制度，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一旦了解了这一理

论，都会或多或少对自身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产

生变化。［8］

( 四)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中国研究现状
考察

1． 法医学

纵观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国外的产生和运用

发展，其理论创立者沃尔克为法医学家，而该理论最

初也是从法学，法医学，及心理学的实验观察得出。
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法律术语运用到司法实践，本

质却在于其作为医学上描述人类精神状态和行为模

式的客观性。作为专家证据能够引入司法活动，其

原因就在于其本身的科学性。所以受虐妇女综合症

理论能够运用到法律实践，除了法律打开接受的大

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该理论在国内医学

界得到认同传播，从而形成良好的理论基础。国外

医学界对于 PTSD 的研究较多，而国内医学界，法医

学界，心理学界也在引入并进行国内的实证研究。
代表性的有肖明松、刘协和、张伟的《创伤后应激障

碍的法医学问题》; 鲁涤、张凤芹的《丈夫施暴致伤

妇女 101 例鉴定分析———兼论家庭暴力的法医学鉴

定》; 钟康安、梁东的《家庭暴力受虐妇女法医学鉴

定 69 例分析》以及蔡伟雄、汪建君的《创伤后应激

障碍及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以上文章从 PTSD 的

内容，诊断标准，司法鉴定的角度对 PTSD 在国内的

丰富和确立作出了一个前导性的贡献。
2． 法学

从法学理论角度出发，中国学者主要聚焦于两

个问题: 第一即因受虐杀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刑法

关于正当防卫的要件是否应当修改。第二因受虐而

杀人是否应当构成法定从轻情节。笔者从中国期刊

网中搜索到 12 篇文献从法学领域谈论此问题，主要

有《论正当防卫制度在家庭暴力中的突破———从受

虐妇女综合症角度》［9］、《“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对

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冲击》［10］、《家庭暴力中的受

虐妇女综合症的法律思考》［11］、《浅议受虐妇女综

合症专家证词制度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应用》［12］

等文。
但笔者认为，以上文献仅从刑法犯罪构成和刑

罚裁量上对于受虐妇女综合症讨论明显是不足的，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欠缺从法理学、法哲学层

面上分析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论价值和产生; 二是

整体论述少，缺乏法学领域核心刊物的论文，且没有

单独的论著; 三是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了解和

观察不够深入，少有论文关注到该理论的新发展和

变革，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新变化。
三、结论

西方掀起的女性主义运动对法律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女性主义理论以全新的观点和价值观对固有

的、传统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新评价。反家庭暴力是

女性主义运动关注和取得成就的重要领域，其中受

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产生形成运用与女性主义理论

与实践的推动密切相关。受虐妇女综合症从女性的

特质出发，以全新的视角和价值观审视传统的以男

性视角构建的正当防卫理论体系，对正当防卫提出

了新的理解，推动了受暴妇女的保护和反家庭暴力

运动。我国一向很重视妇女权益的保障，但往往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根治问题，这与我国政策和

法律长期对妇女问题没有深入认知、没有对社会中

这种严重的男权现象给予更为本质的剖析和反省有

很大关系。虽然各国社会背景不同，我国也缺乏西

方女性主义运动那种社会土壤，再加上对该理论研

究不足和配套制度上没有跟进，国内或许不能完全

移植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但此理论对中国仍具有

一定借鉴价值的，那就是可以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些

以男性价值观为主导的立法加以重新审视。而在具

体层面上，该理论可以为中国刑事法律中增加规定

“因长期受暴而被迫伤害，杀害施暴人的犯罪是法

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提供理论依据，此为长期做

法。短期而言，面对各地法院面对此类案件与酌定

情节从轻判判断中，出现裁判不一的情况，最高法院

可通过各种途径发布指导性案例，解决此类案件裁

判相差悬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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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Theory in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s

YE Huai-min
( School of Law，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In Western countries，surging feminist mov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theories have con-
duced to arousing female’s slumbering mind and self-consciousness，and as a result，many females have now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domain of domestic violence． Alongside with the progress in medical jurisprudence，the
theory of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has been invoked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women in judicial practices． This the-
ory is of some referential value to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s in that it provides us with a renewed perspective on Chi-
nese legislation that are chiefly based on male values． In the concrete，this theory also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sup-
port for such provisions in Chinese criminal laws as“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justifiable homicide committed by fe-
male offenders because of constant and severe domestic violence usually involving physical abuse may take account
of a lesser punishment or a mitigated punishment to be imposed”． Meanwhile，where there appear disagreements on
penalty imposition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courts in China regarding such cases or pertaining to mitigating circum-
stances，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China is supposed to issue guiding principles through various means to ho-
mogenize the adjudication of such cases．
Key words: returning violence for violenc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feminism;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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