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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杰

“家暴妆”这阵妖风不知是从何时刮起来
的，美女们非要用深色眼影和中毒色口红涂抹
脸颊，伪装成被家暴后的惨相，发到社交网络
上并配文：“我可太酷了”“画了这个妆，朋友
圈爆了”。它的精髓是鼻青脸肿，嘴唇开裂，
妆容够惨，眼神够狠。

淤青彰显酷炫前卫个性，创可贴成为最新
潮头饰，化妆者仿佛回到了被非主流“葬爱家
族”支配的时期。照片中，妆容搭配精心设计
的眼神，暗示“老娘不好惹”的“女性力量”
和“被家暴后我也很美”的趣味。

就在“家暴妆”风行一时之际，广东廉江
的一个男人，在街上将妻子横抱起，再重重
摔下。妻子扑倒在地上，捂着脸，黑发四
散。之后，男人再抓起她的头发，一路拖
行，像刚刚捕获一只猎物。

这段行凶过程被视频记录下来，迅速在互
联网上传播。7 月 15 日，廉江市公安局发布
通报，称 36岁的男人“见到因感情纠纷离家
出走多年的妻子”，“当即上前抓住妻子的头发
将其从电动车上拉扯下来，同时对她进行殴
打，随后离开现场。”

在家暴面前，伤疤从来不是功勋章。那是
女性感到耻辱的真实印记。

也是这几天，7 月 16 日，浙江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命案。去年8月，嘉善一
位 20岁女性在地下车库内遇害。前男友出轨后
求复合被拒，于是对她下了杀手。车库的摄像头
记录了女孩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拉扯，她很快消
失在镜头之外，之后一个男人仓皇跑走。

“他随手拿起一个板凳就往我后背、腿、
脚、头部打，后来又用砖头砸我的头⋯⋯他打开
煤气罐让我点着煤气，想让我烧死自己。”这是
一位遭受丈夫家暴多年女性的自述。它出现在最
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近期的文章中，被害人
遭受丈夫各种形式的虐待、殴打长达数十年。

如果你知道家暴在每扇门背后的严重程度和
频率，很可能不会画一个无知的妆来博眼球了。
一个常年被引用的数据是，2011 年，我国有
24.7%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家暴受害人在拿起
电话报警时，平均已经遭受过 35次暴力。妻子
简直成了最危险的“职业”。

伤痕和淤青真实存在着，那是对受害者的霸
凌、欺侮，对人格的践踏，不该也不能成为轻巧
的模仿和玩笑。一个遭受了 34次家暴的人，会
不会因为看了这些仿妆而合理化自己的遭遇，更
晚打出求助电话？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看到

“家暴妆”会不会感到一丝轻松和释怀？这样的
戏谑和追逐，会不会消解大众对这个严肃话题的
思考和警惕？

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大部分人都反感“家
暴妆”的名字，人们画哪种妆容是自由，但与家
暴关联起来则既不好笑，也显得无知。2015
年，一位艺术家响应“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
日”也曾画过“家暴妆”，将好莱坞 8位女性塑
造成家暴受害者，以此呼吁社会重视家暴问题。
她们的神态里，没有孤芳自赏和刻奇 （形容情感

过度夸张或戏剧化的审美——作者注），更多的
是无奈、愤怒和对社会的逼视，海报上印着“生
活可以是童话，如果你打破沉默”。

去年，俄国的社交媒体上也兴起了“家暴
妆”，还有“我不想死”的标签，网友贴出照
片，讲述家暴对自己、孩子和家人造成的灭顶

之灾。在这个风潮的背后，是一个 25岁的女性
向警方求助未果，被丈夫开车带到森林里砍去
双手的故事。还有三女弑父的惨剧，17、18、
19岁的姑娘，因长期受到父亲凌辱、关押、殴
打，而合力将 57 岁的父亲杀死，民众公开为她
们求情。

一位记者在完成相关采访后说，在对家庭暴
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
90%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
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
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
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威胁实施暴力，禁止
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
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

方，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
是社会不能容忍的。

“家暴妆”的兴起传达的则是完全相反的信
息。淤青不是时尚，它很丑。

社会在进步，上个月，浙江省义乌市六部
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建立涉家庭暴力人员婚姻
登记可查询制度的意见》，在结婚前，一方可以
查询对方是否存在家暴记录。

在浪漫的土耳其的一座城市中心，有两堵组
成直角的高墙，它是建成于 2019年的现代艺术
作品。墙上整齐排列着 440 双不同款式的高跟
鞋，远远望去像不会被打开的窗户。旁边写着一
句话：这里展示的是 2018 年 440位被男人杀死
的女性，仅在土耳其。

一次让人变丑的化妆

□ 江 山

记得我刚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本名为

《钝感力》 的书非常流行。全书大致讲的

是做人还是迟钝一点好。其中一个观点，

让年少的我印象深刻：“为了让女性经受

得住分娩的痛苦，女性身体被创造得不怕

疼痛。”

事实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慢性疼

痛，被类风湿性关节炎、偏头痛等疾病折

磨。更可怕的一点是，许多治疗疼痛的药

物在女性体内会“失灵”。

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心理和麻醉学教

授杰弗里·摩泽尔看来，造成该现象的一

个原因是，绝大多数关于疼痛的研究和药

物的临床试验对象以雄性动物为主。

这位多年研究疼痛问题的专家在《自

然评论·神经科学》上写道：“我们越来越了

解关于雄性动物的疼痛生物学，并错误地

认为这就是人类的疼痛生物学。”女性的疼

痛缺乏充分研究，也没有专属处方。

问题不只出在止疼药上。我随便拿起

家中的一盒药看看，用法用量上只有两种

类型细分：成人和儿童。

女性并不是身体小一号的男性。可在

这个买香水都得分清男香和女香的时代，

吃药却不用分性别。结果，女性吃药栽的

坑，比男性多得多。

2001 年，美国最高审计机关 GAO 曾

发布一则报告，1997-2001 年，已有 10 种

进入市场的处方药被撤回，其中 8 种药物

对女性健康的危害程度比对男性更大。而

在这 8 种药物中，有 4 种药物主要出现在

女性的处方中。

比如有一款减肥药， 被 发 现 可 能 会

引发心脏瓣膜病。女性是该药物的主要

使用者。

一种叫安必恩的安眠药曾是明星产

品，其不良反应包括嗜睡、头晕、出现幻觉

等。美国一个检测药物滥用的系统发现，

2010 年进过急诊室的人群中，对安比恩产

生不良反应的女性人数是男性的两倍。

服用同样剂量的安比恩，女性比男性

代谢速度更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测试了 570 万名女性和 350 万名男

性，结果发现有 15%的女性在服药 8 小时

后仍会出现驾驶障碍；在男性中，这一比

例仅为 3%。直到 2013 年，FDA 才告知药

物制造商，建议为女性调整推荐剂量，降

至男性的一半。

在临床研究阶段中，这些药物的危险性并没有被发觉。

但恐怕也不能去怪那些实验者，毕竟育龄妇女曾一度被排除

在新药试验之外，你如何去解决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 70 年代，人们发现一种能帮助孕妇抑制妊娠反

应的药物会导致胎儿畸形。1977 年后，美国 FDA 禁止所有

育龄妇女参加早期阶段的临床试验。最终，那些使用避孕药

的、没有性行为能力的或有同性恋倾向的妇女都被排除在临

床试验外。

直到 1993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才规定，

临床研究必须男女搭配。可在药物的动物实验中，雄性依然

占据主流地位——尽管不同学科、项目会有不同偏好，比如

心血管领域偏爱雄性小鼠，雌性小鼠更多担当感染性研究。

有科学家解释，雌性老鼠更容易受到荷尔蒙影响，会给

数据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正如波伏娃在 《第二性》 里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 是 被 塑 造 成 的 ”， 美 国 东 北 大 学 神 经 科 学 研 究 员 丽 贝

卡·尚斯基不服气地指出，雄性动物与雌性动物一样会受

荷尔蒙影响。

她举例说，当雄性老鼠欺负另一只老鼠时，它的睾丸激

素会升高。当它与雌性老鼠交配时，他的睾丸激素将达到峰

值。身边被雌性老鼠环绕时，雄性老鼠的睾丸激素水平明显

高于与同性群居者。还有研究显示，在雄性老鼠的一生中，

睾丸激素水平变化范围可能会超过 10 倍，“雄激素高度敏

感”。

不少人还相信，女性荷尔蒙水平的变化会导致行为比男

性多变。一位行为神经内分泌学家欧文·扎克否定了这一说

法。他和同事研究了雄性和雌性小鼠在体温和运动方面的差

异，发现雄性才是“善变”的动物，它们的激素水平在一天之内

忽高忽低，而雌性则“细水长流”，至少在一天内还算稳定。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吐槽，不是不愿意将性别变量引入动

物实验，而是成本吃不消。如果需要 15 个样本，但要同时

使用两种性别，则意味着雄性和雌性得各取 15 只，成本增

加一倍。

无论最初是何种原因所致，科学家依赖来自雄性小鼠的

实验数据，并将这一趋势以“滚雪球”的方式传承下去。

一篇 2016 年发表在 《自然》 杂志的研究调查过实验小

鼠的使用情况，研究者发现，截至 2014 年，全球发表的论

文中只有一半记录了小鼠的性别与年龄。

有些病专门“看人下菜碟儿”。女性更有可能患上焦虑

症和抑郁症，而男性更容易被自闭症、多动症和注意力不足

症困扰。有研究发现，防治流感、黄热病、麻疹和乙肝的药

物，女性只需要男性一半的剂量，就能产生等量的抗体。

误会也有很多。心脏病常常被认为是“男人的疾病”，但它

却是美国女性的头号杀手，远超乳腺癌的致死人数。医生会提

醒你，“胸部疼痛”和“左臂剧痛”是心脏病发作的潜在预兆，但

其实女性更应该警惕“背痛”“恶心”“头痛”“头晕”和“右臂疼

痛”，尽管这些会被医生视为“非典型”症状。

2014 年，NIH 再次提出进行临床前动物实验也必须包

含两种性别。为进一步改变生物医学研究忽视性别差异的现

状，2016 年，NIH 要求研究人员在动物和人类研究中将性

别视为生物变量，代表 9个国家的 13位专家组成的小组制定

了一项 《性别作为生物可变变量》 政策，要求科学家在研究

设计、分析和报告中必须同时纳入两种性别，除非能够提出

“强有力的理由”。

近日，一项发布在生命科学杂志 《eLife》 的调查发现，

变化产生了。这项研究针对 9 个生物学科领域进行调查，发

现 2019 年发表于 34 个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中，有 49％同时使

用了两种性别的研究对象，这一比例几乎是 10年前的两倍。

那位研究疼痛的摩泽尔教授也发现，从 2015年 1月至 2019

年 12月，发表在期刊《疼痛》上的 1000多篇学术文章中，用于研

究的实验动物性别比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2015年有 80%的研

究只使用雄性啮齿类动物，201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50%。

但他同时注意到，那些实验虽纳入两性研究对象，并声

称实验结果已“证实”此前的假设，但其中只有约 28%的雌性

动物实现目标，另外 72%的成功者是雄性动物。“这说明，

研究在实验开始前已经存在偏见。”

一些男同胞看不下去了，要平权，不能由着女权，他们

采取了行动。丽莎·盖里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神经科

学，她在申请一笔“女性健康研究”的资助时被拒，“理由

是必须包括男性参与者”。而她的一位同事则在研究胎盘炎

症时，被要求加入男性样本。这是认真的吗？

如今，对男女药效有别的催眠药物安比恩被装在标注粉

红色 （低剂量） 和蓝色 （原始剂量） 标签的瓶子中销售。

这的确是进步，但想一想，粉色针对女性，蓝色针对男

性——偏见依然顽固啊。

我 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金希的视力不好，但他读书不少。

这位毕业于宁波大学法学院的年轻人，通

过国家司法考试，拿到律师资格。如今，他还

在攻读美国雪城大学的法学硕士、中国台湾东

吴大学法学博士。

其实，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他的视线中

只有一点模糊的光亮。他患有“先天性视力障

碍”，6 岁时已经分辨不出气球的颜色。但他

坚持在普通学校就读，直到参加高考。

2020 年全国高考，共有 5 名全盲考生用

盲文试卷参加考试。按照高考合理便利的规

定，视障考生的考试总时长延长 50%，没有

加分待遇。

而更多有视力障碍的人，并没有走进高考

考场。作为曾经的“视障考生”，金希多年来

一直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超过 600 人得到过他的帮助。视障者找他，有

些是因为无法通过保险公司的核准，有些是无

法提供亲笔签名、无法写出知情同意条款，被

银行拒绝办理业务。

最近几个月，金希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

帮视障群体找工作。

他在网上发布语音公开课，分享自己的经

历，给求助者打电话、发微信，帮他们规划职

业生涯。

找到这个公益组织的人，有的从小在盲校

就读，如今大学毕业，面临就业问题。有的试

图考研，考了 3 年没考上，想先尝试就业，同

时兼顾升学。有的人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医院

工作了几年，生活稳定，但“想多一些探索和

突破”。还有人曾经视力较好，后来病情恶

化，待业在家，想重新寻找生活方向。

“不少视障者觉得将来只能做按摩，但他

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可能性。”金希感慨地说。

刘聪后天失明，做了 8 年按摩师，一直想

寻找其他工作，“很困难”。2016 年，刘聪参

加一个公益组织的培训，恰好金希在给这个组

织做法律咨询，两人住同一间宿舍。

刘聪说金希“干练”，说要做什么就一定

会去做。他与金希聊过残障者多元就业的话

题，问他“有没有工作机会”，金希介绍了一

家残障公益组织。最终，刘聪得到了一份文案

编辑的工作。

在残障者的圈子里，金希“很有名”，听

他说过“有事就联系我”的人很多，包括同样

想从事法律工作的残障者、公益人士、普通大

学毕业生等。

求助过金希的白燕 （化名） 今年大学毕

业。她学心理学，刚在广西参加完教师资格证

考试，通过了笔试、面试各项考核。

因新冠肺炎疫情，学校要求她在生源地重

庆认定教师资格。白燕的视力只有 0.02，但在

她看来，视力不好并不代表自己不能胜任相关

教学工作。就算去不了普通学校，她也愿意去

盲校从事盲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据她所知，

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就有 5 名盲人老师在教学

岗位。

“学生时代还挺迷茫的， 不 知 道 未 来 能

做什么，小时候喜欢音乐，但是老师告诉我

这个梦想不现实。”白燕对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说。

和白燕一样因就业体检不合格来向金希咨

询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的，是浙江省第一个

用盲文参加普通高考的郑荣权。2019 年，郑

荣权报考南京盲校的教师岗位，笔试面试都高

分通过，卡在体检环节。通过朋友介绍，郑荣

权曾拨通金希的电话咨询他的建议。

金希从未在盲校就读。上学时，他支棱着

耳朵听老师讲的每个字，生怕漏掉一句话。对

他来说，黑板上的字起初很模糊，眯起眼才能

辨认。到了高中，书本上的文字成了一只只小

蚂蚁，在光团里爬来爬去，他趴在桌上也看不

清了。写作业时他得把脸贴到纸上，常常蹭得

满脸墨迹。

视力用了十五六年彻底远离他，最终只剩一

团微弱的光。但这没能成为他的障碍，他上学、

备考、读研、当律师。

他记得小时候，有时实在看不清板书，就请

老师再念一遍。同桌也会帮他，给他念字，他

“感谢老师和同学们”。

每逢考试，他随身携带放大镜。中考时他一

边举着放大镜，一边涂答题卡，监考老师主动过

来帮他涂。

“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他对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说，“在那个时代，其实人们还没有所谓

的‘合理便利’这种权利的理念，只是基于非常

朴素的、人性当中的正义感，能够作出这样的选

择。保障残障人士权利的制度，建立还需要时

间，但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人性的基础，是一直存

在的。”

如今在中国，视障考生可以使用大字号试卷

和答题卡，允许携带盲文笔、盲文打字机、光学

放大镜等辅助器具或设备。

2007 年 6 月，金希坐在单独的高考考场里，

监考老师帮他读题。

整张英语试卷对他来说都相当于听力，数学

几乎全仰仗心算。尽管他平时成绩很好，仍然紧

张到冒汗。接近全盲的他用尺子卡住答题纸，一

行一行写下自己根本看不清楚的答案，生怕“重

叠或串行”。

他最终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录

取，两年后通过宁波大学“2+2”考试，转入宁

波大学法学院。2010 年，他以专人读题的方式

参加司法考试，拿到 441 的高分并通过，同年作

为全年级第一，被保送成为宁波大学法学院硕士

研究生。如今，他还在求学路上。

雪城大学和东吴大学，都有专门的残障服务

办公室，学校会制订整套残障学生学习计划，课

后去教授的办公室，能拿到课件。学校还给他提

供了专门的学术助理。

金希了解到，不仅是大学，当地的中小学，

也会给残障学生提供这样的“融合教育”便利。

这让他想起在国内筹备司法考试时，音频课

程他可以听，纸质版的真题，会有同学帮他念。

当时，学院专门为他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小组，同

学自发报名，排着班来协助他。

“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好人而感动，我有感

恩的心。但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每个人就不

用生活在一个等候好人随机出现的世界中，无

论遇到的是好人还是普通人，你的权利都可以

得到保障。”

金希刚去雪城大学的时候，也曾对残障服务

办公室的老师充满感激，对方反而觉得奇怪，

“这只是工作而已”。

“中国这几年在融合教育上的步子迈得还是

挺大的。”金希回忆这些年感受到的变化。十几

年前，除了他这样比较特殊的个案，大部分视障

学生只能参加单考单招。盲文试卷的高考在近几

年开始普及，“高考是一个指挥棒”，很多考试都

开始效仿，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招生考

试，也都出现了盲文试卷。

金希想通过努力，促成残障群体权益保障的

进一步发展。他给许多公益组织投稿，也给参加

法律援助培训的律师讲课。有时候他不能到现

场，就录视频，配上字幕给律师看，也给到场的

聋人、视障者看或听。

“视障律师在足够平等、包容的社会中，完

全可以选择不凸显视障身份。回到现实，他们在

许多时候，还得接受这个身份，应对视障带来的

挑战。”一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经常与金希合

作。在他看来，金希不应该被当成一个“自强不

息的残障人模范”，视障律师在司法保护等领域

的探索和倡导，才更有价值。

在今年 5 月的一堂网络课程中，金希分享了

自己代理过的一起案件：“2020 年什么东西最宝

贵？一张回国的机票啊！残障人士没有其他人陪

同去坐飞机，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2015 年，两名残障旅客被航空公司以“无

成人陪伴，无自理能力”为由拒载，金希是这起

案件的代理人。

“这是个挺典型的事件，当时，航空公司拒

载 （残障旅客） 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金希回

忆，民航局当时刚出了航空运输管理办法，对这

种情况有很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航空公司没有

遵守。航空公司愿意赔偿，拒绝公开赔礼道歉。

但金希和两位当事人却觉得，应该“为后来人多

争取一些权利”。比起机票钱，更值得他们在意

的，是残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权利。

他们胜诉了，法院向民航局和航空公司提出

司法建议，希望航空公司能够做好残障旅客的出

行保障工作。金希后来专门查过这家航空公司的

官网，“确实有修订规则”。

“其实很多规定，本来法律法规里都是有

的，比如说银行签字的规定，银监会是有的，只

是很多银行选择性忽视了。”这位年轻律师感慨。

一位视障者由于“无法阅读风险提示”，在

办理信用卡激活时被银行拒绝。当事人提出，用

录音录像的方式，表明自己已经知悉并且同意了

信用卡的风险规定，银行没有认可。

这起案件的代理律师万淼焱认识金希。提到

他，万淼焱多次强调“业务能力极强”。接到这

起案件后，她给金希打过电话。在她看来，银行

应当把视障者“自决的权利交给他们自己，就像

所有人一样”。

金希和万淼焱一起准备向法院提交的材料，

查法律条文。他有什么意见，就总结成电子文档

发过去，或是通过电话讨论。

“我和金希合作时，完全没有感觉到他是视

障者。”万淼焱感慨。

他们最终没能胜诉，但后来，银行主动联系

了当事人，愿意上门为他办理信用卡。

“对视障者来说，他们需要帮助的方面，只

是形成制度化的合理便利。”万淼焱说。

这些合理便利应该出现在视障者生活的方方

面面。但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盲道不好用甚至被

占用、导盲犬不让上公交车的情况。软件里的图

片验证码也让视障群体很为难，一位视障者甚至

为此起诉过 12306 购票平台，结果败诉了。法官

认为，视障者还有其他购票渠道。

今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中，防控刚开始时，健

康码小程序与手机读屏不兼容。视障者出行时，

还会更多地接触扶手、栏杆、墙壁、车厢等感染

源，也很难跟其他人随时保持间隔距离。

一位视障者告诉记者，视障群体比普通人更

恐慌，“接触的人更少了，社交圈更小了”，原本

就“充满未知”的生活更不确定，宅在家里的他

们，很闷。

金希刚从美国飞回国内，作为视障者，他搭

乘了大使馆的包机。在温州老家宅着，他想为视

障者群体找点“乐子”。

他牵头组织了一个名叫“混障狼人杀”的视

障者游戏群，大伙儿用QQ语音连麦，利用智能

手机的读屏功能玩起了狼人杀游戏，每周都能攒

起十几个人的局。

根据游戏规则，“法官”角色需要对玩家说

出“天黑请闭眼、天亮请睁眼”。一群玩儿得起

劲的视障者，一点也没为这些表述感到不适。

我的光不多，但可以借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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