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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不单
是学校，包括职
场、公共场合等频
频曝出性骚扰事
件，并呈现“一人
多次性骚扰多人”
的特点，而性骚扰
案件又明显地处
于“低起诉率、高
败诉率”的境遇。
究竟为什么这些
人有机会实施性
骚扰？法律对性
骚扰的制裁是否
足以震慑他们？
遭遇性骚扰后，为
什么多数人选择
沉默？男性遭受
性骚扰，维权是否
有法可依？校园、
职场性骚扰发生
后，学校和公司可
以置身事外吗？
防治性骚扰，我们
能做些什么？

对此，成都商
报记者专访了中
国政法大学人权
研究院教授刘小
楠，中国法学会婚
姻法副会长、中华
女子学院副院长
李明舜，中华女子
学院法学院教授
刘明辉，西南财经
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何霞，中国妇女
研究会理事冯媛，
北京源众性别发
展中心主任、北京
两高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莹，四川瀛
领律师事务所律
师万淼焱，一一细
数性骚扰的“七宗
罪”。

性骚扰为何屡屡曝光却不止性骚扰为何屡屡曝光却不止？？
男性遭遇性骚扰如何维权男性遭遇性骚扰如何维权？？

学生遭遇性骚扰学校有没有责任学生遭遇性骚扰学校有没有责任？？

性骚扰
十三问

2018 年 1 月 1
日，新年第一天，微
博上因为“北航女博
士实名举报遭遇教
授性骚扰”一话题，
炸开了锅。成都商报
记者第一时间采访
到实名爆料人，根据
证词，被该教授性骚
扰的女性已知有 7
位，甚至“疑似导致
手下女生怀孕并企
图用钱封口”（见本
报昨日报道）。

1日晚7时左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官方微博发布声明，
称已迅速开展调查
核实，并已暂停涉事
教授陈小武的工作。

1 月 2 日，该女
博士再次在微博上
喊话陈小武，亮出涉
及性骚扰内容的 12
段录音证据，并希望
疑似怀孕女生站出
来指证，维护自己的
权利，让陈小武得到
处理，不再有机会以
老师身份接触学子。

认定难

1 我国现有法律中，对“性骚扰”行为是如何
判定的？具体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哪些？

背/景/

刘明辉：国家层面的立法尚未对
“性骚扰”行为进行判定，中国大陆最
早出现法律规范的“性骚扰”一词是
在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于2005年8月28日修订
后增加规定，其中第40条，禁止对妇
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
和有关机关投诉；第58条，违反本法
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
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
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首次在国家立法层面规定用人
单位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是在
2012年，国务院公布了《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国务院令[2012]第
619号），第11条规定：“在劳动场所，
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
的性骚扰。”

何霞：在国家立法层面，对性骚
扰没有明确界定，但在地方立法层面，
湖南、四川、北京等省市都有明确的
规定。2006年《湖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
定，“禁止以违反法律、伦理道德的具
有淫秽内容的语言、文字、图片、电子
信息、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
扰。”2007年9月27日修订的《四川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
障法>办法》第33条规定：“禁止以语
言、文字、图像、信息、肢体行为等任
何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用人单位
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工作场所
的性骚扰。”2009年，《北京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法》第33条规定：“禁止违背妇女
意志，以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
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
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2 法院审判性骚扰案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刘明辉：主要依据是侵权行为的
构成要件。例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的一位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目前法院界定性骚扰大致有三个
方面的标准：首先就是被骚扰者的主
观心态，如果骚扰者违背了被骚扰者
的主观意愿，引起被骚扰者的心理抵
触、反感的，就可以界定为性骚扰。其
次是骚扰者的主观心态，如果骚扰者
是出于一种带有性意识的故意，即明
知自己带有性意识的行为违背被骚
扰者的主观意愿，并且希望或者放任
这种结果发生，也可以称为性骚扰。

此外，从骚扰者的客观行为来看，骚
扰行为可以表现为作为，即积极主动
的言语、身体、眼神或某种性行为、环
境暗示等；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即
利用某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被骚
扰者按照其意志行为。

其实，这位法官将“骚扰者是出
于一种带有性意识的故意”作为性骚
扰的主观要件，不符合世界通用标准，
因其极易被规避，给骚扰者留下狡辩
的空间。在处理复杂的性骚扰案件时，
很难区分偏执情人或恋人强加性的持
续示爱和加害人的性骚扰行为。

3 黄段子和性骚扰区别在哪里？

李明舜：一般的黄段子或者玩
笑调侃，和性骚扰是有区别的。性骚
扰在本质上是性别歧视的产物，将
女性作为满足性需求的工具，它产
生的原因在于有权力的一方去控制
弱势的一方。

另外，性骚扰的主观标准也很重
要。同样的行为，可能对某些人就不

构成性骚扰，但对其他人就构成性骚
扰。即便对同一个人，同样的行为，是
否构成性骚扰还要看所处的环境。

冯媛：黄段子、国骂中大部分是
不尊重女性、把女性当成性客体，只
有较少不属这类。无论主观客观，只
要和性有关的言行对接受方来说是
非意愿的，就应被看成性骚扰。

4 男性遭遇性骚扰是否受法律保护？
李明舜：现实生活中性骚扰更

多地发生在女性身上，但男性也的
确有可能受到性骚扰。性骚扰的提
法是被规定在《妇女权益保护法》和
各个地方的《妇女权益保障条例》
中，男性可以根据《民法总则》提起
民事诉讼，因为性骚扰也是一种侵
害人格尊严的行为。

刘小楠：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多次发送淫秽、
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
正常生活的。如果男性遭受此类行
为，也可以依此来维权。

万淼焱：2004年9月，成都市青
羊区法院就以侵犯了人格尊严为由，
判决过66岁的男工程师对被性骚扰
的年轻专职男司机公开道歉，并赔偿
3000元精神抚慰金。另外，2015年11
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修
改了刑法第237条强制猥亵妇女、儿
童罪的条款，将猥亵妇女改为猥亵他
人，“他人”当然也包括男性。

B性骚扰案
取证难
举证难

5 性骚扰案件为何取证难？

万淼焱：性骚扰案件的证据难题
体现在两方面：收集证据的难度和通
过证据构建法律事实的难度。取证难
是因为性骚扰大多发生在封闭性场所

内，具有隐秘性。非封闭性场所内发生
的性骚扰，又往往具有突发性和瞬时
性，比如“袭胸”，除非有目击证人，让
受害人往往来不及保存证据。

A性骚扰案

6 如遭受性骚扰，应当如何取证呢？

刘明辉：最高法院曾经规定当事
人偷录的音像资料属于取证方法不合
法而不予采纳，后来废止了，所以现在
可以用偷录的音像资料作为证据。对
于电子信息，建议当事人进行证据保
全，即进行公证，以免网络信息消失。
而对于音像资料，要保留原始载体，如

照相机等，带到法庭核对。否则，还要
鉴定其信息无增删痕迹。还有报警记
录、向单位投诉后单位的处理意见、被
投诉人的检查、对方所写的“保证书”
等都是很好的证据。受害人及时向亲
友的倾诉，也可以请亲友作为证人出
庭，证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7 北航女博士在微博中提到涉及性骚扰的
12段录音，可否作为证据？

李莹：诉讼证据应具有“三性”（真
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才能作为有效
的证据。简单来说，首先证据的来源合
法，通过合法取得；然后是完整的，比如
本事件中提到的录音不能经过剪辑，最
后看证据是否能证明性骚扰的事实；另
外，证据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关联性，由

于该证据发生在录音中涉及的受害方
与涉事教授之间，如果当事人不站出来
指证，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
证据的关联性便需要考量。但另一方面
来看，如果该证据得到鉴定属实，至少
可以证明该教授对他人实施了性骚扰，
那对学校处理教师将起到一定作用。

8 性骚扰起诉中，举证责任是如何分配的？

刘明辉：目前适用“谁主张谁举
证”规则，由原告举证，被告质证，可
以提出反证。有人认为应当规定“举
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被告举证。对
此我不赞成，因为被告如果确实没有
实施性骚扰行为，对于这种没有做的
事很难证明。

个人建议可由最高法院出台司
法解释，在证明性骚扰事实的过程

中，法官对原告适当减轻举证责任。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符合真实性与关
联性要求，仅在来源或形式上存有瑕
疵的，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用
人单位和受害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
基本相当的，应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
判断。有关被害人过去性行为方面的
名声或评价的证据，不得被采纳作为
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C性骚扰案
低起诉率
高败诉率

9 遭遇性骚扰，受害人应当以哪些案
由提起诉讼？

刘明辉：最高法院列举的案由中
没有“性骚扰”，导致性骚扰原告不得
不以“名誉权纠纷”、“人格尊严权纠
纷”等借名诉讼，而现在以“一般人格
权纠纷”作为案由。建议修订《民事案
件案由规定》，增加“性骚扰纠纷”。

何霞：严重的构成犯罪，可以强奸
罪、强制猥亵妇女进行定罪量刑；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构成违反
刑法的，应当按照第四十四条规定进
行治安拘留。“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
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
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
五日以下拘留”。

10 性骚扰诉讼“低起诉率、高败诉率”
主要原因为何？

何霞：首先是意识，受害人觉得被
性骚扰有羞耻感，声张后会使名誉受
影响。其次是证据的举证困难，骚扰通
常发生在较隐秘的场合。从舆论上，我
们应鼓励受害者站出来，这不是受害
者的错，而是骚扰者的恶行，是基于性
别权力机制的一种伤害。而立法上，应
强化学校、用人单位、公共场所的管理
者对性骚扰的防治职责。司法上应加

强法官主动依职权搜集证据，加大对
骚扰者的法律责任。

刘明辉：主要原因是国家立法过
于笼统，没有性骚扰定义，导致法院审
理此类案件时没有法定标准；而立法
也没有规定适合性骚扰案件的证据规
则，致使有的法官对原告很难获得的
证据不予采纳；另外，没有惩罚性赔偿
制度，即使原告胜诉也得不偿失。

如何促使受害人更积极主动维护自己的权益？

冯媛：首先不应该苛求受害人在
遭受侵害后能马上站出来维权，而应
重在建立防范和处理机制。否则，站出
来的人只会受到再度伤害，而肇事者
还会逍遥自在。任何学校、用人单位都
应该建立起这个机制，为受害者提供
帮助和支持服务，做到零容忍。我曾处

理过一起性骚扰举报，对行为者的具
体情节不能查实，因为受害的当事人
坚决不多说，但直接间接的证据表明
对受害者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
最终，我们把被举报者调动到一个不
会有新的受害者的岗位，并做了防范，
在这个组织建设了性骚扰防治流程。

D
校园性
骚扰的
防治

现有法律是否有对校园性骚扰的规定？

刘小楠：2014 年 10 月，教育部发
布《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
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其中禁止

“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
不正当关系”，对违规者要依法依规

分别给予相应处分，并要求各地各
校根据实际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
这个文件总体上内容比较简单，如
果学校及相关部门要追究责任，并
没有实施细则可以参照。

学校、学生应如何防范教师实施性骚扰？

李莹：从学生个人来说，尽量减少
与老师两个人独处，如果发现对方有
此倾向，首先要明确地拒绝，在公共
场合和正常教学地点谈话，如果约到
酒店、家中，要有意识避免，不要给性
骚扰实施提供机会。一旦发生了，注
意保留证据，一般来说性骚扰都不止
一次，应提前准备录音录像，保留短
信、微信等证据。另外，还可以及时呼
救、及时报警。

从学校方面，我们呼吁高校建立
防治性骚扰的机制，一旦发现，学校应
严格处理，甚至解除教职。当前，在高
校中，学生尤其是硕士、博士生，跟导
师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强，学生的成绩、
毕业、找工作、圈子里立足都跟老师有
很大关系。如果当事人担心老师打击
报复，那就可能隐忍、沉默，导致自己
以及更多人遭受侵害。为学生提供安

全友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是学校应尽
的义务，这不光是师风师德的问题，也
是学校的责任。一旦学校建立起这样
的机制，有正规的处理流程，投诉、调
查、处理等机制，既可以给学生极大的
支持，敢于对性骚扰说不，也是对老师
极大的限制和震慑，他们才会考虑后
果的严重。

何霞：对于遭受性骚扰的学生、
职工以及其他群体来说，如果没有上
升到刑事责任，那主要遭受的便是精
神损害。学校、职场需要加大对防治
性骚扰的宣传并建立相应的救济机
制，首先要让学生、职工等人知晓哪
些属于性骚扰行为，这样大家才会端
正态度认真对待。其次让申诉处理有
公开公正的程序，让当事人得到救
济，一旦发生，学校、单位等都要承担
连带责任。

性骚扰性骚扰
在本质上是在本质上是
性别歧视的性别歧视的
产 物产 物 ，，将 女将 女
性作为满足性作为满足
性需求的工性需求的工
具具 ，，它 产 生它 产 生
的原因在于的原因在于
有权力的一有权力的一
方去控制弱方去控制弱
势的一方势的一方。。

取证难取证难
是因为性骚是因为性骚
扰大多发生扰大多发生
在封闭性场在封闭性场
所 内所 内 ，，具 有具 有
隐 秘 性隐 秘 性 。。非非
封闭性场所封闭性场所
内发生的性内发生的性
骚 扰骚 扰 ，，又 往又 往
往具有突发往具有突发
性 和 瞬 时性 和 瞬 时
性性，，比如比如““袭袭
胸胸”，”，除非有除非有
目 击 证 人目 击 证 人 ，，
让受害人往让受害人往
往来不及保往来不及保
存证据存证据。。

不 应 该不 应 该
苛求受害人苛求受害人
在在遭受侵害遭受侵害
后能马上站后能马上站
出来维权出来维权，，而而
应重在建立应重在建立
防范和处理防范和处理
机制机制。。否则否则，，
站出来的人站出来的人
只会受到再只会受到再
度伤害度伤害，，而肇而肇
事者还会逍事者还会逍
遥自在遥自在。。

学校建立学校建立
起正规的投起正规的投
诉诉、、调查调查、、处处
理等机制理等机制，，既既
可以给学生可以给学生
极大的支持极大的支持，，
也是对老师也是对老师
极大的限制极大的限制
和震慑和震慑。。

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祝浩杰

七大专家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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