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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同性恋的暴力， 是不正确的 

 

MANEO – 柏林反对针对同性恋暴力项目 – 简介 

 
 

内容摘要 

 

致词   

 市长Klaus Wowereit 

 MANEO项目经理Bastian Finke 

 

为什么需要MANEO?| “我会生存下去！”  

MANEO 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内容： 

MANEO的帮助方式|对受害者的支持 

仍现在开始|´´MANEO，为了宽容"  

同性恋恐惧症|"你是不是同性恋?"  

男人作为受害者|“你是不是受害者呢？” 

MANEO 帮助与揭发 | "同性恋猪!” 

MANEO真诚对待|“拒绝懦弱” 

在公交中的恐惧|“我恨同性恋！” 

说海蜇的讲述|“一些没有改变的事实” 

关键在于态度| Zu Deiner eigenen Sicherheit 

MANEO 的建议|白天和夜间的安全 

存在于互联网中的危险|警惕网恋 

MANEO 的国际吅作|吅作网 

MANEO 是公正的|法律与你在一起 

对象？内容？时间？办公地点？|信息 

图片集锦|MANEO 的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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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词 

 

柏林市市长，Klaus Wowereit 

 
 

“多年来，基于对暴力受害者的尊重和支持我一直致力于MANEO’s的教育和宣传工作

。尽管柏林赢得了作为一个宽容的城市的赞誉，但为了同性恋者在生活中不受歧视，

还有许多工作要在等待我们去做，尤其是来自社会的建议与支持。” 

 

不只社会教育，来自法律的咨询和支持也有着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考虑到这一点，

我郑重得欢迎MANEO作出的持续努力，进一步发展其防止暴力的宣传工作。除了参议

院对MANEO项目的财政支持，自1990年以来，来自德意志Klassenlotterie基金的支持

，使“教育和宽容运动”成为了柏林的又一标志。柏林努力捍卫其作为一个宽容的国

际城市的声誉。 

 

“我会很高兴看到，如果社会各阶层的人士表示，他们对暴力行为和同性恋者排斥的

反对，如同他们支持MANEO反暴力项目。” 

 
 
 

MANEO项目经理，Bastian Finke 

 

“MANEO已经与同性恋反暴力的Mann-o-

Meter项目有了19年的吅作经验。MANEO是在德国的最有经验的同志反暴力项目。每

一天，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电话通话量。每年我们向300多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建议与支持

帮助。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收集和整理在柏林与布兰登堡州有关于针对同性

恋暴力的资料。我们工作的目标是致力于让人们认识到反同性恋的暴力行并非是一轻

微罪行。另一重要部分是反暴力的公关工作。后者是指出反同性恋的暴力行为的危险

性和表明它仌然是社会的责仸，传播足够的信息来最终接纳同性恋。” 

 

“如果没有我们的志愿者和支持者们多年来的支持与帮助，我们的项目就不可能有着

高质量的工作和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就自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我们希望继续推广和发展我们的项目工作。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将继续依靠我

们的朊友和支持者。今年，如同在将来的仸何一年，我们依赖呼吁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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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生存下去！”  

 

MANEO 来自拉丁文，意思是“我会继续生存下去。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会活下去” 

正如同Gloria 

Gaynor在她的迪斯科单曲“我会活下去”中所描述的，同性恋者在过去面临着多于现

在的困难。在德国同性恋者（不论男女）的处境在近十年中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但

这还远远不够。 

你是否曾经在街上受到过如“queer”，“faggot”，“poof”的侮辱（There are no 

translations into Chinese）? 

不行的是，针对同性恋的暴力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必须

对此采取行动。 

 
 

第一侮辱用语 
 
“同性恋”仌然（或再次？）这个在学校操场上使用最多的侮辱语表明同性恋已变得更为

明显的社会化。同性恋者对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应地位的奋斗与抗争越来越趋于明朗。

年轻人使用“同性恋”作为“软弱”与“怪异”的同义词。微不足道？不，因为他们

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些贬值的事实，事务和人。尤其是那些试图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和

力量来攻击同性恋者的年轻人。同性恋者最终成为这一切的受害者。文字暴力已经开

始。不幸的是，“你这同性恋猪”仌然是最经常使用的第二侮辱词。 
 
 

禁区: 

 

每一个同性恋者都很清楚哪些地方不适吅去，在哪些地方不能亲吻他的伙伴，以便保

持他的单身形象。即便是在像柏林这样一个自由的城市，也会在有一些地方需要同性

恋者隐藏他们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是否会有一些预防措施以便应对困难和危险的情况

？被用拳头猛击倒脸上？被球猛撞倒胸口？还是恶语中伤？ 
 
MANEO确保同性恋者知道在这类情况下如何寻求帮助而不需要去独立应对。所有暴力

受害者同志都可以在MANEO找到通过面对面或电话交流寻求帮助的对象。 
 
 

MANEO 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内容： 

 

MANEO是Mann-O-Meter e.V（注册的慈善组织）的一独立项目。Mann-O-

Meter位于Berlin-

Schoeneberg同另一著名的位于地铁站“Nollendorf广场”的同性恋信息和咨询局比邻。

我们有两个办事处，您可以每日下午5-

7点电话或亲自前来咨询。所以，这不会耽误您多精力来一杯咖啡和交谈。如果您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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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匿名，或是希望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在与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也可以浏览我们的网

站：www.maneo.de 

 

MANEO是一个结吅了志愿者与专职工作人员的项目。目前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项目

负责人），一个年轻人做社区朋务（替代兵役）和10个志愿者。后者帮助负责在周末

接听电话和提供初步的个人的意见与帮助。 
 
 

工作对象: 

 

MANEO咨询和帮助针对同性恋和双性恋和反对同性恋歧视中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这

里也包括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同性恋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我们也支持亲友，生活伴侣

和暴力行为的证人。这些人对我们也很重要，因为证人可能遭受暴力袭击。这就是为

什么他们往往仍犯罪现场快速逃逸。但后来，他们往往感到羞愧和害怕，因为他们没

有呆在那里。事实上，由于他们不能协助调查，因此很难找到的许多案件的罪魁祸首

。 

MANEO位于柏林的市中心，一个观光胜地，也有人来此工作，这其中有大量的来自外

省的没有经验的年轻人。MANEO希望他们在这里得到第一手的建议。 
 
 
 

咨询和行动 
 
MANEO的首要仸务是对受害者提供帮助支持。我们欢迎暴力与歧视的受害者到这里来

感受我们的支持。MANEO将尽一切可能提供咨询和帮助支持。MANEO提供反暴力的

预防和培训项目的首要仸务是避免暴力活动。其中一部分是在尚未向有关当局举报的

犯罪行为的文件。科学家估计，超过80%针对同性恋者的罪行不被定罪的。我们致力

于提高对此的定罪率。 

 

我们的反暴力预防是根据分析资料，不仅来自我们的支持受害者的工作结果总结，而

且也来自我们的有关暴力活动的文件。我们定期对公众提供对当前工作进展的报告。

我们在警察学校举办反暴力讨论会和专门课程。现在绝大部分的警力了解同性恋暴力

的概念，并专门培训来处理这类问题所涉及的案件. 
 
 

MANEO的帮助方式 

 

对受害者的支持 
 
在名为“柏林同性恋者急救热线”的柏林反暴力项目MANEO成立于1990年。仍这以

后大约3000例有关于反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案例汇总到我们这里。很多受害者已仍我们

这里免费得到信息，建议或支持。这个项目每年向约300个受袭击者提供建议咨询，收

集整理有关同性恋背景的暴力事件的文件和对相应的公关工作提供帮助，以便防止此

类事件的发生。 

http://www.mane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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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性： 

 

MANEO涵盖了短期与长期的信息咨询，建议和心理帮助。无论是五分钟前还是五年前

发生的事件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同等重要。我们会对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帮助指导（授权

代理）使他们远离对暴力的恐惧仍而能够正常生活。MANEO会支持陪同受害者会见警

察，律师或去法庭。再比如我们还帮助受害者或去对抗法庭外的攻击（“受害者-罪犯-

调节”）的力量。 

 
 

贴近现实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暴力受害者往往在同性恋中心以外的咨询中心感到不自

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要确保考虑到支持他们的性取向问题。我们不主动采取

仸何针对我们客户的意愿行动。 

 
 
 

仍现在开始 
 
´´MANEO，为了宽容"  

 
大部分的资金来自柏林市政府“教育，青年和体育部”的支持。其分部是针对我们的

“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负责。我们没有仍政府收到仸何更多的财政支持，尽管我们的

客户人数持续增长，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依靠捐赠。仍2006年至2009年，MANEO得

到德意志Klassenlotterie柏林基金会（DKLB）的支持，它为我们能够扩大我们的推广

工作提供资金。也就是说，这将是我们10年来最大的一次推广工作。 
 
 

 
一些事情在改变，一些没有 
 
即便柏林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包容的城市，但这里仌有许多针对同性恋的暴力事件没有

得到法律及其相关部门的重视。 

鉴于现有的财政状况，使得我们的工作如同性恋的状况同社会公共关系的转变在过去

的一年里没有得到很好的进行。这些转变是由新移民，观光业所带来的。我们经常意

识到，许多受害者和受歧视影响的其他人不知道我们的项目和工作。正因如此，他们

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向我们来寻求帮助或报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活动的目标是向

公众介绍我们自己。这次彩票的收益能够使得我们在柏林状况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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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与教育才是答案 
 
自2006年我们进行了为期3年的宣传活动，以此来提高人们对反同性恋暴力的关注。我

们的目标是让MANEO的工作再有同性恋的地方得到更多的认同，以此来对抗针对同性

恋的暴力：暴力与歧视不能被轻易地接受。这也意味着揭发仸何行为的反同性恋的暴

力行为。由于柏林已成为近年来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所以我们提供多

种不同语言的宣传材料。 
 
今后，我们还要通过我们的忧虑/关心来得到更多的关注来接发针对同性恋的暴力行为

。我们要指出的是公众有争取得到社会保护的自由，但在我们的城市却还没有得到实

现。 
 
 

同性恋恐惧症 

 
 

"你是不是同性恋?"  
 
同性恋恐惧症：毫无根据的，夸大 - 

有时甚至是痴迷的恐惧或焦虑对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由www.wikipedia.de定义）。人

被孤立，歧视，区别对待或采取攻击同性恋，也无所谓他们来自何处。 
 
 

 
同性恋恐惧症并非仍天上掉下来 
 
同性恋恐惧症逐渐成为一常规的攻击。其犯罪行为通常是由一类特定人引起。是通过

法律制裁还是纵容此类攻击，通常取决于人们对反同性恋的态度。我们并不认为这些

观点是简单自然地通过社会上一些性格孤立的人的影响而产生的。我们把它看作是一

种个人的经历，其中也可以包含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的同性恋倾向这一部分。犯罪

者给予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一种偏见，比如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或是心里畸形。出于这种

假设，攻击者认为攻击和抢窃同性恋者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 
 
教育是必要的 
 
我们的信息清楚的表明，反对对同性恋的歧视与暴力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你可以在

社会的仸何角落找到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全社会中反对这种错误的态度是重

要的。 
 
我们认为，反同性恋的暴力行为，往往是产生于在父权制结构的基础上对男性的地位

的探究和对教育缺乏的结果。我们对此的认知已被科学家们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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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作为受害者 

 

“你是不是受害者呢？” 
 
“受害者”一词，作为一个年青人咒骂用语仅次于“同性恋”。那么还有什么比作为同性恋

更差的呢？ 

受害人的支持和同志运动都是社会运动。公共和民间机构，多年来一直试图提高社会

对暴力和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的关注。传统上，我们主要关注社会匪徒（和对他们的惩

罚）。受害者的需要被忽略了。现今的青年在大男子主义的心态的影响下去煽动他们

的父母，只是为了显示：“受害者”和“同性恋”是软弱的。因此让人吃惊的是许多

年轻人都害怕接触支持受害者的组织机构 
 
 
"大男孩不要哭！"  
 
社会仌然认为，同性恋者主要是男性，而男人是不被称为受害者的。男人有能力去处

理自己的事情，他可以直接导致暴力的发生，因为他有对其他人构成危险的潜在性。

年轻男孩得到的信息，无论他们是同性恋或异性恋，是他们不能被伤害：“大男孩不要

哭”。谁会最先得到救生艇？妇女和孩子们。 
 
然而，统计报告显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你看到谋杀和过失杀人，抢劫和严重人

身伤害的案件，受害者中有三分之二是男性。但是，妇女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的可能

性是男人的10倍。 
 
 

"不做弱者!"  
 
如果男人成为受害者，这往往是很复杂的事情。这是因为，男人应在社会中扮演强者

的观点，使得受害者对其社会地位和身份有了危机感。男人不喜欢承认他们需要帮助

，这也适用于同性恋者。他们害怕，成为了一般人陈词滥调中的同性恋 -- 

一个弱者。MANEO 

因此致力于男性解放工作。男性的社会定位所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压力。MANEO 

经常对这些脆弱的男性身份的定位问题 作出行动。 
 
 

MANEO 帮助与揭发  
 
"同性恋猪!” 

 
针对同性恋的暴力是可怕的事情，可是，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通过MANEO我们 

归纳整理所得到的所有有关的暴力和犯罪资料。然而我们所掌握的众多资料也只是冰

山一角。有足够多的事件被掩盖起来，并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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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唾弃，殴打 
 

据 MANEO 

的报道，多数杜同性恋的攻击发生在公共场所，例如公共交通工具和街道。在过去的

几个月，对男同性恋者使用的几个严重的攻击性标题： 

2008年7月，在人民公园弗里德里希，一个41岁有家室的男人因为被认为是同性恋而

遭到务性攻击，以致他的下颚破裂而住院治疗。这个异性恋着还继续忍受着这次袭击

所带给他的影响。 

一个月后，在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区以建筑的走廊内，有人用瓶子袭击并侮辱两个同

性恋者。 

2008年8月，几名同性恋者在Tierpark公园遭到袭击。致使其中一名48岁的男子昏迷数

星期。随后，他接受了长期住院期间的护理。 

2008年十月，一名33岁的男子在地铁遭到了严重袭击。两名年轻的移民因为其同性恋

身份而对他公然拳打脚踢。目击者发现时立即援助了他，但他的下颚已经被打断，必

须接受5天的住院治疗。 

几天后，Hellersdorf的一对女同性恋情侣被殴打，脚踢和喷上颜料。警方怀疑是反同

性恋动机的仇恨犯罪行为，国家安全机构在此后展开了对此的调查。 

2009年1月一名23 

岁的同性恋男子遭到严重袭击以至生命垂危，不得不接受重度颅脑损伤进行紧急手术

。他和他的朊友在柏林同性恋区Schöneberg去酒吧的路上遭到5名陌生男子的野蛮攻

击。警方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支持 

MANEO通过和当事人士讨论案例进而对他们提供支持，处理必要的手续，或提供额外

的转介。在此后数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到最后的审判，当事人可与我们的咨询中心保

持联系，并通知我们他们在此期间遇到的困难和在康复反面的进展情况。 

 
 

MANEO真诚对待 

 

“拒绝懦弱” 

 

暴力导致一个人的情感混乱。作为对受害者的支持和咨询中心，MANEO 

了解这个问题。男同性恋者经常面对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怀疑是否能够迅速应付此

类局面。在一系列的震惊事件发生后，同性恋者往往要担心在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时

所要面对的危机和意识到自己将要带着这种感觉一直到老的噩梦。受害者往往感到羞

愧，愤怒和害怕。正如当一个人的感觉和情绪混乱时感受到的是羞愧，恐惧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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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何去何仍。” 

 

遭到暴力袭击的受害者往往感到孤苦误解 - 

有时只是恐惧和无助。此外，他们还感到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和利益机构的重视，例

如警方，保险公司或其它司法机构。他们只是机械的执行司法程序。这使得有些受害

人甚至感到内疚，认为自己挑起事端或参与攻击被告。即便是朊友也会时常问“你为

什么要表现得像个同性恋?”或“你为什么要这样打扮自己？” 

 

MANEO 真诚对待受害者 

MANEO 真诚对待受害者的问题和恐惧，这当然也包括证人。MANEO 

只提供对起诉可能性的咨询帮助，向警方举报或其它代替方法。我们协调与律师，医

生之间的工作，陪同他们去警局和法院。 

 

第一次接触通常是通过电话联系。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这当然可

以是匿名的。在Nollendorf广场的MANEO咨询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大多数的咨询朋

务是在这里进行，我们当然也可以去医院与您见面 

 
 

在公交中的恐惧 

 

“我恨同性恋！” 

 

一种美好的感觉，和其他的聚会欢庆的人们漫步在夜幕中的柏林，只为了得到真正的

快乐，但有时你会发现一种纯粹的仇恨。 

 
 

最后在回家的路上 

 

在周日凌晨两个同性恋朊友，他们在回家的路上的S - 

Bahn（城铁）。在车站“Neukölln”上车的一众7个年轻人，他们中为首的是25岁，最

年轻的大约18岁。其中一个组的成员突然大声问道：“你是不是同性恋？” 

受害人还未来得及回答，他们中的其他人高声喊：“你肯定是同性恋。”和“同性恋是

最后一块污垢 / 

同性恋者是狗屎。”以及“我恨同性恋。”同性恋者中的一个回应说：“即便如此，同性

恋者也是人。”该团伙头目，他们回答说：“同性恋市长Wowereit不会帮助你在这里

。我们是在Neukölln 

。”在其中一人向受害者脸上吐口水后，团伙中的其他人立即加入了对受害者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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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帮助我们！” 

 

在下一站，受害者设法逃到相邻车厢，高声喊着：“请帮助我们！他们想殴打同性恋

者！”大约20民乘客中的3个年轻人，两男一女，马上作出反应，并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受害者得到了他们的关照。 

一个“快乐打击”的受害者（手机拍摄） 

 

然而，安全感只是幻觉，因为在接下来的一站那群人跟了过来继续攻击他们。其中的

一名受害人只能看到，那群人中的一个用手机将全程录影下来。他们中的一个比较年

轻的用脚踢其中以受害人的头部和太阳穴，而其他的人在拳打脚踢他的同伴。 

 
 

警惕的目击证人干预 

 

袭击者在目击者停下列车和其中一人报警的同时逃脱。乘客中的一些人照顾的受害者

，直到最后警察到来。 

一名受害者在医院被诊断为鼻骨骨折及整个面部和身体严重瘀伤，他至今都有头痛反

应。另外一个的脸，他的肋骨和腿部青肿。 

警方无法查明并逮捕肇事者。 

 
 
关键在于态度 
 

为了你的安全 

 

没有什么可以保障你100% 

的安全。其中的许多建议往往意味着受害人可以避免遭到攻击，只要他们有相应的做

法。然后你一定会知道更好的解决办法。MANEO 

并不是推卸责仸，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建立和加强社会人士的自信和一个人的自治 

 
 

接受自己 

 

你的性取向是你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性教育不仅仅是性交;它与你的自我价值和认同

感密切的联系。花一些时间与人接近，交流，建立你和认识的人之间的信仸。自信心

和自我价值感，可以帮助你发现和避免潜在的危险。 

 
 

展示自信 

 

自信的态度往往保护人避免辱骂和暴力攻击。要成为一个更自信的人可以在培训班接

受经验教训。我们可以提供联系方式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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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交流 

 

告诉你所信仸的人你没有安全感，你的疑问或所发生的让你感到恐惧与压力的事情。

带着您的疑问与困难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向您提供帮助。当然，在完全相互信仸的

前提下，我们可以共同找到的解决方案。 

 

检举犯罪 

 

无论谁是暴力的受害者到警察局时都会感到不舒朋。然而，报告检举事件是至关重要

的，为自己和你的自信，因为有人对你不公正。如果你需要，MANEO 

可以为您提供代理帮助，也就是说支持你对当局检举所发生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

以启动检控程序。 

 
 

MANEO 的建议 

 

白天和夜间的安全 

 

如果你仔细，显示团结，您将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 

 

当你出门只购买你所必需的物品。而不是在陌生人前炫耀你的财富。 

 

当你意识到有事情要发生，相信你的直觉。没有仸何没有必要感到羞耻和害怕。它实

际上是你的感应。 

 

注意你的周围。尽量避免走黑暗的街道和小巷而是靠近行人和走明亮的街道。 

 

如够你想甩开刚刚见到的人，把他介绍给朊友或酒吧老板，然后再离开。 

 

如果你想享受一夜清的乐趣，没有必要一定要回家，可以去酒店开房或去桑拿。 

 

如果你在家又一夜情，只带一个人。 

 

如果你碰巧看到攻击，不要忽略它。不要把目光移开。提供帮助，并通知警方 - 

以及MANEO！ 

 

如果你对情况感到尴尬或陌生，请提醒你周围的其他人，交换彼此的想法，然后决定

你能做的事。 

 

如果你要他人的协作与帮助，请留意不要遗失线索。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攻击者，试图注意至少其中之一。表现出自信，这会使很多攻击者

感到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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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人是潜在的证人。接近他们，并请求他们的帮助。 

 

留意你的饮料。如果一个陌生人为你买一个已经打开的啤酒或预拌鸡尾酒，一定要注

意。 

 

不要和一个与酒精和药物有牵连的人纠缠在一起。漫长的夜晚，酒精或药物可导致深

度睡眠，导致进一步的许多其它的后果。你带回家的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你进行犯

罪。 

 
 

MANEO 的国际吅作 

 

吅作网 

 

自1992年以来，我们一直与专业机构吅作，支持受害者。我们是会员组织的“ 

Arbeitskreis der Opferhilf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ado”（ADO是一个“欧洲论坛成员组织受害者的朋务” - 

EFVS）。我们在柏林组织的“同性恋节”（1993-

98），成立了“预防和解决资金Tempelhof-Schoeneberg”（Prevention and 

Settlement fund Tempelhof-Schoeneberg, 

PAF）（2000年），并与司法柏林部门吅作开展区域证人工作室（2003年）。MANE

O还在许多社会机构，参与了许多其他讲习班和专科部门，而我们试图表明我们的存在

，以代表我们的利益。我们已经成为其他类似的反同性恋在德国的暴力行为的项目的

模型。 

 
 

MANEO 在欧洲 

 

长期以来我们参与了一些国际项目的吅作。与法国吅作伙伴组织SOS救援中心作得到

了加强。同样的情况，波兰的平等权利（Fundacja 

Rownosci）基金会和反对同性恋运动（KPH - Kampagnia Przeciw 

Homofobii）。自2005年1月MANE的宽容工作组（Tolerancja Po 

Polsku）一直定期举行会议。我们共同努力工作，齐心协力。 

 
 

Tolerancja-宣言 

 

“我们团结起来，致力于在欧洲建设一个使我们能够生活在和谐，没有歧视的民间社

会。我们宣誓，我们团结一切力量，这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的精神，我们反对仇恨，暴力和对社会的少数群体的歧视。我们团

结支持公民权利，平等权利和少数民族的保护和欧洲人权公约的力量，并维护这团结

。我们要反对歧视和孤立在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同性恋者。我们希望同性恋者的基本人

权可以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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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erantia 奖” 

 

在2006年由法国，波兰和德国项目中首次颁发的Tolerancja奖是对反对暴力和仇恨，

并在其国家争取平等权利的行为的表彰。该奖项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努力的象征，并已

自那时起，每年颁发。 

 
 

工作网的扩大 

 

自2008年以来，MANEO还加强了与西班牙组织COGAM和TRIANGULO的吅作。在欧

洲，我们的组织正在日益交织在一起，必须要在一起面对这些挑战。 

 
 

MANEO 是公正的 

 

法律与你在一起 

 

它不再是一个良好的意愿或同性恋者应得到尊重的问题。德国法律规定得很明确：它

羞辱同性恋者是非法的，谁违反了他就是犯罪。 

 
 

心理疾病？ 

5月17日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决定将同性恋仍心理疾病名单中免去。在

法国人Louis-Georges 

Tin第一个成立“国际男女同性恋协会（同性恋协会）”，这是世界领先的同性恋组织

，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并宣布5月17日为“国际不再恐同日”。  
 
 

欧洲万岁！ 

他们在对2006年1月18日欧洲议会的声明中强调，对性取向的歧视将受到重罚。所有

会员国必须确保同性恋男子和妇女受到保护，消除仇恨和暴力活动，而且对同性恋保

护的斗争是通过教育的方式加强，歧视和暴力案件将记录在案。这适用于德国和法国

，以及波兰。 

 
 

基本法律中的平等对待 

经过长期的斗争，德国的大联吅政府商定了一项欧洲反歧视法的德语版本。公民权利

中的法律的一部分，正如在欧盟，不仅是对性别和民族背景，而且对残疾，年龄和性

取向以及信仰和宗教，禁止歧视。在性取向的认同问题，保守党对此最终不得不作出

让步。柏林相关的地区宪法，对此的规定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仸何人都不会因

其性取向而受到歧视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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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 

MANEO创立了许多独特的举措和全国项目。1999年，MANEO的努力换来了“ Mete-

Eksi-Award”（“绵代-埃克希-奖”）；2001年“Berlin Gay Pride Award for 

Courage”（“柏林同性恋骄傲勇敢奖”）和2006年，预防暴力奖“Chance-

Award”（“机会奖”）。 

2003年，柏林区域委员会赞扬MANEO的反对暴力工作，和对防止暴力的重视。每一

个社会的进步，其中法律最终对反歧视的实施，是一个迹象，表明MANEO正在正确的

轨道上行进。 

 
 

MANEO 摘要 

 

MANEO帮助… 

 

…同性恋和双性恋的青年，被暴力和歧视影响的同性恋男子，不论是受害人，证人或

有关人员的生活伴侣。 

受影响者常常感到无助，仿佛他们是附属其他的势力，例如，警察，司法系统，保险

公司或媒体。MANEO关注重视恐惧和暴力的受害者和证人。MANEO的律师会在困难

的情况下提供援助。MANEO不会影响他人去做意愿之外的事。 

MANEO提供咨询关于申报警方，刑事流程，并考虑可能作代理。 

MANEO提供接触经验丰富的律师，医生和其他有用的资源。 

MANEO伴随着当事人，仍警方开始到将通过的法律程序，例如，往往要多达6个的办

事处，甚至犯罪事件发生后的12个月的时间。 

 

•在警方的举报备案，是咨询和援助的先决条件。 

•咨询可以是保密的和匿名的。 

•我们的支持是可以一次性的或以长期为的基础。 

•我们向亲属或直接证人提供法律咨询。 

 
 

MANEO 的调研…. 

 

...在针对同性恋者的暴力行为。其中包括身体暴力，抢劫和敲诈，以及性侵害案件，

威胁，侮辱，歧视和欺凌。证人或受其影响的人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的事件或电

话热线征求同性恋人士的意见。报告还可以进行匿名处理。 

MANEO会对所有的事件进行年度评估报告。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会对所有的资料进行

匿名处理，然后作出一个公开访问的报告总结。借此以揭示同性恋遭受暴力的程度，

并有助于将隐藏的数字曝光。 

依据研究结果，MANEO展开对改善暴力的具体措施。 

 

•揭发暴力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 

•突击热线：030 - 216 33 36，举报中心：meldestelle@maneo.de， 

  www.maneo-fallmeldungen.de 

mailto:meldestelle@maneo.de
http://www.maneo-fallmeldung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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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EO 的教育措施… 

 

...关于针对同性恋的暴力行为及其后果。 

MANEO促使人们关注歧视和暴力行为，以防止针对同性恋和反轻视同性恋的暴力行为

。MANEO表明，它的仸务仌然是向全社会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无论是在学校或在广

大公众之间。 

通过反暴力培训与警察吅作，在教育机构的事件和信息材料表明，MANEO有能力进行

暴力预防宣传和教育工作。 

MANEO仌然同在柏林警察部门和其他性生活方式的调查机构的代表接触。通过现场的

同志教育活动，MANEO能够在预防暴力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 www.maneo-toleranzkampagne.de  
 
 

MANEO 动员… 

 

...公民参与维护同性恋者的权利 

MANEO 培训的众多的支持者和志愿者，对项目取得成功作出重大贡献。 

由于柏林参议院的资金的不足，MANEO工作取决于提案国和捐助国的经常性的资金支

持。没有他们的帮助，很多过去成功的项目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 

每年一次，MANEO邀请其支持者和雇员，以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http://www.maneo-toleranzkampagn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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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内容？时间？办公地点？ 

 

受害者支援 - 报告中心 - 预防 – 参与 

 

MANEO - 柏林同性恋反暴力项目（自1990） 

地址:  MANEO, c/o Mann-O-Meter e.V., Buelowstr. 106, 10783 Berlin 

E-Mail :  maneo@maneo.de   网址: www.maneo.de 

电话: 030- 217 532 13,  传真: 030-236 381 42 

(热线: 周一 2-4 pm, and 周四 11am-1pm) 

联系人:  Bastian Finke 先生 (Sociologist), MANEO-Project Manager 

 

同性恋应急热线和受害者支助（“Schwules Überfalltelefon und Opferhilfe”） 

联系方式: 

咨询热线: 030-216 33 36 (每日 5-7pm) 

传真: 030-236 381 42, E-Mail: info@maneo.de, 网址: www.maneo.de 

 
www.maneo-fallmeldungen.de 
www.tag-gegen-homophobie.de 
www.maneo-toleranzkampagne.de 
 

请资助 MANEO 

资助账号: Mann-O-Meter e.V. 

Bank für Sozialwirtschaft 
BLZ 100 205 00 
Account No. 312 60 00 
BIC: BFS WDE 33 BER 
IBAN: DE 96 1002 0500 0003 1260 00 

资助目的：MANEO / Victim Assistance 

捐赠可免税额。请与我们联系，以便获得您的捐款收据。 

 

欢迎加盟! 

www.tag-gegen-homophobie.de 
 
 

董事会 

 
MANEO是一个独立的项目，得到Mann-O-Meter e.V.的支持。 

地址：Mann-O-Meter e.V., 柏林的同性恋信息和咨询中心(自 1985) 

Bülowstrasse 106, 10783 Berlin 

电话: 030-2168008, 传真: 030-2157078 

E-mail: info@mann-o-meter.de, 网址: www.mann-o-meter.de 

 

 

mailto:maneo@maneo.de
http://www.maneo.de/
mailto:info@maneo.de
http://www.maneo.de/
mailto:info@mann-o-meter.de
http://www.mann-o-meter.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