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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性别认同：指一个人对自己性别上的认同，无论是将自己视为男性、女性，或
某些非传统观点的性别。

性别表达：指社会将一个人外在的特征和行为界定为“男性化”或“女性化”——
包括着装、外表、体态、言语和社会行为。

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

男男性行为者：指与其他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不一定是“男同性恋”、“同
性恋”，或者“双性恋”。

性工作：自愿的成年人之间以报酬换取性服务的行为。

性取向：指一个人在性和情感上受到同性、异性或者两者的吸引。

跨性别：是一个集合词汇，用于描述那些性别认同与出生时性别不一致的人。

跨性别女性：指出生时为男性，但性别认同为女性的人。

跨性别男性：指出生时为女性，但性别认同为男性的人。

变性人：通过手术或其他方法来改变原本生理性别的人。 

性别重建手术：即变性手术。指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将身体的外观特征调整
为符合另一性别的外观。性别重建手术通常包含一段时间的激素替代治疗来改
变第二性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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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这些暗不见光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头。”

                   ——小东北，跨性别性工作者，北京 2014 年 1 月

基于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调查，本报告主要关注中国跨性别女性性工作
者的生活、工作条件和获得服务的情况，并对有关的法律和政策进行了分析。
由于面临着严重的污名和歧视，教育水平较低，跨性别者的工作机会非常有
限，并导致其在经济上的边缘化。在亚太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跨性别者从事
性工作。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跨性别女性，特别是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
是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全球范围来看，跨性别女性感染艾滋病的机
率是一般成年人的 49 倍。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感染率为 27.3%，
是女性性工作者的九倍，男性性工作者的三倍。到 2020 年，亚洲地区的艾
滋病新发感染将主要集中在跨性别人士和男男性行为者中。

尽管如此，针对跨性别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艾滋病干预和服务极为缺
乏。仅有的一些服务，也是在男性性行为者的项目框架下提供的。这不仅与
跨性别女性的性别认同不一致，也导致这一人群独特的艾滋病需求无法获得
关注和必要的资源，阻碍了对这一人群开展有效的公共健康干预。

2014 年一月至九月，亚洲促进会、北京佐佑中心和上海心生在中国最大
的两个城市采访了 70 名性工作者（跨性别女性和变装性工作者）。我们同
时也采访了一些面向跨性别人群提供服务的社区组织，对法律和政策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我们的调研表明，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是当今中国社会最边缘
和最脆弱的群体之一。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面临广泛的歧视，使得这一边缘人群难以获得社会
服务和法律保护。这些歧视常常是针对他们的性别认同和职业。在寻求公共
服务时，特别是在医疗环境中，跨性别者常常被孤立和羞辱，导致很多跨性
别者在没有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激素以改变性别特征。

由于担心身份暴露，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的生活极端隐蔽，与家人、邻居、
雇主的关系较为疏离，以避免可能会出现的言语或权利侵犯。他们可能会被
房东驱逐出住处、被雇主解雇，或受到来自警察的骚扰。由于身份证件与本
人外貌不符，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行为都可能变成一场灾难，比如去银行、
坐飞机或火车、入住宾馆、使用公共厕所，或是租住房子，都可能遭受羞辱
和拒绝。来自工作场所的歧视也是跨性别者进入性行业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由于性工作属于非法行为，执法机关成为跨性别性工作者所面
临的最大挑战之一。64% 的被访者曾经被警察抓捕，有些人甚至抓捕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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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称“钓鱼”（假扮成客人）是警察最常使用的抓捕手段，警察还对性
工作者施以言语和肢体暴力。尽管女性和男性性工作者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但我们所采访的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提到了专门针对其跨性别身份的暴力。
此外，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往往和男性羁押在一起。

近年来，冰毒和其他合成毒品的使用急剧增加，在性工作中也极为显见，
这无疑增加了艾滋病、性病和其他健康风险。

性别改变医疗服务

在中国，跨性别人士并不面临直接
的法律惩罚。但反歧视法、性别改变医
疗服务和艾滋病干预的缺失，意味着该
人群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跨性别被界
定为一种精神疾病，昂贵的性别重建手
术并不纳入国家医疗保险的范围。法律
规定，只有进行了变性手术才能修改身
份证件上的性别信息，这使得很多人的
性别认同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承认。

身份证件上性别信息的修改、批准等属于地方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那
些希望进行性别重建手术的人士，需要出示一系列的证明文件，包括当地公
安部门出具的患者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精神科医师开具的易性癖病诊断证
明，患者本人要求手术的书面报告并进行公证，以及已告知直系亲属拟行变
性手术的相关证明。患者必须未婚，对变性的要求至少持续 5 年以上，术前
接受心理、精神治疗 1 年以上且无效——这些要求不仅程序繁杂，而且违反
了国际人权准则，包括个人的自主权和隐私权。中国的法规要求只有进行了
性别重建手术之后才能修改身份证件上的性别信息。对于那些不希望进行手
术的人来说，法律上的性别身份与本人认同的不一致，将会持续一生的时间。

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1. 禁止对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取向的歧视。应当在反歧视立法中包
含对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取向的保护。

2. 根据国际人权准则，制定透明、有效的程序，赋予公民根据自己的性
别认同，修改其法律文件上的性别信息的权利，包括身份证、护照、户口、
学历证明和其他文件；

3. 让公民能够根据自己的性别认同来确定法律文件上的性别，而不把完
成变性手术作为修改身份证件信息的前提条件；

4. 根据跨性别人群的需求提供艾滋病和其他健康服务。在新的遏制与防

“在中国，跨性别人士并

不面临直接的法律惩罚。但反

歧视法、性别改变医疗服务和

艾滋病干预的缺失，意味着该

人群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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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艾滋病规划（2016-2020）中包含针对跨性别人群，特别是跨性别性工作
者的艾滋病干预策略；建立支持性的法律环境。中国的艾滋病监测系统应当
包含跨性别人群，以了解这一人群的疫情状况。应当把跨性别者从男男性行
为者群体划分出来，开展针对性的艾滋病干预；

5. 资助关于跨性别人士人权和健康状况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包括他们所
面临的歧视和隐私权问题；

6. 支持社区组织为跨性别人士提供健康、法律和其他服务。在法律上承
认社区组织的地位，为他们的注册提供便利条件，并提供经济支持；

7. 在征询跨性别者及其组织意见的前提下，资助教育和培训项目，以推
动对跨性者人权的尊重；

8. 向医务人员提供性别认同、非歧视，以及跨性别需求和权利的培训；
保障面向跨性别人士的医疗和心理服务的可获得性、可接受性、可承受性以
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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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2013 年底至 2014 年 9 月，亚洲促进会、北京佐佑中心和上海心生针对
北京和上海两地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开展调研，并完成了本报告。北京佐佑
中心和上海心生是两家开展艾滋病干预的社区组织。

北京佐佑中心主要面向北京地区的男男性行为者和跨性别女性性工作
者，提供艾滋病快速检测、咨询和转介服务。他们覆盖大约 200 名在住处、
宾馆和酒吧工作的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上海心生主要面向上海地区的男性
性工作者；以及站街的女性和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提供艾滋病预防服务。
上海心生覆盖的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大约有 180 人。

与亚洲促进会一道，这两家机构分别在北京和上海针对 70 名跨性别女
性工作者进行了访谈，北京和上海各采访了 35 人。我们的访谈对象为出生
时性别为男性、但以女性身份从事性工作的人。北京佐佑中心和上海心生通
过日常的外展干预工作找到这些被访者。

所有的被访者出生时的性别均为男性，但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为女性。有
30 人性别认同为女性，24 人认同为男性，16 人认同为第三性别。所有人都
以女性身份从事性工作。

调查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并获得了被访者的口头知情同
意。为了保护被访者，报告中均使用化名。采访大部分在被访者的家里和工
作场所（如公园和路边）进行，也有一部分采访是在这两个机构的办公室进
行。尽管我们只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进行调研，但是被访者来自全国各地。

与此同时，我们还访谈了 9 个面向跨性别人群开展工作的社区组织。这
些组织来自北京、上海、大连、昆明、沈阳和天津。其中有 4 个访谈是面对
面进行的，另外 5 个是电话访谈。 这些机构主要关注男男性行为者人群，
提供艾滋病有关的健康干预服务。尽管跨性别者（包括跨性别性工作者）是
他们的服务对象之一，但他们并没有获得资助开展针对跨性别人群的项目。
其中仅有一个机构开展专门面向跨性别人群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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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

 何谓跨性别

跨性别是一个集合词，指那些性别认同与出生时性别不一致的人。1 跨
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
身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2 跨性别一词包含了各种颠覆了主流社会
性别的个体和行为。跨性别者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性别的认同，
如穿着、言谈、举止；他们可能使用激素和／或通过手术改变身体，与自己
所认同的性别更加接近；跨性别者也可能不通过上述提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的性别。3 

在医学上如何界定跨性别，影响着社会大众对跨性别人士的认知和态度。
长久以来，跨性别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人们认为跨性别和同性恋倾向一
样，都是需要纠正的。4 世界卫生组织第 10 版的《国际疾病分类》将跨性别
界定为一种精神和行为障碍。5 而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中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
疾病的指导手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也在很长时间内使用“性别认同障碍”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来指强烈而持久的跨性别身份认同和对既定性别
身份的长期不适感。

随着对跨性别的了解和认知越来越深入，人们开始质疑跨性别是否应当
被列为精神疾病。2010 年五月，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发表声明，呼吁
世界各地将跨性别去精神疾病化。声明指出：“性别特质的展现，包括认同，
并非刻板地与出生时指定性别相关联，此乃很常见的，并且是文化多样性的
人类现象，不应该被判定为与生俱来的病态或者负面影响。”6

2013 年美国精神学会公布了第五版的 DSM，其中“性别认同障碍”被“性
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所取代。美国精神病学会认为去掉“障碍”一
词有助于减少患者的病耻感，更能为大家所接受。7 很多跨性别倡导者支持这
一变化，因为“性别认同障碍暗示你的性别认同是错的，有问题的”。8 

1.Lambda Legal, Transgender prisoners in crises. http://www.lambdalegal.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wnloads/transgender_
prisoners_in_crisis.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9 月 1 日）

2. 方刚，《跨性别：不该被忽视的权益》。《多元的性别》，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180-184。

3.amfAR, “Trans Populations and HIV: Time to End the Neglect”. April 2014. http://www.amfar.org/uploadedFiles/_amfarorg/Articles/On_
The_Hill/2014/IB%20Trans%20Population%20040114%20final.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9 月 1 日）。

4.Katy Steinmetz, “The Transgender Tipping Point”. Time, June 9, 2014, http://time.com/135480/transgender-tipping-point/. （访问日期：

2014 年 9 月 2 日）。

5.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10th Revision.  2010 Version. 
6.A.B. Kaplan, “WPATH Releases De-Psychopathologisation Statement on Gender Variance”.  May 26, 2010  http://tgmentalhealth.

com/2010/05/26/wpath-releases-de-psychopathologisation-statement-on-gender-variance/. （访问日期：2014 年 9 月 20 日）。

7. 陈发展，陆峥，《性身份识别障碍的诊断和治疗进展》。《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2 年 6 月第 21 卷第 6 期 : 569-

570。

8.Katy Steinmetz, “The Transgender Tipping Point”. Time, June 9, 2014, http://time.com/135480/transgender-tipping-point/. （访问日期：

2014 年 9 月 2 日）。



6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正在修订疾病分类目录，计划于 2017 年出版第 11
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世界卫生组织的性别紊乱和性健康工作小
组建议，在新一版的疾病分类目录中，不要再使用陈旧的精神病理学模式来
看待跨性别。9在跨性别权利活动家的倡导下，人们对跨性别的两个核心议题：
去病理化和医疗服务的获得，也正逐渐达成共识。10

跨性别、性工作与艾滋病

制度性的歧视、污名以及较低的教育水平，
使得跨性别者往往缺少工作机会，并导致在经济
上的边缘化。11 在亚洲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跨性
别人士从事性工作。12 已有的数据显示，下列国
家中有一定比例的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印尼
81%（2011），马来西亚 84％（2009），柬埔寨
36%（2009），印度 90%（2009 － 10）。13 由于
缺乏中国的数据，我们无法了解在中国有多少跨
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跨性别女性 和跨性别
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疫情要比其他人群严重得
多。15 跨性别女性感染艾滋病的机率是一般成年
人的 49 倍。16 从全球来看，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
的艾滋病感染率为 27.3%，而跨性别人士的感染
率为 14.7%。17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感染率是女性
性工作者的九倍，男性性工作者的三倍。18 流行
病学的研究也发现，在亚洲地区的跨性别女性中， 
梅毒、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感染率较高。19 由于

“制度性的歧视、

污名以及较低的教育

水平，使得跨性别者

往往缺少工作机会，

并导致在经济上的边

缘化。已有的数据显

示，下列国家中有一

定比例的跨性别人士

从事性工作：

印尼         81%

马来西亚     84%

柬埔寨       36%

印度         90% 

由于缺乏中国的数

据，我们无法了解在

中国有多少跨性别人

士从事性工作者。”14

9.Jack Drescher, Peggy Cohen-Kettenis, and Sam Winter, “Minding the body: situating gender identity diagnoses in the ICD-11”,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4, 6(2012): 575, 569, 574.  

10.Global Action for Trans Equality. “It’s Time for Reform: Trans* Health Issu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November 
2011.”

11.Kimberly Keller.“Transgender Health and HIV.”BETA, Summer/Fall 2009. http://www.sfaf.org/hiv-info/hot-topics/beta/beta_2009_
sumfall_transgender2.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7 月 23 日）。

12.APTN, UNDP. “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Bangkok (May 2012).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hivaids/UNDP_HIV_Transgender_report_Lost_in_Transition_May_2012.pdf （访问日

期：2014 年 7 月 23 日）; sex work refers to he commercial exchange of sexual services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s.
13.UNAIDS. “The Gap Report,” July 2014, updated September 2014.  http://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4/

name,97466,en.asp, p. 76 （访问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14. 跨性别女性是指出生时性别为男性，但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为女性的人士。

15.Tonia Poteat at al, HIV risk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in transgender women sex workers. The Lancet. July 22, 2014. 
16.UNAIDS. “The Gap Report.” p.219. 
17.Stefan D Daral atl. Worldwide burden o HIV in transgender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March 2013. 
18.UNAIDS. “The Gap Report.” p.220.
19.APTN, UNDP. “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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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缺乏对跨性别男性 20 的有关研究，我们对其艾滋病和性病的感染状况了
解有限。21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是受艾滋病影响的重点
人群。22 亚太地区艾滋病委员会估计，到 2020 年，亚洲地区的艾滋病新发
感染将主要集中在跨性别人士和男男性行为者中。23 

跨性别人士面临更高的艾滋病感染风险，有多方面原因。肛交，特别是
无保护肛交中被插入的一方，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非常高。24 很多跨性别女性
性工作者自我认同为女性，扮演着女性的社会角色。他们被男性所吸引，倾
向于在肛交中处于被插入的一方。25 这使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比他们的伴侣
面临更高的艾滋病感染风险——被插入式肛交传播艾滋病的风险是阴道交的
18 倍。26

跨性别者通过医疗的手段改变性别特征，也可能带来艾滋病的风险。激
素的使用会导致勃起障碍，阻碍安全套的使用。27 因此，本来能够作为插入
的一方，只能作为（风险更大的）被插入一方。而且，跨性别女性的性别认
同会因为激素的使用而得到强化，可能会更倾向于在性交中作为被插入方，
并由伴侣来决定是否采取安全措施。28

那些与跨性别女性有性关系的男性，则有多样化的性网络和多性伴，这
也导致艾滋病有机会在不同的人群间传播。此外，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和
不与跨性别女性发生性关系的毒品使用者相比，跨性别女性的男性伴侣更可
能有高危的毒品使用行为。29 

尽管面临诸多感染风险，跨性别人士常常被艾滋病有关的项目忽略。30 在
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研究、监测和干预项目中，通常不包含跨性别人群。31 跨性
别女性常常被作为男男性行为者之下的一个亚群体。这不仅与跨性别女性的
性别认同不一致，也使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需求和经验——这进一步阻碍了
对这一人群开展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32

20. 跨性别男性是指出生时性别为女性，但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为男性的人士。

21.APTN, UNDP. “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2.UNAIDS. “The Gap Report.” p. 220.
23.APTN, UNDP. “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4.Tonia Poteat et al., “HIV risk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in transgender women sex workers.” The Lancet. (July 2014).
25.APTN, UNDP. “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6. 同上。

27.APTN, UNDP. “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8. 同上。

29.Tonia Poteat et al., “HIV risk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in transgender women sex workers.”
30.UNAIDS. “The Gap Report.” p. 227.
31.Tonia Poteat et al., “HIV risk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in transgender women sex workers”; Stefan D. Baral, Tonia Poteat, et al. 

“Worldwide burden of HIV in transgender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Vol. 13, No. 
3 (March 2013):  pp. 214-222. 

32.Tonia Poteat at al, HIV risk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in transgender women sex workers. The Lancet. July 22, 2014; amfAR, Trans 
Populations and HIV: Time to End the Neg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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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来看，目前针对跨性别人群的艾滋病监测和预防干预是不够的。
现有的面向一般人群的艾滋病服务，很难适合跨性别人群的需求，而专门针
对跨性别人群的项目则非常少。跨性别人群数据的缺乏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
重。33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制定了指南来帮助国家有效地收集数据和报告国
家艾滋病工作的进展。但是，与其他重点人群不同的是，在很长时间里，这
些指南并没有如何收集和报告跨性别人群数据的信息。34 只有在 2014 年的
指南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才在针对性工作者的指标中，建议除了男性和
女性性工作者，也将跨性别性工作者作为一个可能的分类纳入。35

跨性别在中国

一些研究显示，跨性别人口可能占成年人口的 0.1% 到 1.1%。36 而在
亚洲地区，估计有 0.3% 的人口为跨性别。如此推算，整个亚洲地区估计有
950 万的跨性别人士。37 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均缺乏官方统计的跨性别人
口数量，变性人的数量也不确定。据估计，目前我国有 1000 到 2000 人完成
了性别重建手术 38，而有 10 万到 40 万人考虑进行该手术。39 台湾地区也无
变性人的官方统计数据，有医师估计可能超过 1000 人。40 香港变性人大约
为 200-300 人，有约 100 人是在香港政府医院完成变性手术的。41 

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总人口 1,360,720,00042 7,234,800 
(000)43

23,410,28044

跨性别人口估计
数 (0.3%)

4,082,160 21,705 70, 231 

33.UNDP, “Discussion Paper Transgende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December 2013.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
HIV-AIDS/Governance%20of%20HIV%20Responses/Trans%20Health%20&%20Human%20Rights.pdf  （访问日期：2014年7月9日）。

34. 同上。

35.UNAIDS, “ Global AIDS Response Progress Reporting 2014: Construction of Core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the 2011 United Nations 
Political Declaration on HIV and AIDS,” January 2014. http://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GARPR_2014_guidelines_
en_0.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7 月 19 日）

36.UNAIDS. “The Gap Report.” p. 227.
37.APTN, UNDP. “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38. 即变性手术。指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将身体的外观特征调整为符合另一性别的外观。性别重建手术通常包含一段时间的激

素替代治疗来改变第二性征。

39.“Sex Change? Here are the rules”. China Daily, June 17, 2009.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2/6679958.html （访

问日期：2014 年 7 月 19 日） ; 刘国生，《变性人的发展历史及其现状》。

40. 刘国生，《变性人的发展历史及其现状》。

41. 跨性别资源中心，《是非男女——本土跨性别阅读手册－香港版》。2012 年。http://tgr.org.hk/tgr.org.hk/images/stories/docs/
booket_201202s.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7 月 19 日）

42. 截止 2013 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stats.gov.cn/
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 （访问日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43. 截止 2014 年年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统计处。.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20.jsp （访问日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44. 截止 2014 年 9 月。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台湾）。 http://eng.stat.gov.tw/mp.asp?mp=5 （访问日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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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跨性别仍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标准第 3版 (CCMD-3)》中，列有“性身份障碍”的条目：“持久和强烈地因
自己是女性而感到痛苦，渴望自己是男性”；“持久和强烈地因自己是男性
而感到痛苦，渴望自己是女性”。同时还有“性指向障碍”，指对自己的性
认同或性定向不确定。45 

一份 2010 年的报告研究了中国 LGBT 人群的法律地位。尽管 1997 年中
国对同性恋去刑事化，而且在2001年将同性恋从官方的精神病分类中除名，
但在法律和实践中仍存在对这一人群的歧视。46

2014 年一份由中国 LBT（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女性）权利项目提
交给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女同性恋、双性恋和
跨性别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家庭暴力、工作场所歧视、医疗歧视、变性
者无法修改学历上性别的信息，以及中国不承认同性婚姻。47

专门关注跨性别女性和男性的研究在中国相
对比较缺乏。现有的研究主要是社区组织的小型
调查和报告，但也让我们能够了解该人群的一些
状况。

北京爱之行研究所 2008 年对北京地区 50 名
跨性别女性进行了定量和定性调查。调查对象
主要从事站街性工作和反串演出。他们的工作场所主要是公园、宾馆及客
人家里，客人的性行为方式以口交和肛交为主，大部分被访者平均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工作的时候遇到过警察，且一旦被抓后大
多会遭受警察的辱骂、殴打和诱供。调查发现 80% 的被访者认同为女性，
而且健康状况堪忧，10% 的人为艾滋病病毒阳性，16% 的人为梅毒阳性。48  

沈阳爱之援助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2010 年对中国沈阳地区 34 名跨性别女
性性工作者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的顾客为异性
恋男性和男男性行为者。91% 的被访者是从为男同性恋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
转为跨性别性工作者的。被访者流动频繁，平均停留时间为 3 个月左右，给
干预工作造成了困难。被调查者自述已经确诊艾滋病阳性有 4 人，占 12%。
被访者都曾遭受过警察的辱骂或抓捕，18 名被访者曾给警察行贿以保证自
身安全。49

“专门关注跨性别女

性和男性的研究在中国

相对比较缺乏。现有的

研究主要是社区组织的

小型调查和报告……”

45.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编，《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版》，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

46.Tom Mountford, 《中国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的法律地位和法律状态》2010 年 3 月。 http://iglhrc.org/content/
china-legal-position-and-status-lesbian-gay-bisexual-and-transgender-people-people%E2%80%99s （2014 年 12 月 19 日访问）。

47.China LBT Rights Initiative.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the China LBT Rights Initiative to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List of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mbined Seventh and Eighth Periodic Repo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e-Sessional Working Group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s 59th Session.” February 20, 2014.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
CEDAW/Shared%20Documents/CHN/INT_CEDAW_NGO_CHN_16577_E.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48. 北京爱之行研究所，《北京市跨性务者现状调查报告》，2008 年。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3304f20100udyh.html。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EDAW/Shared%20Documents/CHN/INT_CEDAW_NGO_CHN_16577_E.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49. 马铁成，《中国男性性工作者的流动和艾滋病预防》。Ma Tiecheng. “A Research on the Situation of Transgender Sex Workers 
in North East China” [ 中国东北地区跨性别性工作者现状调查 ].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he Second Sex/Gender New Political Situation Workshop. September 11-1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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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俊颜工作组 2013 年对天津市 50名跨性别女性进行了定量调查，80%
的人性别认同为女性，其中从事性工作和演艺的占 40%。56%的被访者感觉
生活压力很大。调查对象有 9名已婚者，其中 7人表示接受这段婚姻是为了
父母和家庭，这 9名已婚者均表示想结束这段婚姻。50

此外也有一些针对 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人
群状况的调研。如 2013 年一项对 2161

名 LGBT 人士的调查显示，48%的受访者在职场中对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
认同完全保密，38.5%的被访者表示因为其性倾向或性别认同遭受过职场歧
视和不公平待遇。51 另外，2012 年一项 421 名在校学生参与的在线调查，其
中1.4％为跨性别。77%的受访者遭遇过基于性取向52或性别认同的校园欺凌，
这其中 59% 的被访者认为欺凌对学业产生了负面影响。53 

50. 天津俊颜工作组，《天津市跨性别人群健康需求调查》，2013 年 8 月。

51.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中国性少数群体职场环境在线调查报告》。2013 年 5 月。http://www.aibai.com/ebook/library/ebook_
aibai/download/2013/8/16/online_survey_report_on_the_work_environment_for_chinas_lgbt_community_en.pdf （ 访 问 日 期：

2014 年 9 月 19 日）。

52. 指一个人在性和情感上受到同性、异性，或者两者的吸引。

53.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在线问卷调查报告》。2012 年 5 月。http://www.aibai.com/ebook/
library/ebook_aibai/download/2012/11/8/Report%20of%20the%20Online%20Survey%20on%20Homophobia%20and%20Trans-
phobia%20Bully(1).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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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较厚重的伦理和道德观念。由儒家文化衍生
而建立的父权制社会，强调三纲五常，要求个人不能逾越规矩和打破常规。
同时，中国有极强的重男轻女观念，男性被认为优于女性。 

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
经》）， “身有伤，贻亲忧”（《弟子规》），强调的就是一个人的身体所有，
均受父母所赐，要爱护和珍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伤。 而改变性别和面貌，
则是有反伦理纲常的做法，也是对父母极大的不孝和不敬。

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保守而禁锢，但性别二元的观念并不是牢不可破的。
54 有观点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性别建构较模糊，更具跨性别的空间。
55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多元，跨性别的存在和论述并不鲜见。中国古代的
史籍、文人笔记和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对变性人的记载，尤以汉代、魏晋和明
清时期为多。56 在这些文本中，人们发生变性的原因主要有：遭遇突发事情
而变性，大病之后变性，和因
孝亲行善的阴德果报而变性等。
57

中国男尊女卑，以农耕为
主，男性是主要劳动力。因此，
在这些文本中，男变女被认为
是一种羞耻之事。而女变男，
则被认为是家庭的幸事，因为
男子社会地位更高，对于家庭
也增加了一个劳动力。58

54.女同学社，《中国传统文化》。《通色.通性——性倾向及性别身份认同通识教材》。http://leslovestudy.com/liberal-studies/concept04.shtml 。（访

问时间：2014 年 9 月 20 日）。

55. 女同学社，中国传统文化。《通色 .通性——性倾向及性别身份认同通识教材》。http://leslovestudy.com/liberal-studies/concept04.shtml 。（访

问时间：2014 年 9 月 20 日）。

56. 梁明玉、徐祝林，《浅探明清文学中变性人现象与文化的关系》。《时代文学》2012 年 2 月上半月刊：183-184。

57. 梁明玉，《论古代文学中的变性人现象与文化》。《内江示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7 卷第 3期 :37-40。

5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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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性教育非常薄弱，并且时常不被纳入主流的课程体系中。现有的
性教育中，重点往往放在节欲和婚前守贞上，很少提及性健康，也缺乏性倾
向多元、性别多元、性别平等的视角。59 这使得人们对性少数群体的了解非
常有限，也无助于减少对这些群体的污名和歧视。

2011 年一项针对重庆和成都地区 5 所大学
1762 名大学生 LGBT 态度和影响因素的调查显
示，16.8% 的被调查者认为跨性别是可以接受
的，12.6％认为可以接受与跨性别者谈恋爱。
在这些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性别认同与生理
性别不一致的占 4.2%。调查认为，大学生中存
在 LGBT 人群，但大学生对其普遍抱以消极和
保守的态度。60

近年来，社会逐渐开放，网络和电视媒体
的普及，使跨性别人士更多地进入公众的视野。
中国最知名的变性人为现代舞蹈家金星，她于
1995年接受变性手术成为女性。从2010年起，
金星担任了一些电视节目的评委，因其犀利、
坦率的风格而广受关注。2011 年，金星缺席某
节目总决赛，称广电总局因为其变性人的身份
而对其进行封杀。61 一些网友表达了对金星的
支持，认为变性并不等于变态，个人取向应该
得到尊重。62 

一些选秀节目推动了性别多元化的讨论。2005 年，《超级女声》63 冠军
李宇春以其中性风格广受欢迎，有学者称其为跨性别主义的胜利。642010年，
《快乐男声》65 的选秀中出现了由男性反串女性、举止妖娆的选手刘著。在
舞台上魅力四射、颇受欢迎的他最后未能进入决赛。据称是因为广电总局下
令不能选不男不女的选手。66 更有内部人士称如果刘著想要进入总决赛，必
须做好三件事：一是学会穿裤子、穿男人装，男人打扮不能烟熏涂脂；二是
不能有任何“娘”的举止行为，不能公开暴露性取向；三是要获得大众七成
以上的正面支持。67

5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国际发展署，《“亚洲同志项目”中国国别报告 》。2014 年，曼谷。 http://www.usaid.gov/sites/
default/files/documents/1861/Being%20LGBT%20in%20Asia%20China%20Country%20Report-Eng.pdf （访问日期：2014年9月20日）。

60. 张沛超，迟新丽等，《大学生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认知调查》。《中国公共卫生》2012 年 7 月第 28 卷第 7 期：921-

923。

61. 赵 丹 丹 ，《 金 星 称 因 变 性 遭“ 下 课”： 这 是 赤 裸 裸 的 龌 龊》。CRI 国 际 在 线，2011 年 9 月 22 日。http://gb.cri.
cn/27564/2011/09/22/108s3380864.htm （访问日期：2014 年 9 月 20 日）。

62. 周霄，《广电总局禁变性艺人金星上节目 微博怒称 " 性别歧视 "》。 搜狐娱乐，2011 年 9 月 22 日。http://news.shm.com.
cn/2011-09/22/content_3587056.htm。（访问日期：2014 年 9 月 21 日）。

63. 中国湖南卫视举办的针对女性的大众歌手选秀赛。是中国大大陆颇受欢迎的娱乐节目之一。

64. 成瑶，《试析我国青少年跨性别现象：性别图示的视角》。《浙江教育科学》，2010 年 06 期：18-20。

65. 中国湖南卫视举办的歌手选秀大赛，参赛者必须是成年男性。

66. 黄荣，《媒介视域下“伪娘”的民间记忆——性别操演与身心矛盾》。《昌吉学院学报》，201 年第 6期：7-10。

67. 潘宣，《快乐男声刘著遭淘汰，圈内人士称广电总局有指示》。搜狐新闻网，2010 年 5 月 23 日。http://news.sohu.
com/20100523/n272291096.shtml。（访问日期：2014 年 9 月 20 日）。

“2011 年一项针对
重庆和成都地区 5 所大
学 1762 名大学生 LGBT
态度和影响因素的调查
显示，16.8% 的被调查者
认为跨性别是可以接受
的。61

西南大学学生向在
校学生随机发放 500 份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
学生对“伪娘”的忍耐
与宽容只限于这个事情
不能发生在自己和亲近
的人身上，如果逾越了
这个界限，便不会接受
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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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遭受官方的禁止相反，刘著并没有遭受到大众和媒体的过分责难，反
而是屡次打断刘著唱歌的评委安妮玫瑰受到了一致的谴责。有人认为这是社
会对“男扮女装”现象的包容和接受。68 而通过刘著这一事件，加上媒体的
推广，“伪娘”这一概念为民众所熟知，也让这样一个易装的群体可以浮现
出来。69

但在 2011 年，西南大学学生通讯社调研部向在校学生随机发放 500 份调
查问卷，当被问到“愿意接受自己的另一半是伪娘吗”或“如果有条件，愿
意成为伪娘”的问题时，多数学生选择“不会”。大学生对“伪娘”的忍耐
与宽容只限于这个事情不能发生在自己和亲近的人身上，如果逾越了这个界
限，便不会接受了。70 另有第三方就“伪娘“现象在多个网络论坛进行调查。
58%的参与网友认为“伪娘“现象反映了病态的扭曲的价值观，52%的网友
认为这一现象会误导青少年价值观，44%的网友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鄙视。71

68.豆瓣读书，《性别易装”的伪娘：从张国荣到刘著》。 http://book.douban.com/review/3275191/。（访问日期：2014年9月20日）。

69. 黄荣，《媒介视域下“伪娘”的民间记忆——性别操演与身心矛盾》。《昌吉学院学报》，201 年第 6期。

70. 高庆，《被集体围观的小众：“伪娘”的个性表达与社会纠结》。《中国青年研究》，2012 年 9 月：79-84。

71. 黄荣，《媒介视域下“伪娘”的民间记忆——性别操演与身心矛盾》。《昌吉学院学报》，2011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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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 年，北京。p1460［妖］。

73. 詹莎莎，《“人妖”一词以及汉语课堂上的“人妖学生们”》。《语文学刊》，2012 年 4 月 :31-32。

74. 王伟思，《网络雷词伪娘考》。《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 年第 9期，总第 105 期 :45-46。

本土语言和称谓

跨性别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西方的跨性别权利运动推动这个领域用
词的发展。在中文世界中，公众和跨性别社区都有使用一些本土的语言和舶
来词来称呼跨性别这一多样化的群体。

变性人：指接受了性别重建手术，性别认同为男或女的人。该词多为中性，
不带有贬义。

人妖：在现代，人妖一词有多重含义。由于泰国的跨性别女性（Kathoey）
为国内民众所熟知，“人妖”在很多时候专指泰国从事歌舞表演的男跨女。
逐渐地，人妖也泛指女性化装扮的男性，其性别认同一般为女性。在一些情
况下，人妖也用来特指则指生理上为男性，但是通过使用激素或进行手术而
拥有女性化胸部和外表、保有男性器官，身体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人。“妖”
在中文里有妖怪的意思（即神话和传说中形状奇怪可怕、有妖术、会害人的
精灵），也有媚、迷惑人的意思。72 该词展现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这一群体的
不认同感。73 

伪娘：该词来源于日本动漫游戏届 (ACG，即 Anime, Comics, Games)，指男
扮女装的男性角色。742010 年，一档唱歌选秀电视节目《快乐男声》的海选
中出现了男扮女装的选手，“伪娘”一词进入中国大陆，顿时红遍整个网络。
从词义上看，“伪”为虚假之义，“娘”指女性。“伪娘”指那些外表、着
装和举止酷似女性，生理为男性的人，其性别认同不一定为女性。

TS：为英文 transsexual 的简写。为跨性别社区人群用于对自己的称呼，指性
别认同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不一致的人，而且至少在身体上做出了一些改变，
以与自己所认同的性别接近，如隆胸。该词在跨性别人群中的使用，源于社
区需要一个中性的、不带歧视含义的词来称谓自己。而“人妖”一词过于直
白，并且带有侮辱性。使用英文简称，也有一定的隐蔽性，如果是熟知这一
群体的人，就会明白其含义，否则不会不明所以，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定的掩
饰和保护。

CD ：为英文 cross dresser的简称，指穿着另一性别服饰的行为和人群。与“TS”
类似，这也是在跨性别社区中使用的中性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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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调查发现

2014 年，亚洲促进会、北京佐佑中心和上海心生设计并开展本次调研。
调研主要关注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工作条件以及获得服务的情
况。我们总共采访了 70 名性工作者，其中北京 35 人，上海 35 人。

被访者的年龄总体上比较年轻，25-30 岁有 39 人（占 55.71%）。大部
分被访者来自外省，只有两人来自当地。 被访者中有 10人已婚，3人离异。
文化程度为高中的占大多数（57.14%）。他们出生时的性别均为男性，完
成变性手术（男变女）的有 2 人，有 30 人（42.86%）进行了隆胸。性别认
同为女性的有 30 人（42.86%），有 17 人（24.29%）计划变性。被访者的
具体情况请参看附录 1。

性别认同

有 65.71%（46 人）的被访者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性别相异，其中
42.86％（30 人）认同为女性，22.86%（16 人）认同为第三性别。在我们
的访谈中，有一些被访者很确定地认为自己是女性，认为作为女性“更贴近
自己的内心世界”75。尽管面临来自社会的压力和歧视，这些跨性别女性的
日常行为和心理感受都符合自己所认同的性别。

雪儿来自安徽农村：“我很小的时候就从心理上就把自己当作女孩。因
为家里是农村么，很封建，不是那么认可。在老家时候都穿男孩子衣服，出
来以后才开始女性打扮。76

由于无法获得有关跨性别的信息，婷婷，一名 24岁的跨性别性工作者，
在很长时间内认为自己是同性恋：“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想法，总想穿女装，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从小就喜欢男孩子，但是我一直以为我是
同性恋，直到我接触到这行，了解什么是跨性别，我终于明白了， 我知道
我不是同性恋。”77

而艳艳的青春期则在困惑和压抑中度过，她不敢告诉任何人自己心底的
想法：“从初中的时候我就感觉怎么我和其他男孩不一样。我总觉得我是女
的，生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当时就无比困惑，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的，是不
是全世界就我自己一个人。我感得很压抑，也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
父母、朋友、同学、老师……直到上高中的时候，偶然翻到一本杂志，说北

75. 采访娇娇，上海，2014 年 6 月 13 日。

76. 采访雪儿，上海，2014 年 7 月 19 日。

77. 采访婷婷，上海，2014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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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陈焕然医生做了中国的第一例变性手术。我终于知道，世界上不光是我
自己，还有其他人，我没那么孤独。”78

性别认同与性取向是相区别开来的，跨性别者可能是同性恋、异性恋或
双性恋等。芸儿描述自己是以女性的身份去喜欢女性：“我就认为，我自己
也喜欢女人，但是我更想让我自己是个女人。我以前有跟男性接触，但是我
不跟他们发生关系的。就算是变性了，我还是喜欢女的，但是我更想自己就
是个女的。”79

尽管有 42.86％的人性别认同为女性，但只有 24.29% 的人计划变性。
昂贵的手术费用、社会歧视和来自家庭的压力都是他们考虑的因素。飞飞说: 
“从来没有想过做变性，太难了。我只想下辈子投胎做个女人。”80

而那些性别认同并非为女性的被访者，以女性的装扮示人，也有不同的
动机。小周就觉得以女装身份接触异性恋男士比较刺激：“异装我是去年六
月开始的。我原来一直是男装，同性恋嘛。我玩了很多年了，我想玩正常的
男人，我觉得会比较刺激。他们都说，你去化妆，你的脸化出来肯定很好看。
我化了一下，是蛮好看的。然后出去也有挺多男人勾引我，因为我觉得这条
路还是蛮走对的。”81

而成成则非常清楚自己的性倾向，但他迫于社会压力结婚，易装从事性
工作也是因为经济原因：“我肯定我自己是个同志。我结婚啦，生活压力比
较大，我只是晚上化女装赚钱，白天我不能像女人一样。”82

但主流的性别二元模式并不能套在所有人身上。对于来自东北的小玉来
说，异装的原因很复杂：“我是这么想的，有很多原因，如果我是说我做同
志的时候，也能找一个很有钱或者我很喜欢的男人，我也不会来做（指异装）。
但是在同志里面找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因为我喜欢很直男的那种，所
以化妆后能遇到很多自己喜欢的男人。而且化妆后觉得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女
人，然后就会有很多男人会照顾你。”83

小玉隆了胸，原因之一就是想对另一种性别进行探索：“我做胸，一是
为了赚钱，二是想尝试做女人是什么感觉。因为同志嘛，百分之八九十都有
女人的心态。如果是要变性，那不可能，因为变性是终身的事情，伤身体。
（做胸）这个东西可以恢复，就是想要个感受的过程 。”84

78. 采访艳艳，上海，2014 年 6 月 16 日。

79. 采访芸儿，上海，2014 年 4 月 10 日。

80. 采访飞飞，北京，2014 年 4 月 20 日。

81. 采访周新宇，上海，2014 年 3 月 4 日。

82. 采访成成，上海，2014 年 4 月 7 日。

83. 采访小玉，上海，2014 年 4 月 14 日。

8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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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关系 

跨性别与性工作的双重禁忌，使得大部分
被访者选择不对家庭公开自己的身份和职业。
97.14% 的被访者选择离开家乡，离开乡土中
的熟人社会，在一个观念相对开放、全部都是
陌生人的大城市打拼。在这里他们可以不用顾
忌家庭的反对，以自己的方式来生活。

夏雨来自安徽，在北京从事性工作。她隆
了胸，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与家里疏淡了联系：“我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我
就说工作太忙了，时间抽不开。他们要来看我，我就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
陪你们。”85

女性化的穿着打扮、长发，以及隆起的胸部，都是回家的时候要尽量隐
藏的。彬彬的方法非常具有代表性：“回家的时候很不方便。不能化妆。我
要把头发扎起来，然后戴个帽子。胸我没敢做大，稍微小点，怕穿衣服发现。
到时候稍微一勒，穿宽大的衣服就好了。”86

安娜来自湖南，她因为要回家，不得不把
胸取了出来：“我以前有胸的，我太想把自己
变成女人了，想性感一点，当时胸做得还挺大。
但是有一年要回家，家里人一定要我回去。我
没办法，把胸取出来了。做了几年胸但是又把
胸取出来了，真是遭罪。”87

但就算回家，也是来去匆匆。春节本来应
当是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但为了避开人多，雪儿选择不在那时回去：“我每
次回家都只是呆个一天半天的，像躲猫猫一样。基本上我邻居见到我很少的，
因为我通常错开，过年时候不回家。家里除了老人小孩，邻居碰到很少的，
没有这个机会。88

也有一些家庭能够接受并且了解这些情况，但同时仍然要承受周围人的
压力。小萌认同为女性，平时也穿着女装，她对家里是公开的：“我妈知道
我的情况。回家只是看爸妈或是亲近一点的亲人就这样去了（即穿女装留长
发）。远一点就不行了（指亲戚和邻居）。因为毕竟被别人看到会说家里人，
怕家里人难堪。我也要考虑爸妈的感受。”89

85. 采访夏雨，北京，2014 年 5 月 27 日。

86. 采访彬彬，北京，2014 年 4 月 13 日。 

87. 采访安娜，上海，2014 年 5 月 23 日。

88. 采访雪儿，上海，2014 年 7 月 19 日。

89. 采访小萌，北京，2014 年 4 月 29 日。 

97.14% 的被访者选择

离开家乡，离开乡土中的

熟人社会，在一个观念相

对开放、全部都是陌生人

的大城市打拼。

“在中国的文化中，

个人并非是单独的个人，

而是家庭宗族网络中的一

分子。个人的行为如果与

社会伦理不符，会使整个

家族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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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婚成家，延续血脉，是社会对一个
成年男子和女子的期待。这些跨性别者面临着婚姻的压力。金飞来自山东，
她一回家就被迫相亲：“家人知道我做是做这个演员的，但是不知道我是这
样人（即跨性别）。因为老家是农村，老是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挑三挑四，
挑人家毛病。我一回家就让我相亲，相亲我就挑人家毛病。我不敢跟家里说，
我因为家里都是农村么，哥哥姐姐没文化，不理解。他们总感觉要我结婚生
个小孩，传宗接代。他们观念和我们不一样，我也不能和他们说，说了也不
懂。”90 

在中国的文化中，个人并非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家庭宗族网络中的一分
子。个人的行为如果与社会伦理不符，会使整个家族蒙羞。小狐狸常年在上
海：“我和家里不怎么来往的。有时候一年偶尔打个电话。因为长期在外面，
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跟家里人不一样，所以说话就很不投机的。我的身份他们
不知道，也不想让他们知道。如果你让他们知道的话，你在家里的那种地位
啊，还有你说话的分量，就会越来越低。要是知道你做了胸的话，就会特别
看不起你，而且感觉是整个家庭都丢面子。”91

社会歧视

跨性别人士在生活各方面都可能面临歧
视，这些歧视可能来自朋友、家人和雇主等。
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歧视行为可能已经违反了
法律，但跨性别人士由于担心造成进一步的伤
害，很可能会选择沉默。在中国，《就业促进法》
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92 国际男同性恋和女同
性恋人权委员会最近出版了一份报告，主要关
于亚洲地区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面临
的暴力问题。报告称“针对跨性别人士的歧视
不总是，或者不只是针对性别身份的，常常也
针对其他身份特征，如从事性工作。很多跨性
别人士需要对自己的身份或职业严格保密，遇到暴力和权利侵害时无法向警
察报告，这导致他们非常脆弱，可能遭受进一步的歧视或虐待。”93

接受我们采访的跨性别性工作者声称面临广泛的言语侮辱、排斥以及歧
视，这使得他们的工作、教育和社会活动机会非常有限。他们尽量减少与外
界的接触，不愿意参与公共生活，被孤立和隔离起来。

90. 采访金飞，上海，2014 年 7 月 15 日。

91. 采访小狐狸，上海，2014 年 5 月 27 日。

92.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业促进法》，2007年8月30日，第三条：“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93.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Violence through the lens of lesbians, bisexual women and trans people in 
Asia,” May, 2014. http://iglhrc.org/sites/iglhrc.org/files/LBT_ForUpload0614.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2 月 9 日）。

“跨性别人士在生活

各方面都可能面临歧视，

这些歧视可能来自朋友、

家人和雇主等。在一些情

况下，这些歧视行为可能

已经违反了法律，但跨性

别人士由于担心造成进一

步的伤害，而选择息事宁

人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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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小东北告诉我们：“我和朋友去唱歌，存包，然后边上两个小
女孩大声说你看人妖。旁边的人都转过来看我，好像我是什么怪物。就这样，
我都受够了。94 杨州来自大连，隆了胸。她表示出门经常被认出，因此“没
坐过公交车，没坐过地铁，害怕啊”。95

甜甜平时在家里穿着女装，但出门就会选择男装：“我日常生活出去的
话穿男装，化妆了（指穿女装）就不方便 ，很少出门。多不自在啊。好多
异样的眼光看着你能好受吗？不得劲。白天很少出门，出去办事都男装 。”96

而小东北也会“一买就买好几天的菜，这样就不用经常出门。”97 

他们担心的不只是来自公众的偏见。小白称：“我都会比较晚出去，因
为早出门在楼道里的话可能会碰到阿姨。凌晨他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就回来。
之前的时候因为这个不方便，所以换了一个地方。化了女装晚上出去也不是
很方便，我尽量少和邻居打招呼。”98

海马一样小心翼翼，但还是被邻居发现之后逐出租住地：“我在原来那
个地方住了半年。每天不到晚上九、十点我都不出门。有一个礼拜我是晚上
7点半就走了，然后被邻居都发现了。邻居说我男扮女装，把我举报到居委会。
然后居委会带着警察来查暂住证，房东就不让我住了。”99 

而伊美娜则因在公园招揽客人被邻居发现：
“我住在那个小区，每天都化妆出去，告诉别
人去我是演出去了。但是在公园找客人被邻居
看到，就通知我们房东，房东就把我撵出来了。” 
100

雪儿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公众的歧视：“经
常会有别人异样的眼光和嘲笑。开始的时候我
会不习惯。现在我觉得我是为自己活着，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的心理
承受能力已经比原来强很多。如果别人只是盯着我看、笑话我，我不会反击。
但如果是女性用语言攻击我，我会站在她面前，把胸挺起来，摸摸腿，扭扭
腰，然后就看着她，很妩媚地笑一下。大部分女的都会惭愧地低下头。不是
每个女孩子都有我这样好的身材，我应该自信，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短处比她
的长处。这是我的想法。就算你是真的女孩子，你看不起我，但你没我这么
漂亮这么自信。这就是我应对的方法，我也不需要跟他们骂。”101  

94. 采访小东北，北京，2014 年 4 月 28 日。

95. 采访杨州，北京，2013 年 6 月 3 日。

96. 采访甜甜，北京，2014 年 5 月 23 日。

97. 采访小东北，北京，2014 年 4 月 28 日。

98. 采访小白，北京，2014 年 3 月 25 日。

99. 采访海马，北京，2014 年 3 月 21 日。

100. 采访伊美娜，上海，2014 年 4 月 29 日。

101. 采访雪儿，上海，2014 年 7 月 19 日。

“跨性别者也在学校

和工作场所面临歧视。教

育体系中性别教育的缺乏

以及歧视，使得跨性别者

无法专心学业，而且背负

着沉重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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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者也在学校和工作场所面临歧视。教育体系中性别教育的缺乏以
及歧视，使得跨性别者无法专心学业，而且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小梅来
自上海，她目前持有专科学历。她说：“如果我当时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如果没有周围的那些批评和嘲笑。我就不会那么早离开学校，就能有个好点
的学历。我现在是学历不高工资不高。”102

维拉在学校时也有类似的经历，并且进一步延伸到工作场所。她从湖北
来到上海，频繁更换工作：“不管什么工作，都没办法接受我穿这个（指女装）。
我那时候也不太会打扮，可能给人的感觉很奇怪。就是感觉太压抑了。差不
多换了六七个工作了吧，终于在一家同志会所找到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103

她最后进入了性行业。

在一个非男即女、泾渭分明的社会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性别，则其社会
空间将非常有限。在我们采访的70名被访者中，只有两人完成了变性手术，
但有 30 人进行了隆胸手术。对于这些没有完成变性手术，身体处于男性和
女性之间的人，无论是获得公共服务还是法律权利，都面临着极大的限制。

虽然生为男性，但小玉认为自己是女性，并且已经隆胸多年。她说：“最
不方便就是去洗澡，只能在家里洗。我们北方都喜欢去公共浴室，有人帮你
搓背挺干净的。但我男不男女不女的，经常不知道能不能进去。我有时候就
是稍微晚一点人少的时候去男浴室，但是老板就会把我拉出来，说你这个样
子，会把其他的客人吓坏的。因为我长头发，还有胸。”104

中国没有无性别厕所，而且一些城市的公共厕所老旧，很难保证隐私。
小狐狸出门一般都穿女装：“有时候在外面上个厕所心理负担都会很重。比
如说我内急的话去上个厕所，那个路上的公共厕所里面不是单间的厕所，是坑，
是没有门的。我穿着女装，不可能去男厕所。但我们毕竟和女人还是不一样的，
就算我用包挡住，万一人家看出来，肯定会说你个流氓，会打你的。” 105

中国规定只有完成变性手术才能修改身份证件上的性别。但对于那些性
别认同为女性、没有完成变性手术、 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以女性生活的跨性
别人士，其身份证件上的性别与照片仍然为男性，给日常生活造成了诸多障
碍。

首当其冲的就是租房。小东北的方法就是就是把女性的装扮隐藏起：“租
这个房子的时候头发还没有太长呢。然后把头盘起来，戴个帽子，就好多了。
而且租房子不能在夏天租，要在冬天租，那就可以戴帽子穿厚衣服。就是这
样租房子。”106 但艳艳就没有这么幸运，她遇到过三次，房东都准备和她

102. 采访小梅，上海，2014 年 6 月 4 日。

103. 采访维拉，上海，2014 年 8 月 15 日。

104. 采访小玉，北京，2014 年 4 月 14 日。

105. 采访小狐狸，上海，2014 年 5 月 27 日。

106. 采访小东北，北京，2014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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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合同了，但是看到她身份证上是男性，就不租给她了。107 而其被访者，
则选择由朋友帮忙租房，或者通过中介租房，来避免麻烦。108

小周用着一张假的身份证，上面是一张清秀的女性照片。尽管知道这么
做是非法的，但生存的需要使她铤而走险。109 更多的人，是过着双重生活。
平时穿女装，需要使用身份证件的时候，就穿男装。

小碟来自河南，她只隆胸，没有完成变性手术：“困难是有的，比如住酒店、
办银行卡，办一些其他的证件之类就很麻烦。就是身份证和外表不符嘛。另
外还有办银行卡，他们要本人过来，我就是本人，他们不相信就算了。不做
手术就不能换身份证，身份证换不了我能怎么办。 110

娇娇有次出差找不到地方住，因为宾馆看到她的外貌和身份证上的不一
致，拒绝给她办理入住。111 

而坐火车和飞机，跨性别者也常常面临长时间的盘查。苏曦在做性工作
的同时也从事演艺：“有一次我去外地演出，我是化了妆的，但是到了机场
不让我登机，非说这身份证不是我的。然后就验吧，验完之后是我本人，但
飞机没赶上，演出没去成。” 112

性工作的开展方式

接受调查的 70 名被访者都是以女性装扮和女性身份从事性工作的。他
们都是自营的性工作者，没有老板或者皮条客，其中 7 人也在酒吧或者俱乐
部从事演艺工作。70 名被访者中有 64 人是全职从事性工作，6 人是兼职。
兼职者均在白天有全职的工作，在晚上从事性工作来作为收入的补充。

北京的跨性别性工作主要通过手机和网络来寻找客人，工作场所主要是
家里和宾馆。而上海则以站街为主。

北京和上海两地的被访者在文化程度上有差异，这可能是两地性工作者
工作方式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上海被访者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这限制了
他们使用手机和网络的能力。这种差异很可能是由于北京佐佑中心和上海心
生所服务的人群不相同，而不代表这两个城市跨性别性工作者的差别。

107. 采访艳艳，上海，2014 年 6 月 16 日。

108. 采访艳艳，2014 年 6 月 16 日；采访小邵，2014 年 4 月 30 日；采访飞飞，2014 年 4 月 20 日；采访田羽瑶，2014 年 4 月

12；采访明明，2014 年 4 月 25 日。

109. 采访小周，北京，2014 年 4 月 29 日。

110. 采访小碟，上海，2014 年 5 月 17 日。

111. 采访娇娇，北京，2014 年 6 月 1 日。

112. 采访苏曦，北京，201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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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注意到，两地的政策环境也不太一样，也可能是导致性工作方式
差异的原因。北京严厉扫黄，使得站街风险很高。上海虽然也打击，但力度
相对较小，被访者称上海的警察对性工作者较宽容。113

北京

在北京，接受访问的跨性别性工作者主要在家里或宾馆开展性工作，也
有一些到酒吧或者站街。

中国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以及智能手机
的广泛使用，冲击了传统的性行业模式。2012
年，中国移动即时通信服务市场用户规模达到
了 9.43 亿，微信、陌陌等即时通讯产品受到
用户的热捧。114

几乎所有北京的被访者都使用网络或手机
来寻找客人，包括网站、论坛、微博和手机即
时通讯软件等。他们通过在网站、论坛和微博
上经营网页、发布帖子，来寻找感兴趣的客人。

而手机上的社交应用软件，具有基于地理位置发现周围的人并相互联系的功
能，能够帮助性工作者能够更加便捷地找到客人。

小周 16岁就开始从事性工作，她说：“我的微信里面就有我的照片啊。
对方看呗，如果需要的话我再给他们发其他的照片。谈妥了就做。”115 小
东北频繁使用手机寻找周围可能的客人：“每天 24 小时，得有 20 小时都在
用手机找客人。就是你走到哪，就用手机刷新一下，看看周围都有什么人。
看到这些人，他不认识你，但是你都已经能记住他了。”116

这种方式使性工作者在选择客人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不同的网络平台
面向不同的客户群，性工作者能够更加方便地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客人。如一
些论坛专门针对对变装感兴趣的人士，在那里性工作者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跨
性别身份。

网络和手机的方式也使性工作者能够避免一些风险。性工作者可以在决
定接待该客人之前通过聊天对其进行了解。性工作者比以往掌握了更多主动
权，可以拒绝不喜欢或可疑的客人。小东北就拒绝了一个在她看来可能是钓
鱼的客人：“有个客人在微信上加了我，我没有看到，都第三天了我才加他。

113. 采访丽丽，上海，2014 年 7 月 28 日；采访婷婷，上海，2014 年 4 月 29 日；采访豆豆，上海，2014 年 3 月 21 日。

114. 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编，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3 年 7 月。http://www.isc.org.cn/
download/2013report.pdf。（访问日期：2014 年 9 月 19 日）。

115. 采访小周，北京，2014 年 4 月 29 日。 

116. 采访小东北，北京，2014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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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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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他后就聊了下，后来他说给我打电话。我一看，我的三个手机他都打了。
我就没敢接，肯定是钓鱼的。我有三个号码，他怎么知道的呢？ 没有客人
知道我的所有号码。”

但网络和手机的便利性也招致了麻烦。一
些软件被称为“约炮神器”117，新华网称为
“荷尔蒙式社交”，是“色情交易重灾地”。
1182014 年 4 月至 11 月，全国“扫黄打非”工
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在全国统一开展打击网上
淫秽色情信息的“扫黄打非 • 净网 2014”专
项行动。119 全国七大移动即时通信商表示积极
相应，并着手开始清理整顿工作。120 到当年 6 月下旬，全国累计处理、关
闭淫秽色情网站 1222 家，移动通信工具专项治理行动累计关闭涉招嫖等各
类账号 2000 余万个。121

这些行动直接对性工作者产生了影响。小王表示他常用的手机软件账号
被人举报。122 敏宝也已经放弃使用手机软件，因为“稍微说点敏感话题他
就把你的号给封了”。123 小东北说：“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了。网络不好用，
我们的生意都是受局势影响的，现在都没钱赚了。”124

北京的严厉的扫黄使性工作者异常小心谨慎，他们更愿意让客人来家里，
而不是去宾馆。他们认为这样更安全。小花从事性工作有4年的时间，她说：
“刚开始的时候去外面比较多。经验都是摸索出来的，我现在在家里比较多。
五星酒店会考虑，现在扫黄什么的比较严重，小酒店快捷酒店是不会去的。”125

上官月来北京两年多：“那些小的快捷酒店，有钓鱼的。警察可能找些人，
然后冒充客人让你去，然后你过去了，把你抓起来，所以我一般不去快捷酒
店，太危险。”126

上海

和北京不同，上海的被访者主要以站街为主，使用手机通讯软件寻找客
人只是一种辅助方式。也有一些被访者同时在酒吧等娱乐场所寻找客人。

117.Nicola Davison，《陌陌暴露中国人性观念与年代区分》（Momo, the Chinese app that exposes sex and generational divides）。《卫

报》，2014 年 8 月 15 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451975/419835。（访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 日）。

118. 刘林，《陌陌“荷尔蒙式社交”成色情交易重灾地》。新华网，2014 年 4 月 16 日。

119. 高福生，《“扫黄打非 • 净网 2014”要多管齐下》。四川新闻网，2014 年 4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
legal/2014-04/15/c_126391689.htm。（访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 日）。

120. 白阳，《全国七大移动即时通信商启动整顿措施响应移动互联网治理专项行动》。新华网。2014 年 5 月 30 日。http://news.
xinhuanet.com/legal/2014-05/30/c_1110927841.htm。（访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 日）。

121. 张洋，《净网行动处理淫秽色情网站 1222 家》。《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23 日。http://news.china.com.cn/2014-06/23/
content_32740564.htm。（访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 日）。

122. 采访王立涛，北京，2014 年 6 月 4 日。

123. 采访敏宝，上海，2014 年 6 月 2 日。

124. 采访小东北，北京，2014 年 4 月 28 日。

125. 采访小花，北京，2014 年 4 月 15 日。

126. 采访上官月，北京，2014 年 5 月 25 日。

“到当年 6 月下旬，

全国累计处理、关闭淫秽

色情网站 1222 家，移动

通信工具专项治理行动累

计关闭涉招嫖等各类账号

2000 余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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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被访者的工作场所主要为街道、公园、广场等，与女性工作者
站街的场所相同。丽丽告诉我们：“我主要是在公园这边。公园里卖的都是
姐妹。现在真的女的、假的女的，都浑在一起卖。”127 刘小庆从事性工作
十几年，变装 4 年 , 较低的文化水平使他无法使用网络：“我平时都在公园
里找（客人）。我不识字，哪能上网。”128 

服务的对象也和女性性工作者的客人类似，主要是建筑工地的农民工，
或者是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一些有性需求的本地人。站街的性工作者一般不
把客人带回住处。小凯已婚，从事性工作来支持家庭。他说：“我和客人都
是在外面的，基本不带回家。129这些服务在户外的场所进行，如公园的树林里。 
伊美娜已经易装六年，白天从事销售工作，晚上到公园揽客：“我们在公园
里也不脱衣服，一次五十块钱。不像带回家要脱衣服洗澡什么的。”130

站街服务时间较短，价格也相应较低，每次服务价格一般为50-100元，
主要靠的是人流量多。丽丽来自安徽，来上海两年了：“天热的话一晚上有
10 － 20 个客人。现在正常一天晚上 7-8 个。”131 

站街的时间大部分是晚上。一般晚上七八点钟开始，十一二点回去。也
有些性工作者更晚一些，11点开始，到凌晨4点。性工作者会几个人一起站街。
婷婷就固定和七八个跨性别姐妹一起工作。132 

站街的服务方式主要是手淫、口交和插入
性的性行为。接受访谈的性工作者表示他们需
要避免让客人发现自己不是女性。小凯说：“我
一般都是假做，很少被发现，用手夹住就是了，
就是油多一点就好。”133。洋洋称这取决于价钱：
“做那种大活很少的（指插入性性行为），我
一般就是帮别人口交啊打飞机啊。就是别人要
插或干嘛，要看钱的，钱多的话可以的，钱少
的话就不会。”134

也有性工作者会把客人带回家或者去宾
馆，但价格则要比站街要高。 小红来自江西，

今年刚开始穿女装：“要去宾馆的话价格就高了，一般五六百。再高的也有。”135

上海的跨性别者多选择站街，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他们以女性的身份
从事性工作， 找站街性工作者的客人一般比较需求比较急，服务时间短，

127. 采访丽丽，上海，2014 年 7 月 28 日。

128. 采访刘小庆，上海，2014 年。

129. 采访小凯，上海，2014 年 6 月 15 日。

130. 采访伊美娜，上海，2014 年 4 月 29 日。

131. 采访丽丽，上海，2014 年 7 月 28 日。

132. 采访婷婷，上海，2014 年 4 月 29 日。

133. 采访小凯，上海，2014 年 6 月 15 日。

134. 采访洋洋，上海，2014 年 3 月 24 日。

135. 采访小红，上海，2014 年 4 月 24 日。

“在接受调查的 70 名

被访者中，有53人（76%）

原来是以男性的身份从事

性工作，为男同性恋人群

提供性服务。而以女性身

份从事性工作后，其顾客

群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被

访者表示，其顾客绝大多

数为异性恋男士，寻求女

性性工作者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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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避免很亲密的接触。张亮称不使用网络找客人的原因，是不想有真正的
性行为：“网上找的都是大活的（指插入），知道身份要真枪实干的。”136 

丽丽则认为跨性别性工作者不再是新鲜事物，客源变少：“现在网上生
意多惨。他们要价 200，谁做啊。现在因为（跨性别）太多了，无所谓了。
以前少觉得好奇，生意就好。现在生意不好做。还是站街量多一些。”137

但这些性工作者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于飞说：“我们每次去公园都要
经过一条街上，街上有很多小姐的按摩店。她们知道我们是假女人，就坐在
店门口，故意来笑我们，说我们是男的，假货，变态。”138 而艳艳曾因为
在一个地方站街，那里的女性性工作者认为她抢了生意，就向警察举报。艳
艳因此被拘留了 10 天。139

客人

在中国，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与男男性行为者人群的联系非常紧密。
在接受调查的 70 名被访者中，有 53 人（76%）原来是以男性的身份从事性
工作，为男同性恋人群提供性服务。而以女性身份从事性工作后，其顾客群
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被访者表示，其顾客绝大多数为异性恋男士，寻求女性
性工作者的服务。

在上海，接受采访的跨性别性工作者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方式与女性性工
作者类似，他们所面对的顾客群，也是女性性工作者所面临的顾客群。即从
外地来到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也有一些有性需求的本地人。他们几乎都是
抱着寻找女性性工作者的目的来到公园、街道和广场等地方。绝大多数和跨
性别性工作者进行交易的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些给他们提供服务的“女性”，
是跨性别人士。

而在北京，大部分的性工作者选择通过网络和手机的方式寻找客人。这
其中大部分客人也是异性恋男士，也有一部分专门喜欢找跨性别性工作者的
顾客，被称为“妖客”。性工作者从以男装的身份服务男同性恋人群，转而
以女装身份服务异性恋男性，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从顾客人数上看，同性
恋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为 2% － 5%。140 异性恋男有更庞大的性服务需求。
铮铮来自太原，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但表示以女装从事性工作之后，收
入比原来要多。141

其次，很多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性别认同为女性，其性取向为异性恋男性。
以女性的身份从事性工作，符合她们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丽丽从小就认为

136. 采访张亮，上海，2014 年 5 月 18 日。

137. 采访丽丽，上海，2014 年 7 月 28 日。

138. 采访于飞，上海，2014 年 3 月 24 日。

139. 采访艳艳，上海，2014 年 6 月 16 日。

140. 李 谦，《 中 国 同 性 恋 生 存 状 况 调 查》。 新 华 网，2005 年 8 月 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05-08/03/
content_3302692.htm。（访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 日）。

141. 采访铮铮，北京，2014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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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女性，之前服务男同性恋人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
同性恋，之前在同性恋圈子混也是为了生活。自从我懂了之后就喜欢做女生，
喜欢正常男人。别人可能会觉得我变态，但我自己觉得不是。”142

小明异装从事性工作已经三年多，他解释
了为什么他觉得服务异性恋男性要轻松：“原
先我是做 MB（指 money boy，即男性性工作者）
出身的。做 MB 的时候 1 和 0 都要做（指肛交
时的插入和被插入），很累的，很伤身体。做
异装就是你不用干客人，客人干完你就完事，
你不用很累。”143

小萌对同性恋客人持负面印象：“一般同性恋的客人都没有素质，现在让
我接同性恋我接不了。同性恋客人好麻烦，要舔这里啊舔那里啊。妖客和直男
客人都特别简单，没有那么多要求。 一般都是打飞机，就完事。区别非常大，
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接惯了这种活，接不了同性恋的客人。144

丽丽对自己的工作技巧很有自信，她认为一般男性知道她的身份还愿意
来找她，是因为她比一般女性要放得开：“很多男孩子知道我们是妖还是要
玩，就觉得和我们玩舒服。因为我们活好，一般的女人总是不好意思。”145  

掩盖自己的跨性别身份，是跨性别性工作者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小周称自己还没有被客人发现过：“一般灯光调暗些，侧身接客。我家的灯
特别暗，是红色的，还没手机亮呢。而且是在角落里，根本就照不过来。”146

而小邵则有秘密武器：“我会穿一个特殊的内裤，后面露着屁股，前面能遮
住 jj（即生殖器）的那种。”147  

尽管跨性别性工作者尽量隐瞒，但被发现之后，客人往往恶言相向，拒
绝付款。萧蔷称客人会辱骂、撕打。148 这时候性工作者往往会为了息事宁人，
选择妥协。小白在接受采访的前几天刚碰到一个这样的客人：“那个客人发
现我是妖了，就不想给钱。他觉得自己不太能接受这个。我就自己认倒霉吧，
也没有能把钱要过来，因为在自己家里，争吵的话害怕客人报复，不安全。”149

彬彬则认为有些客人故意以他们的身份为由不给钱，但由于性工作的违
法性，她对此无能为力：“有些男人玩完了就说他不知道（其跨性别身份）。
我说我在电话都告诉你了，玩完了你才说不知道？也不敢吵，实在不给钱就
让他们滚。万一得罪给你举报一下，犯不上。”150 

142. 采访丽丽，上海，2014 年 7 月 28 日。

143. 采访小明，上海，2014 年 4 月 29 日。

144. 采访小萌，北京，2014 年 4 月 29 日。

145. 采访丽丽，上海，2014 年 7 月 28 日。

146. 采访小周，北京，2014 年 4 月 29 日。

147. 采访小邵，北京，2014 年 4 月 30 日。

148. 采访萧蔷，北京，2014 年 3 月 20 日。

149. 采访小白，北京，2014 年 3 月 25 日。

150. 采访彬彬，北京，北京，2014 年 4 月 12 日。

尽管跨性别性工作者

尽量隐瞒，但被发现之后，

客人往往恶言相向，拒绝

付款。由于性工作者害怕

被捕或被拘留，在面对客

人的时候非常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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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伊美娜觉得几个姐妹一起在公园里工作，能够提供一些保护：
“大不了就是发现了，不给你钱。因为姐妹们都在，一出事都会过来，客人
也不敢怎么样。我们一般有四五个人在这里。”151

一些性工作者会选择事先表明身份，以避免出现这些麻烦。田羽瑶今年
29岁，做了一年的性工作：“我一般都告诉客人啊，免得露馅整出来的事多，
不值得。”152 

小花则根据客人的情况选择是否告知：“我会看情况，聊天的时候会观
察这个人是不是经常玩，有没有经验。如果是经常的玩的人我就告诉他我是
妖、TS。不经常玩的我就不告诉。”153 

由于性工作在中国是非法，性工作者在面对客人的时候非常弱势。被访
者声称碰到客人不给钱 154，被客人抢劫等 155。明明更声称自己碰到客人假
扮警察：“我有一次去一个特别小的酒店，客人说是要包夜。去了后一开门
出来俩人，其中一个举了哟个胸牌，就那么一晃。我就以为是警察呢。他们
大声问我，知道叫你来干嘛的吗？我说不知道，啪一个大嘴巴子。再问我：
知道叫你来干嘛来的？我就以为他是警察，我就说只做推油按摩，别的不做。
然后他们就用鞋带把我绑起来了。绑起来之后就开始翻我的包，什么钱包啊，
手机啊， MP3 啊，手表都拿走了。我就想警察怎么还拿东西，这是找证据呢。
然后还翻我手机，问这个人认识吗？那个人你认识吗？期间他还打一个电话，
说我在哪里，你带车过来吧。我想这不就是警察吗，要给我拉走了吧。又过
了一会，他们拿着东西跑了。顿时我就明白了，这是抢劫呢。”156 

和很多其他的性工作者一样，明明并没有报警。小狐狸这样解释自己的
处境：“我们一般情况下不方便报警。因为本来自己就是一个尴尬的身份，
不被认可。虽然说法律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还是有局限性。这个职业
本来就上不了台面，你再去报警的话，不会有好后果。自己哑巴吃黄莲，认
栽就算了。”157 

警察

由于性工作非法，警察是跨性别性工作者生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在接受访谈的 70名跨性别性工作者中，有 45人（64.28%）曾被警察抓捕，
通常被处以3-15天的拘留。很多人被抓过一次以上，最多的一个被抓过6次。
钓鱼是警察抓捕跨性别性工作者最常见的手段。被访者声称受到过警察的虐

151. 采访伊美娜，上海，2014 年 4 月 29 日。

152. 采访田羽瑶，北京，2014 年 4 月 12 日。

153. 采访小花，北京，2014 年 4 月 15 日。

154. 采访婷婷，北京，2014 年 4 月 29 日。

155. 采访小娇，北京，2014 年 6 月 1 日。

156. 采访明明，北京，2014 年 4 月 25 日。

157. 采访小狐狸，上海，201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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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特别是针对他们的跨性别身份的语言和肢体暴力。身份证为男性的跨性
别性工作者往往和男性拘押在一起。

被访者表示，警察经常装扮成客人和性工
作者议价，然后再进行抓捕。小同原来在北京
某条大道上站街：“一个男的过来，开始问你
多少钱，然后把你骗上车，就谈服务啊，各种
都和你谈好了，价格什么的。然后就亮出警察
身份，直接把你拉警局去了。我当时还看了，
那不是警车，是个普通的车，警察真会骗人。”158

因为跨性别的身份，被访者声称受到了侮辱性的对待。小同被带到派出
所后：“进去就拉你假发，使劲拉啊，还打人。问我是不是男的，我就说不
是。然后他们就搜身，还把你的胸罩翻一翻摸一摸。他们还问特别变态的问
题，就问你们都怎么做爱的啊。我就反问他，你想尝试么。然后他就踹我，
真的，真踹人。”159

萧蔷则称警察直接坐到了她的背上压着她的胸部：“那次我和一个姐妹
从一个酒店出来，正好在门口碰到警察。可能当时我们的装化得不好，而且
穿得太艳了，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察查了我们，翻了包，发现了钱还有安
全套，就把我们带走了。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察让我趴在地上，胸就挨着地
面，他一屁股坐在我背上。我是做了胸的，当时觉得胸部都快炸了。那个警
察特别胖，还拽我头发。”160

艳艳称自己不承认卖淫，被警察殴打：“因为我说我不会承认这个事情，
他们就打的很厉害。拿警棍和皮鞋，打脸，打身体。就一直在给我洗脑，说
只要我承认就不打了，不承认就一直打你。到最后我被打得有点精神恍惚了，
他看了就不打了，强制性拿我的手按了手印。”161

上海的小青认为，即使有时候她没有犯任何事情，警察也会为了完成任
务把他们抓走：“像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什么也没做，就在马路上站着，或
者在马路上躲个雨什么的，警察过来什么也没问。就抓走了，按道理这种情
况，不可以拘留是吧。我也没有卖，也没有招嫖。 我说我生活已经这样了，
你不可能还不让我出来。那个警察说现在任务很紧，他们局长发话了必须要
拘留。”162

158. 采访小同，北京，2014 年 5 月 15 日。

159. 同上

160. 采访萧蔷，北京，2014 年 3 月 20 日。

161. 采访艳艳，上海，2014 年 6 月 16 日。

162. 采访小青，上海，2014 年 4 月 29 日。

“由于缺乏性别意识

和有关跨性别的知识，也

没有适当的设施，公安机

关并不知道如何该处理他

们抓捕的跨性别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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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性别意识和有关跨性别的知识，
也没有适当的设施，公安机关并不知道如何该
处理他们抓捕的跨性别人士。 海马说：“我
第一次被抓的时候，他们派出所也在想，穿女
装的男人怎么关。然后给我们每个人买了睡衣，
穿进去，把原来身上穿的女人衣服和假发全部
卸掉。虽然我做了胸，但我的身份证是男的，
就把我和男的关在一起，最多的时候一起关的
有二十多人。”163 

艳艳说她和其他男性关在一起，遭受到了
言语上的侮辱：“那些男的骂我，说你是男人啊，

怎么这样不男不女，你的身材这么高大，不适合做女孩。说我死变态，很侮
辱人的。”164 不仅如此，拘留所的工作人员都跑过来看她：“就跟看猴似的，
警察、保安、联防队的，连打扫卫生的阿姨都过来看，说我什么不男不女的，
真变态，真恶心。”165 

安娜称她在公园的时候，有三名警察把她拦下，在她包里发现了安全套
和润滑剂，就威胁说要通知家里人她从事性工作，要求她和这三名警察发生
了关系。166

健康

跨性别人士有自己独特的健康需求，特别是需要专业的关于性别改变
的医疗服务，包括诊断、激素替代治疗和改变身体性征的手术等。但在总
体上，医疗服务极度缺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167

激素的使用

跨性别者往往对激素的使用有很高的需求，因为激素治疗所造成的生理
变化，能够使他们与所认同的性别更加接近。对于性别焦虑者而言，激素替
代治疗是必要的介入治疗手段。168 我们的调查发现，有 36 人（37%）有使
用激素的经历。

163. 采访海马，上海，2014 年 3 月 21 日。

164. 采访艳艳，上海，2014 年 6 月 16 日。

165. 同上。

166. 采访安娜，上海，2014 年 8 月 3 日。

167.APTN, UNDP. “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Bangkok (May 2012).
168. 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变性者、跨性别者、和非性别常规者的健康照护准则》。

“但在中国，跨性别

人群能够获得的医疗支持

非常有限。全国能够提供

关于激素使用的专业医嘱

的机构不到 10 个。公共

医院缺乏关于性别改变的

专业知识，不仅不能给跨

性别人士提供专业意见，

往往还回应以歧视性的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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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治疗会导致不可逆的生理变化，应当在专业的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
169 但在中国，跨性别人群能够获得的医疗支持非常有限。全国能够提供关
于激素使用的专业医嘱的机构不到 10 个。170 公共医院缺乏关于性别改变的
专业知识，不仅不能给跨性别人士提供专业意见，往往还回应以歧视性的态
度。

艳艳就曾去医院咨询如何使用激素，但却找不到相应的科室，医生也不
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奇怪的病人。她先后去了内分泌科、泌尿科、内科和妇科，
但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建议：“医生都把我当妖怪，说你到底是男孩女孩，
对着我指指点点，整个科室的人都出来看。”171

从医院出来后，她就在网上查找各种关于激素使用的信息，甚至包括国
外的英文信息，通过翻译软件来翻译。她尝试了市场上能找到的各种激素，
只为找到对自己最起效果的药。“我吃过倍美力，补佳乐，乙烯雌酚、妈富
隆，孕激素：黄体酮，片剂和注射剂都用过，还有各种市场能买到的避孕药，
一把一把地吃。”172 

由于避孕药价格相对便宜，能够很容易地在药店购买，很多被访者把避
孕药当成激素使用。极少人在服用的时候咨询医生，而更多地是从同伴处获
得信息。小明没有进行隆胸手术，她希望能够通过服用避孕药达到促使胸部
生长的效果：“我听姐妹说吃避孕药能长胸嘛，我就去买了吃。结果吃完长
了点，但是感觉特别能睡，特别胖，我就不吃了。”173 

激素的使用对跨性别人群的心理健康和身心健康都产生影响。缺乏专业
的医务人员建议和监督，这些副作用会更加严重。一些人因为副作用过于严
重不得不停止使用。王立涛吃大豆异黄铜和避孕药，她说：“我觉得我跟神
经病一样，心跳，头晕目眩，眼花，呕吐，四肢无力。”174 

田羽瑶靠吃激素使胸部长了起来，但身体的反应很大：“脾气不好，可
暴躁了。（生殖器）硬不起来，射的慢。射出来的精液都是很水，很少。”175 

勃起障碍是使用激素的副作用之一。这也会增加艾滋病的风险，因为使
得安全套的使用变得更加困难。田羽瑶就说：“我觉得最伤心的就是，我
和我喜欢的男人做爱的时候不能硬起来，总是很软，不能射精，这时我很悲
哀。”176

169. 同上。

170. 许靖烯，《钱今凡：84 岁后跨性别“人生灿烂期才刚开始”》。《中国日报》，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www.chinadaily.
com.cn/dfpd/shehui/2012-06/20/content_15515350.htm。（访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 日）。

171. 采访艳艳，上海，2014 年 6 月 16 日。

172. 同上。

173. 采访小明，上海，2014 年 4 月 29 日。

174. 采访王立涛，北京，2014 年 6 月 4 日。

175. 采访田羽瑶，北京，2014 年 4 月 12 日。

17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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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勃起障碍停药之后也不能全部恢复。芸儿服用激素的时候“感觉太
恶心了，所以每天都不舒服，也不能正常勃起”。停药之后“不恶心了，但
是勃起不是百分百恢复，恢复八九成而已”。177 

跨性别人士在服用激素时往往存在误区，例如使用错误的药物种类、错
误的剂量，并且在使用激素期间没有对自己的健康进行足够的监测。178 这
些人中的很多人遇到了健康问题，例如肝损伤、糖代谢、脂代谢异常，以及
心血管疾病等。179

安全套的使用

性工作者及其顾客面临着更高的艾滋病感
染风险，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的性伴侣相对
较多。180 使用安全套是有效预防艾滋病和性病
的方式。我们的访谈发现，大多数的被访者都
认识到使用安全套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在所有的情况下使用安全套。

研究表明，客人和性工作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会对协商安全套的使用
产生影响。181 从全球来看，如果性工作非法，性工作者在协商安全套的使用
时就会更加困难，从而增加其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的感染风险。182被访者表示，
使用安全套的主动权掌握在客人手里。丽丽称她经常碰到要求不戴套的客人：
“经常碰到这样的，求你不要戴套。戴了不舒服，一般男的都不喜欢戴套。”183  

在一些地方，如北京，对性工作的严厉打击使得客源减少，经济收入的
减少意味着性工作者可能对安全套使用妥协来留住客人。小周做了四年性工
作者，她说：“戴不戴套要看情况。因为我和客人在一起的话，客人给钱少
的话就会带套。如果给钱多话就有时候就不带。”184

性工作者在面对熟悉的客人时，也可能不使用安全套。洋洋是一名已经
结婚的跨性别性工作者，他说：“要看吧，如果是熟悉的（客人），用不用
都可以，如果是不熟悉的（客人）肯定要用的。”185

177. 采访芸儿，上海，2014 年 4 月 10 日。

178. 无 机 酸， 郭 亚 楠，《 安 全 改 变 性 别 特 征 激 素 使 用 建 议》。http://www.aibai.com/ebook/library/ebook_aibai/
download//2012/7/19/Transgender_Hormone_Guide(1).pdf（访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3 日）。

179. 同上。

180.UNAIDS, “UNAIDS Guidance Note on HIV and Sex Work”. April 2012. http://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JC2306_
UNAIDS-guidance-note-HIV-sex-work_en_0.pdf（访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3 日）。

181.Susanne Y.P. Choi and Eleanor Holroyd, The influence of power, poverty and agency in the negotiation of condom use for female sex 
workers in mainland China. Culture, Health& Sexuality, September-October 2007, 9(5): 489-503.

182.WHO, UNFPA, UNAIDS, NSWP,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IV and other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for Sex Worker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December 2012.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77745/1/9789241504744_eng.pdf（访问日期：

2014 年 10 月 13 日）。

183. 采访丽丽，上海，2014 年 7 月 28 日。

184. 采访小周，北京，2014 年 4 月 29 日。

185. 采访洋洋，上海，2014 年 3 月 24 日。

“从全球来看，如果

性工作非法，性工作者在

协商安全套的使用时就会

更加困难，从而增加其艾

滋病和其他性病的感染风

险。”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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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也会从感官上对客人去判断客人
是否干净，来决定是否使用安全套。

小玉：“就是说感觉那个男的很帅很年轻，
都是上班的，然后不在外面混的，感觉不乱的，
我心里就会比较放心，就会偶尔不戴套。”18634
岁的宝宝则表示，有时候性交易的时间过长，
为了尽快结束，也会不使用安全套。187

此外，被访者表示和亲密伴侣在一起会更少使用安全套。 性工作者认
为顾客的健康风险，要比亲密伴侣高，同时对亲密伴侣也比较信任。彬彬：
“谁知道客人都和多少个人玩过了，还嫖小姐，谁都找。还是比较相信我男
朋友吧。就觉得他人不错，不会乱搞。”188

尽管大部分性工作者都了解在插入式性交时使用安全套的重要性，但也
有性工作者表示，他们在口交的时候不戴套。洋洋说：“我做大活（指插入
性性行为）一般都会用，口活的时候不用。”189 

无论是何种性交方式，只要有体液的接触，都可能有传播疾病的风险。
跨性别性工作者面临较高的性病和艾滋病风险，安全套的使用尤其重要。

兴奋剂和毒品的使用

近年来，中国合成毒品的使用迅速上升。截止 2012 年，中国政府登记
在册的吸食合成毒品人员 79.8 万名，比 2011 年底上升 35.9%。190 这些在
中国被称为“新型毒品”的消遣性化学合成毒品，不仅在娱乐场所非常流行，
在私人场所也广泛使用。191性工作者是毒品使用的重点人群之一。调查表明，
男性性工作者比一般的男男性性行为者更有可能使用毒品。192

我们的调查发现，兴奋剂 Rush 和冰毒在被访者中的使用较多。有 43 人
（61%）表示使用过 Rush，31人（44%）表示使用过冰毒。在中国，跨性别
女性性工作者与男男性行为人群有交叉。因此，在男男人群中流行使用的兴
奋剂在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中也很流行，包括 Rush 和零号胶囊。

186. 采访小玉，北京，2014 年 4 月 14 日。

187. 采访宝宝，北京，2014 年 6 月 1 日。

188. 采访彬彬，北京，2014 年 4 月 12 日。

189. 采访洋洋，上海，2014 年 3 月 24 日。

190.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安部禁毒局， 《2013 中国禁毒报告》。2013 年 6 月 7 日。 http://www.mps.gov.cn/n16/
n80209/n80481/n804535/3815337.html（访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4 日）。

191. Yingying Ding, at.al, Severity of club drug dependence and perceived need for treatment among a sample of adult club drug uses in 
Shanghai, China. 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 May 29, 2013. 

192. Eric J. Nehl, at.al. Substance Use and Sexual Risks Among General MSM and Money Boys in Shanghai, China. Journal of Drug Issues, 
Sep 19, 2012.

“在一些地方，如北

京，对性工作的严厉打击

使得客源减少，经济收入

的减少意味着性工作者可

能对安全套使用妥协来留

住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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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h 是在中国同志圈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兴奋剂，在国外一般称 Rush 
poppers，是主要由挥发性的气体亚硝酸盐组成的气体。使用的时候由鼻腔
吸入。吸入亚硝酸盐能够放松全身上下平滑肌，包括肛门处的括约肌。193 能
够起到一定的麻醉作用或者减轻疼痛感。194 使用 Rush 会导致血管扩张，增
加心率和血液在体内流动的速度，产生热量和兴奋的感觉。195 因此 Rush 常
被作为性辅助用品使用。

对于性工作者来说，使用 Rush 它能够缓解肛交中出现的不适感，同时
也能够增加性交中的愉悦感。红星今年 32 岁，他说：“Rush 经常用的，因
为做爱怕疼，闻了后鼻子会爆皮。”196 可宜则使用 Rush 让自己在接待客人
时能够兴奋起来：“我自己会用 Rush，因为你对客人没感觉，你需要用一
些东西让自己兴奋起来。我用完 Rush 特别兴奋，一老远闻见那味道就迷糊
了。”197

客人有时候也会要求使用 Rush。海马：“有一个客人，来找我几次，他
每次带那个东西（指 Rush），他做被动让我做主动。我说可以啊，就闻呗，
感觉很好。”198

虽然 Rush 不会导致化学式上瘾，却会造成心理依赖性上瘾，也可能对
身体产生多种危害。199 有专家认为应当把 Rush 列为毒品。200 目前中国并
没有把亚硝酸盐列为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些网站也以此
来宣传 Rush 的安全性。201 目前网上销售的 Rush 产品大多没有正规的生产标
示，一些卖家还以芳香剂或香水的名义来销售 Rush。 

零号胶囊则是被访者提及的另外一种兴奋剂。小狐狸说：“我的客人会
用零号胶囊，但用了之后你会受不了。因为客人用后特别的想要。他这个一
颗会维持好长时间。我得能伺候他，他就会不停的要。很厉害的。零号胶囊
有好几种，有的是比较好的，还有的比较差的。它本来就是性药，在网上可
以买。”202

193.John Laurritsen, Hank Wilson, Death Rush: Poppers*& AIDS. Pagan Press, New York, 2096. http://paganpressbooks.com/jpl/POPBOOK.
HTM（访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4 日）。

194.张北川，《致青年同性爱者的父母和青年同性爱者》，2014年 7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996b40102uyh0.html（访

问日期：2014 年 10 月 14 日）。

195. 淡 蓝 社 区，《 六 成 同 志 使 用 Rush 助 性 - 能 带 来 快 感 的 死 亡 药 物》，2011 年 2 月 15 日。http://www.danlan.org/
disparticle_33459.htm （访问日期： 2014 年 10 月 14 日）。

196. 采访红星，北京，2014 年 4 月 25 日。

197. 采访可宜，北京，2014 年 4 月 4 日。

198. 采访海马，上海，2014 年 3 月 21 日。

199. 淡 蓝 社 区，《 六 成 同 志 使 用 Rush 助 性  能 带 来 快 感 的 死 亡 药 物》，2011 年 2 月 15 日。http://www.danlan.org/
disparticle_33459.htm（访问日期： 2014 年 10 月 14 日）。

200. 张北川，《致青年同性爱者的父母和青年同性爱者》，2014 年 7 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996b40102uyh0.html。
201.《Rush Poppers 疑问解答》。 http://www.4191069.com/Poppers3.html （访问日期： 2014 年 10 月 14 日）。

202. 采访小狐狸，上海，201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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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雨认为：“那个东西（零号胶囊）肯定不是好玩艺，因为那个东西让
你兴奋得不得了。我见过用零号胶囊的人，那人怎么变成那种状态，疯了一
样的，好像饥渴得不得了似的。”203

零号胶囊的主要成份是一种致幻物质（5-Methoxy-diisopropyltryptamine）。
204 这种物质在很多国家属于非法的毒品，除了由于能致幻之外，还能
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包括肾功能衰竭和死亡。205 台湾出现过致死案
例 206，并将 5-MeO-DIPT 列为第四级管制药品。207 但在中国，5-Methoxy-
diisopropyltryptamine 目前尚未管制 208，可以在网络上很方便地购买。更有
卖家吹嘘零号胶囊如何安全，能带来多大快感。209

在被访者中，冰毒的使用也很普遍。明明是一名 30 岁的跨性别性工作
者，他表示冰毒的使用非常普遍，并可能增加滋病感染风险：“（冰毒）现
在太普遍了，是个人就会玩，就跟Rush一样了。现在不光是客人，你看 jd（同
志交友软件）上，来个人就问你 high 吗。全都是玩这个的。我感觉得艾滋病
多也是因为玩这个多。玩完本身不硬，所以就不戴套。太普遍了。”210

使用冰毒会使人亢奋。小凯表示他不会使
用冰毒，但会接待吸食冰毒的客人，陪聊天：
“溜冰从来我都不会碰。但我会陪他（指客人）
聊天。我会事先跟他说清楚，要我去，我不溜，
但我可以陪，几个小时都可以。因为溜这个，
人会神魂颠倒的，非常兴奋，特别想说话。我
就陪他聊天，抽烟。他溜好了，帮他打打飞机，
就这样子。”211

使用冰毒的客人（冰客）出价很高，比起站街 50-100 元的价格，冰客
的价格能达到上千元。这也使一些性工作者很难拒绝。小狐狸说：“ 溜
冰的客人你跟他讲好价钱，他就会给你。看客人的经济条件吧 , 一般都是
1500-2000。（客人）比较大方，因为他有这个经济能力。他有各个方面的
基础才会玩这些东西，他不是简单的民工。”212

203. 采访红雨，北京，2014 年 7 月 13 日。

204. Damien Lu,《零号胶囊以及其他肛门栓赛类及内用性辅助用品》， 爱白网。 http://www.aibai.com/advice_pages.

php?linkwords=5-MeO-DiPT （访问日期： 2014 年 10 月 14 日）。

205. 同上。

206.食品药品管理局，《药物滥用知多少？》http://www.tcvs.tc.edu.tw/ftp/20130806120202.pdf （访问日期： 2014年 10月 14日）。

207. 卫生福利部食品药品药物管理署，《预告修正管制药品分级及品项（增列 5-MeO-DIPT 及 Thiamylal 为第四级管制药品）》，

2010 年 11 月 18 日。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id=6651&chk=b352d7c8-dae9-4072-8efc-cdfe2249cb53#.

VB6BkCuSwgA （访问日期： 2014 年 10 月 14 日）。

208. 与公安部禁毒局国家毒品实验室的邮件交流，2014 年 10 月 9 日。

209. 张北川，《致青年同性爱者的父母和青年同性爱者》，2014 年 7 月。

210. 采访明明，上海，2014 年 4 月 25 日。

211. 采访阿凯，上海，2014 年 6 月 15 日。

212. 采访小狐狸，上海，2014 年 5 月 27 日。

“使用冰毒的客人（冰

客）出价很高，比起站街

50-100 元的价格，冰客

的价格能达到上千元。这

也使一些性工作者很难拒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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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狐狸还提到，“散冰”的方式有很多种。很多客人找跨性别姐妹在其
吸冰毒的时候陪伴，结束之后再去找女性性工作者“散冰”。213 张亮是站
街的跨性别性工作者，她说经常半夜看到了溜完冰出来的客人：“要是晚上
到后半夜的话，每天晚上都看得到冰客。他们的样子看得出来的，脸上神经
兮兮的，嘴里出来一股臭的味道，和香烟的味道不一样。我不去（溜冰）的，
要是在外面玩的话可以，但是加钱的，最少100元钱，我知道他是溜冰的。”214  

由于冰毒效用持续时间长，服务的时间也非常长。王龙接过几次冰客，
时间的漫长让他心有余悸：“那次是夜里一点到的，三点开始，一直玩到第
二天下午四点。”215

漫长的性活跃时间，使得冰毒的使用常常伴随着多人的性活动。周新宇
有一次和另外 3 个人一起服务客人：“我去的时候有 3 个人，一个女的，2
个男的。 我们要轮着和他（客人）做。他那个很长时间的，你起码要做他
十几二十个小时，他都不会射。”216

吸食冰毒会导致勃起困难。阿凯说：“他（指客人）玩了这个东西，硬
不起来，搞得很累的。有时候弄很长时间都弄不出来。”217 与此同时，安
全套的使用也成问题。可宜说：“人到了那时候意识就没有很清楚。就算那
时候知道要带套，但是他不硬能怎么办。”218

兴奋剂和毒品的使用会导致性病和艾滋病风险的增加。219 一项针对上海
625 名男男性行为者的调查显示，使用 Rush 的被调查者与不使用者相比，
艾滋病感染率要高4.1倍；使用冰毒者的艾滋病感染率是不使用者的1.8倍。
220 另一项在南非开展的针对 386 名男男性行为者的调查发现，使用冰毒和
Rush 显著增加了不安全性行为的可能性（分别是 2.75 倍和 3.69 倍）。221

跨性别性工作者所处的环境，包括所面对的客人以及毒品和兴奋剂的使用，
都使得他们面临的健康风险应当获得更多关注。

213. 同上。

214. 采访张亮，上海，2014 年 5 月 18 日。

215. 采访王龙，上海，2014 年 4 月 29 日。

216. 采访周新宇，上海，2014 年 3 月 4 日。

217. 采访阿凯，上海，2014 年 6 月 15 日。

218. 采访可宜，北京，2014 年 4 月 4 日。

219. M.W.Plankey, D.G. Ostrow, R. Stall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hamphetamine and popper use and risk of HIV seroconversion 
in the multicenter AIDS cohort study”, Journal of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s, vol. 45, no. 1 (2007):85-92.

220. Jun Jie Xu, et al. “Recreational Drug Use among Chines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 Risky Combination with Unprotected Sex for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Volume 2014, Article ID 725361.   

221. MSM and Recreational drug use, Results of an online survey. http://www.anovahealth.co.za/images/uploads/MSM_Recreational_
Drug_Use_in_SA_Jobson.pdf （访问日期： 2014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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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组织

在调研开展过程中，我们也采访了一些面向跨性别人群开展项目的组织。
我们发现，针对跨性别人群需求而提供的服务非常少，如精神健康或心理咨
询、性别改变的建议（特别是激素使用）、以及如何应对歧视（包括医疗歧
视）等；绝大部分组织只是在已有的艾滋病干预项目中包含跨性别人士。

我们访谈了 9 个面向跨性别人群开展工作的社区组织，以了解这些组织
的工作状况和面临的挑战。这些组织主要服务跨性别女性，其中大部分是性
工作者，也有一部分是在酒吧进行反串演出的人士。这些跨性别女性绝大部
分没有完成变性手术，但相当一部分进行了隆胸手术。只有两个组织涉及到
跨性别男性，而且覆盖的人数非常少。

只有一个组织有单独的跨性别项目，该项目针对那些希望改变性别的人
提供心理支持和有关信息，由跨性别志愿者进行管理。有 6 个组织是在现有
的 MSM 项目下覆盖跨性别人群，有两个组织是在性工作者项目下覆盖跨性
别性工作者。有两个组织曾经在 2010 年开展过专门的跨性别项目，但在项
目结束资金撤走后，便不再设立单独的项目。其中一个组织以当时的项目为
依托，成立了一个跨性别小组。但是该小组没有资金来源，小组负责人也无
力独立运转组织，目前还是作为一个志愿者小组依附该组织生存。

这些组织面向跨性别人群提供的服务主要
是艾滋病有关的健康干预，包括外展、检测、
咨询、转介、阳性关怀等。由于这些组织并没
有单独的跨性别项目，这些服务也没有专门针
对跨性别人群的需求而设计和提供。 

一个来自沈阳的机构认为，尽管中国的跨性别人群与男男人群有交叉，
但在男男人群下覆盖跨性别人群，是在跨性别人群意识尚未完全觉醒、机构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方法。男男组织并不完全了解跨性别人群的
需求，需要成立跨性别组织，来推动社群状况的改变。222 

一位组织负责人提到，他们接触到的是社会阶层比较低的跨性别人群，
教育水平也比较低。正因为如此，这些跨性别者并没有资源和能力去解决自
身所面临的问题，更不用说推动跨性别社区的改变。他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复
杂，因此社区组织的作用非常重要。223

这些组织都没有跨性别者作为全职的工作人员，有 5 个组织有跨性别者
作为志愿者，帮助和跨性别社区建立联系，以方便组织进入提供服务。 

222. 电话采访于飞，2014 年 9 月 27 日。

223. 采访郭子阳，北京，2014 年 9 月 2 日。

“男男组织并不完全

了解跨性别人群的需求，

需要成立跨性别组织，来

推动社群状况的改变。”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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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负责人认为，这些志愿者本身就是跨性别性工作者，其稳定性和持
续性都很成问题。224 也有机构表示，他们曾尝试招募跨性别者，但机构能
够提供的薪水与性工作相比并不具备竞争力。另外，跨性别人群非常隐秘和
封闭，由于害怕歧视，他们不愿意出来参加活动，这使社区动员很难开展。
一名外展工作人员称，跨性别性工作者的生存空间很小，他们受到 MSM 人
群的歧视，也遭受女性性工作者的排挤。跨性别性工作者频繁地流动也给干
预和动员工作造成了挑战。225

尽管跨性别人群所面临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特别是缺少法律身份和
面临的歧视问题，但社区组织缺乏资源和支持来提供干预和服务。毒品使用
和艾滋病感染率的增加，来自客人、警察和公众的暴力，都是跨性别性工作
者所面临的非常急迫的问题。以社区为基础，特别是由跨性别社区所领导的
项目和应对，是最有效的解决跨性别社区需求的方式。

224. 电话采访刘言，2014 年 9 月 26 日。

225. 电话采访乐言，2014 年 9 月 18 日。



38

第三章  法律框架

国家有责任来捍卫所有公民的权利，包括跨性别人士的权利。国家通过
出台好的法律（如反歧视法），撤销坏的法律（如对边缘群体刑事化的法律），
来履行在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对于跨性别人士来说，来自非国家机关的歧
视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因此，国家应当采取行动有效地保护跨性别者的权
利。国家疏于对跨性别人士权利的保护，不仅未尽到职责，也可能被看作对
这些权利侵犯的容忍和默许。

中国：法律与权利

中国承认自愿做变性手术是公民的权利。226 中国尚无任何针对跨性别者
权利保护的正式立法。仅有一些部门规章，以及个别部委和地方政府对一些
具体个案的批示。227

性别重建手术

性别重建手术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术，而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改变性别的
医疗过程。对于被诊断为“性别认同紊乱”的人来说，性别重建手术被证明
是一项有效的治疗。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进行手术，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进
行手术。

在中国，实施变性手术是合法的。但从 1990 年中国公开报道第一例变
性手术开始 228，直到 2009 年中国出台首部关于变性技术管理规范，在这
近 20 年期间，中国并无法律法规对变性手术进行约束和规制。变性的需求
增加使得许多不具备有关技术和设备的医院为了谋利而开展变性手术。当时，
变性手术被业内人士形容为“一辆三无（无医院规范、无医师规范、无患者
规范）的大车”摇摇晃晃却在急速行驶，这辆车甚至没有法律和道德左右平
衡，只有靠一些医师的职业操守和行业“潜规则”来把持方向。229

2009 年卫生部颁布《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让中国的变性手
术走上了规范化之路。规范的出台表明政府关注变性人这个人数很少小但需

226.《四川：手术之后男变女换证惊动公安部》。《河北日报》，2001年 5月 19日。http://www.aibai.com/infoview.php?id=473 （访

问日期： 2014 年 10 月 14 日）。

227. 吕群蓉，《变性人的民事权益保护立法建议》。《河南社会科学》，2010 年 5 月第 18 卷第 3期：202-204。

228. 左晨，《变性手术 20 年合法路》。《法律与生活杂志》，2009 年 8 月 28 日。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8-
28/153618532895.shtml （访问日期： 2014 年 10 月 14 日）。

22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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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特殊的人群。230《规范》严格界定了
实施手术的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资质要求，
只有设置整形外科 10 年以上的医院才能
开展变性手术，医院还需配备有伦理委
员会和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231

《规范》对患者的要求非常严格。
要进行变性手术，患者需要提供一系列
的证明，包括获得公安部门的许可——
证明没有犯罪记录证明、精神科医生的
证明、经过公证的患者要求手术的报告，
以及告知直系亲属拟进行手术的证明。
同时患者也必须未在婚姻状态，对变性
的要求至少持续 5 年以上。术前接受心
理、精神治疗 1年以上且无效。232 

《规范》当中提出的这些要求值得
商榷，因为这些要求会影响到患者的隐
私和家庭生活，在实践中的执行也非常
困难。有学者认为，要求已婚者解除婚
姻关系才能进行变性手术，是对当事人
婚姻权利的侵犯。233 也有个案因为无法
获得家属同意医院拒绝进行变性手术，
感到绝望而自残，割掉男性性器官而达
到变性的目的。234

在中国，变性手术的费用比较高昂，且没有纳入医疗保险范围。由于国
内变性手术程序繁琐，很多人选择到泰国进行手术。

性别变更

性别是用来确认个人身份的标示。国家有合理的理由来登记公民出生时
的性别，政府部门也需要获得这些信息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在一些情况下，
国家需要对一些设施按性别进行管理，如监狱；也需要根据性别来登记数据，
来帮助制定针对特定性别的健康政策，或使制定的政策更为平等。

中国的法规允许跨性别人士对户口和身份证上的性别进行修改，但这只
能在完成变性手术之后才能进行。这些要求使得没有进行手术的跨性别人士，

230.Tom Mountford, “The Legal Position and Statu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op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ch 2010.

231.《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 ( 试行 )》。

232.《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 ( 试行 )》。

233. 吴国平，《变性人婚后变性权及其婚姻家庭关系问题探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 年 6 月第 13 卷第 3期：59-68。

234. 采访艳艳，上海，2014 年 6 月 24 日。

在中国，若有人想要实行变

性手术，则须提供以下一系列的

证明：

1．公安部颁发的无犯罪证明；

2．精神科医生的证明；

3．经过公证的患者要求手术的

报告；

4．告知直系亲属拟进行手术的

证明。

除此之外，患者还要证明：

5．未婚；

6．对变性的要求至少持续 5 年

以上。

7．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 1

年以上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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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份证明文件上的性别与其性别认同不符，导致他们面临公众羞辱、歧视，
以及寻找工作时非常困难。这样的规定不仅违背了个人自主性，也否认了跨
性别人士有能力确定自己的性别身份。实际上并非所有跨性别人士都希望进
行变性手术。而完成手术才能修改性别的规定，忽视了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那些无法进行手术的人，终生无法获得与自己性别认同相符的身份证明文件。

2008 年中国公安部就山东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关于公民在国外实施
变性手术后如何为其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的请示” 做出批复。该批复规
定了修改性别信息的程序，要求提供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公证部
门出具公证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235 

广东省除了公安部要求的文件之外，还要求当事人如果属于机关、团体、
学校、企事业等单位的，需要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准予变更的证明。236 这
意味着当事人必须通知单位，并获得单位的同意和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证件上性别的修改和审批，权限在地方一级公安机关。
237 本报告所采访的跨性别性工作者，绝大多数选择离开家乡到城市生活。
但是，如果要修改户口或身份证上的性别信息，他们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
可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这使得很多人不愿意修改身份证明文件上的性别信
息。

学籍和学历信息修改

尽管户口和身份证上性别信息的修改有政策可循，但学籍信息和学历证
书的修改却没有统一的规定。学籍是在校学生学习资格的认可 238，由高校
进行管理。如果一人在校期间变性，学籍信息的修改是可以操作的，不少省
份都有学籍信息修改的政策。如湖北，要求在校期间户籍性别变更的学生提
供一系列的证明文件，来修改学籍中的性别信息。239 贵州省也要求学生提
供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当地派出所和县级公安机关相关证明来进行修改。
240

而如果在毕业之后变性，要修改学位证书上的性别信息，则几乎是不可
能的。学历证书由教育部颁布，但目前没有任何政策关于如何修改学历证书
上的信息。网友“益西青绕”在网上分享了他如何来跑各个部门咨询修改学
历上性别信息的流程。他被告知：需要把材料给学校教务处，他们将资料上

23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公民手术变性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2008 年 10 月 23 日。

236. 广东省公安厅，《公民手术变性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http://zwgk.gd.gov.cn/006940140/201108/t20110822_267369.
html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237.《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公民手术变性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

238.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籍电子注册相关疑问解答》。http://www.chsi.com.cn/help/xjcx.jsp（访问日期：2014年11月11日）。

239.《湖北省普通高等教育学籍电子注册关键信息变更工作细则 ( 试行 )》， 2012 年 12 月 19 日。第六条第 8 点：在校期间户籍

性别信息变更的 , 还须提供县级公安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原件。记载有变更情况的户口薄或集体户口底页，也应当提供。证

明中应当载明变更的原因、变更前后的内容、变更时间、出具证明单位的办公联系电话。

240. 贵州省教育厅学生处，黔教考发〔2009〕195 号，《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信息修改办理程序的通知》。

2009 年 7 月 13 日。http://xsc.gzsedu.cn/Item/11344.aspx（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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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审核后会发一份申请
函给教育部——教育部更改电子学历，然后逐
层返回。他按照流程递交材料，但在等待了一
个多月之后，学校拒绝帮他上报，学历信息也
就无法修改。最后他建议需要用学历证书去找
工作的变性朋友，使用伪造证书，或者使用修
改的复印件。241

变性之后学历上的信息无法修改，就意味着变性者原有的学历无法获得
社会的承认，这使得他们寻找工作、在社会上立足面临很大困难。

婚姻权利

我国法律目前没有对变性人结婚能力做出具体规定，包括限制性的规定。 
变性人与其他人一样，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条件，就能登记结婚。这包
括完成了变性手术（具备另一种性别的生理特征），并更改了户籍和身份证
上的性别（即获得法律性别）。243 但中国不承认同性婚姻，婚姻被认为是
一男一女异性之间的结合。244

在实践中，中国也出现一些变性人结婚的实例。如 2008 年，四川人章
琳在变性后与男友杨启成结婚。245 一变性手术专家所做的 108 例变性人中，
有 54 人结婚。246

国际准则

跨性别者背负着沉重的污名，他们常常被社会边缘化，面临严重的歧视
和暴力。

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在人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文件，阐述了所有人类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宣扬的普
世价值，是之后颁布的一系列国际人权法的基石。作为联合国成员，中国承
认和支持《世界人权宣言》。

尽管联合国人权机构强调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但在对待性倾向和性别
认同的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分散和不统一的。为了在国际人权法律上

“变性之后学历上的

信息无法修改，就意味着

变性者原有的学历无法获

得社会的承认，这使得他

们寻找工作、在社会上立

足面临很大困难。”

241. 益西青绕，《关于如何改学历》。http://tieba.baidu.com/p/2716786762（访问日期：2014 年月日）。

242. 吴国平，《变性人的结婚权利研究——以婚前变性为视角》。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期。

243. 同上。

244. 张迎秀，《结婚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年：54。

245. 宋林风，《国内首位登记结婚变性人的 4 年非典型婚姻》。《成都晚报》，2008 年 4 月 30 日。http://news.sohu.
com/20080430/n256599805.shtml（访问日期：2014 年月日）。

246. 吴国平，《变性人婚后变性权及其婚姻家庭关系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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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问题达成坚实的共识，一批国际专家2006年发布了《日惹原则》－－
即将国际人权法应用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事务的原则。这些原则集中了所有
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在保护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标准，并将其应用到性倾向
和性别认同的相关问题，强调了国家的基本义务。247 

性别认同作为一项权利，也逐渐在联合国和政府间的层面逐渐获得关注。
2011 年 6 月，人权理事会通过了联合国第一份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的
决议，对因个人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遭受的暴力和歧视表示“高度关切”。
248 中国对该决议投了弃权票。249

决议要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起草一份报告，并组织研讨来讨论报告的研
究结果和建议。这份报告于 2011 年 11 月发布，该报告检视了针对性取向和
性别认同的歧视性法律和实践，以及如何运用国际人权法来终止针对性取向
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人权侵害。250 以该报告的研究结果为基础，人权理事
会于 2012 年 3 月 7 日展开了一场小组讨论，这是联合国政府间机构首次就
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开展正式辩论。251 

平等和非歧视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多个联合国公约委员
会明确表明，禁止歧视的定义中包含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如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提出：“性别认同也被认定为禁止的
歧视理由。例如，跨性别人士、变性人和间性人的人权往往遭受严重侵犯，
如在学校或工作场所被骚扰。”252

此外，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27号关于老年妇女和人权保护的一般
性意见中，委员会强调，作为缔约国的核心义务，国家必须在法律上禁止包
括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在内的歧视。253 儿童权利委员会也将《儿童权利公约》第
二条规定的不歧视权解释为包含性别认同，强调缔约国必须解决歧视弱势或被
边缘化的儿童群体的问题，包括男女同性恋、变性或跨性别儿童在内。254 

247.《日惹原则》问与答。http://www.yogyakartaprinciples.org/principles_ch.htm（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248.Human Rights Council,  “Human Right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July 14, 2011. 第 17/19 号 决 议（A/HRC/
RES/17/19）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ouncil/docs/19session/A.HRC.19.41_English.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249.Human Rights Watch, “Historic Deci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passes first-ever resolution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June 17, 2011. http://www.hrw.org/news/2011/06/17/historic-decision-united-nations (accessed November 11, 
2014)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250.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Discriminatory laws and practices and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Human Rights Council Nineteenth session.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ouncil/docs/19session/A.HRC.19.41_English.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25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问题的小组讨论，2012 年 3 月。 http://www.ohchr.org/ch/Issues/Discrimination/
Pages/PanelSexualOrientation.aspx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252.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不歧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二条第 2款。U.N. Doc. E/C.12/GC/20 (2009)。
253.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缔约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条之下的核心义务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2010

年12月16日。CEDAW/C/GC/28.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G10/472/59/PDF/G1047259.pdf?OpenElement （访

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254.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 ( 儿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的权利 ), 第 60 段和第 72(g) 段 http://tbinternet.ohchr.org/_
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fC%2fGC%2f13&Lang=en（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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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般性意见，公约委员会也在结论性意见、建议和其他文书中明确
提出国际法禁止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歧视。联合国各个人权公约委员会
和特别程序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针对个人性取向和性别认
同的暴力和歧视——从工作场所、医疗环境和教育中的歧视，到刑事化和针
对性谋杀。255 

中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并且签署了多个人权公约。256 因此，中国
有履行公约的义务来推动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尤其应该执行非歧视的原则
保障所有人享有足够的健康水准。正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提出：“基于性取
向和性别认同为人们提供保护并不要求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
者和变性人创设新的权利或特殊权利 , 更确切地说，是在要求保障非歧视性
地普遍享有所有权利。”257

2013年 10月 2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第二次“普
遍定期审议”。在审议前、期间以及之后的讨论中都涉及到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的问题，中国接受了以下建议：“设立反歧视法律法规，确保男女同性恋、双
性恋和变性者享有平等待遇，包括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享有平等待遇(爱尔兰)”；
以及“按照国际标准，在劳动和就业法律中加入禁止一切歧视的规定，包括基
于性取向和性别身份、族裔、宗教和艾滋病毒感染情况的歧视 (荷兰 )”。258

255. 请参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生而自由，一律平等——国际人权法中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http://www.ohchr.org/
Documents/Publications/BornFreeAndEqualLowRes_CH.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256. 中国签署并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禁止酷

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国也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5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生而自由，一律平等——国际人权法中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http://www.ohchr.org/
Documents/Publications/BornFreeAndEqualLowRes_CH.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1 日）。

258.Human Rights Council, Twenty-fifth session.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China and Macao, China),” A/HRC/25/5, December 4, 2013.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88/55/PDF/
G1318855.pdf?OpenElement  （访问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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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结与建议

在中国，作为跨性别人士并不面临直接的法律惩罚。但反歧视法、性别
改变医疗服务和艾滋病干预的缺失，意味着该人群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跨
性别者的生活面临着诸多歧视，包括教育、就业、住房和医疗等；跨性别性
工作者更面临警察的打压，以及更高性病和艾滋病风险。

中国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而且持基于谨慎保守 “不
支持，不反对，不提倡” 原则。259 这种态度阻碍了中国在维护性少数人群
的权益上有所作为。2014年 9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人权、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决议，表达了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问题的关注。中
国对该决议投了弃权票。260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中国对跨性别的关注也极少。目前国家《遏制于
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中并不包含跨性别人群。尽管一些省市开
始意识到跨性别人群的艾滋病问题，但也未能采取行动。2010 年一项针对成
都市的调研发现，当地跨行别人群主要由反串艺人、站街妹和变性人组成，
总体规模为 300 人左右。其中站街和变性人主要服务异性恋男性，与男男人
群的接触较少，估计人数在 100 人左右。尽管有权威的国际指南对跨性别群
体的艾滋病干预提出建议，由于人数较少，成都市的决定跨性别作为男男的
亚群体之一，不单独制定艾滋病防治规划。 261

我们的研究发现，跨性别性工作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包括男男性
行为者，跨性别人士和变性人。他们的艾滋病脆弱性和不同的健康需求应
当进行仔细的评估，提供针对性的服务。目前中国现在正在起草 2016-2020
年的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制定一个专门针对跨性
别群体的艾滋病防治策略。

在全球层面，跨性别人群的健康和权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4 年
在墨尔本召开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流行病学的实证数据展现了跨性别人群
所面临的极高的艾滋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在大会上发布了新的《重点人群
艾滋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关怀综合指南》，针对包括跨性别在内的五个人
群的干预措施提出了建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五个人群“最易感染艾滋
病毒，但却最难获得艾滋病毒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他们被排斥在主流的

259.Tom Mountford, “The Legal Position and Statu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op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ch 2010.

260.Human Rights Council, Human Rights Council adopts resolution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and concludes twenty-
seventh session.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5109&LangID=E（访问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

261. 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成都市 MSM 亚群体规模及性健康需求和行为评估分析报告》，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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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之外，歧视性法律和政策是影响他们获得适当服务的主
要障碍。”262

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健康领域的资助
方。考虑到主流社会对性别的期待会使性少数人群更加弱势，从而对健康产
生影响，全球基金制定了《全球基金性别平等战略》以及《全球基金性取向
和性别认同战略》。这些战略为如何在全球基金项目中关注到性取向和性别
认同问题，提供了具体的指引。263

与此同时，有更多的国家予以跨性别法律上的承认。2014 年 4月，印度
最高法院裁定承认“第三性别”，即允许有男女之外的第三种性别选择。这
项裁决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印度数百万“海吉拉斯”（hijras），
即跨性别人士，自此将获得法律认可。2642014 年 11月，马来西亚上诉庭做出
判决，认为森美兰州的伊斯兰刑法规定穆斯林男性穿着或打扮成女性是一项
罪行，这是违宪的。265 此外，尼泊尔、孟加拉、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德国
等均承认第三性别。266 

这些改变也发生在教育领域。2014 年 5 月，加拿大温哥华教育局对
2004 年出台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条例进行了修订。修改草案中最大的
改变是关于跨性别学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认同的性别来决定着装，学生
有权根据自己的性别认同选择厕所和更衣室。而且跨性别被定义为包括进行
了医疗上变性的人，以及仅仅通过着装、姓名等来表达性别认同的人。267 

在很多方面，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和其他性工作者一样面临类似的挑战。
但是，由于性工作者和跨性别身份的双重污名和歧视，跨性别性工作者面临
的挑战更为严峻。在性工作被刑事化的地方，由于惩罚性的执法行动，性工
作者常常面临着暴力的风险。因此，性产业和其中的从业者会进行自我调整，

262.《世卫组织称艾滋病毒最高风险人群未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2014 年 7 月 11 日。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
releases/2014/key-populations-to-hiv/zh/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263.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The Global Fund Strategy in Relation to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http://www.theglobalfund.org/documents/core/strategies/Core_SexualOrientationAndGenderIdentities_Strategy_en/ （ 访

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264.Dhananjay Mahapatra. “Supreme Court Recognizes Transgenders as Third Gender.” Times of India, April 15, 1014. http://timesofindia.
indiatimes.com/india/Supreme-Court-recognizes-transgenders-as-third-gender/articleshow/33767900.cms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265.“Malaysian court overturns law that banned cross-dressing.” The Guardian, November 7,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
world/2014/nov/07/transgender-malaysia-court-law-crossdressing-appeal（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4 日）。

266.Zhang Baoyu. “India recognizes ‘third gender.” Youth Reference, April 24, 2014. http://news.ifeng.com/a/20140424/40028659_0.shtml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Lucien Mae, “Hijras recognized as third gender in Bangladesh”. Four Two Nine. November 
14, 2013. http://dot429.com/articles/3467-hijras-recognized-as-third-gender-in-bangladesh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Ria Misra, Pakistan Recognizes Third Gender. Huffpost Politics. http://www.politicsdaily.com/2009/12/25/pakistan-recognizes-third-
gender/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267.Vancouver School Board, Draft Revised Policy and Regulati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ies (ACB and ACB R-1 ACB). April 
10, 2014. http://www.vsb.bc.ca/sites/default/files/C3%20%20item%202%20ACB%20draft%20policy%20and%20reg%20memo%20all.
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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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惩罚。这会导致性工作者人群流向更危险的地区，并减少性工作者在
选择顾客和协商安全套使用时的谈判能力。268 这也妨碍了性工作者在遇到
暴力时向警察求助。269

多个国际机构已经得出结论，即性工作的去刑事化，以及性工作者参与
制定有关的政策，能够最有效地解决性工作者面临的人权侵害问题，并提高
艾滋病服务的获得和有效性。270

2012 年，在一份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共同发布的报告《亚太地区的性工作和法律》中，这几家联合国机
构认为去刑事化是最有效的“让性工作者全面享有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的方
法”。271 去刑事化是指去除：

对性工作者或顾客刑事化的法律；

对与性工作有关活动刑事化的法律，包括有关：招嫖；靠性工作的收入
生活；诱使卖淫；拉皮条；妓院的运营和管理；宣传或推广；

要求对性工作者进行强制艾滋病或性病检测或治疗的法律；272

以教育、挽救或康复的名义，对性工作者进行强制拘留的法律。 

全球艾滋病和法律委员在一份2012年的报告中，呼吁国家改革其对待性工
作的方式，将性工作和性工作有关活动去刑事化，保障安全的工作条件。273 在
关于性工作者艾滋病和性病干预项目的建议中，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
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建议所有国家向性工作去刑事
化的方向迈进，避免使用不公平的非刑事法律法章来反对性工作。274 

268.Anand Grover,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the enjoyment of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HRC/14/20, April 27, 2010.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ouncil/docs/14session/
A.HRC.14.20.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269.Susanne Y.P. Choi and Eleanor Holroyd, “The influence of power, poverty and agency in the negotiation of condom use for female sex 
workers in mainland China,” Culture, Health& Sexuality, September-October 2007, 9(5): 489-503.

270.UNAIDS Reference Group on HIV and Human Rights, “5 Issue Paper for the Session: HIV, sex work and human rights. Fifteenth Meeting, 
December 4-6 2013,” http://www.hivhumanrights.org/commitmenttohumanrights/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4/09/5-Sex-
work-issue-paper-FINAL-rev-post-mtg.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271.UNAIDS, UNFPA and UNDP. “Sex work and the law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Geneva, 2012.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undp/
library/hivaids/English/HIV-2012- SexWorkAndLaw.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272. 同上。

273.Global Commission on HIV and the Law, “Risk, Rights and Health,” July 2012. http://www.hivlawcommission.org/resources/report/
FinalReport-Risks,Rights&Health-EN.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274.WHO, UNFPA, UNAIDS, NSWP,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IV and other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for Sex Worker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Dec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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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1. 禁止对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取向的歧视。应当在反歧视立法中包
含对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取向的保护。

2. 根据国际人权准则，制定透明、有效的程序，赋予公民根据自己的性
别认同，修改其法律文件上的性别信息的权利，包括身份证、护照、户口、
学历证明和其他文件；

3. 让公民能够根据自己的性别认同来确定法律文件上的性别，而不把完
成变性手术作为修改身份证件信息的前提条件；

4. 根据跨性别人群的需求提供艾滋病和其他健康服务。在新的遏制与防
治艾滋病规划（2016-2020）中包含针对跨性别人群，特别是跨性别性工作
者的艾滋病干预策略；建立支持性的法律环境。中国的艾滋病监测系统应当
包含跨性别人群，以了解这一人群的疫情状况。应当把跨性别者从男男性行
为者群体划分出来，开展针对性的艾滋病干预；

5. 资助关于跨性别人士人权和健康状况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包括他们所
面临的歧视和隐私权问题；

6. 支持社区组织为跨性别人士提供健康、法律和其他服务。在法律上承
认社区组织的地位，为他们的注册提供便利条件，并提供经济支持；

7. 在征询跨性别者及其组织意见的前提下，资助教育和培训项目，以推
动对跨性者人权的尊重；

8. 向医务人员提供性别认同、非歧视，以及跨性别需求和权利的培训；
保障面向跨性别人士的医疗和心理服务的可获得性、可接受性、可承受性以
及质量；

9. 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毒品犯罪问题办公室制定的指南和原则，
来开发针对安非他命类兴奋剂使用者的服务，开展社区干预来减低安非他命
和兴奋剂带来的伤害；

10. 停止警察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和滥权行为，为执法人员提供针对跨
性别者人权、性别认同和非歧视的培训；

11. 预防、调查和惩罚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和其他不当行为，对这些行
为开展调查并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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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资助方的建议

1．资助针对跨性别人群的需求而提供的艾滋病和健康服务。根据已有
的实证经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基金、联合国机构等制定的指南，制
定包含跨性别人群在内的国家艾滋病战略，推动支持性的法律环境；

2．支持社区组织来提供面向跨性别人群的健康、法律和其他服务；

3．资助关于跨性别人士人权和健康状况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包括他们
所面临的歧视和隐私权问题；

4．支持针对医务工作者的培训，包括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工
作者和一般的从业人员，培训内容包括跨性别人士的需求和权利，以及对其

人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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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者

亚洲促进会

亚洲促进会的工作主要面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草根组织。这些组织大
多数来自边缘社群，主要关注健康议题。我们为这些组织提供培训，帮助其
达到高标准、有效和透明的机构管理，为机构未来的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同时我们的培训也致力于帮助组织开展严谨的社区研究。我们的目标是帮助
合作伙伴在地方、国家以及全球层面开展有效的倡导。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访问：www.asiacatalyst.org 

北京佐佑中心

即原北京同行工作组，于 2004 年成立。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在男
同性恋人群中深入持久地宣传普及艾滋病预防及自我保护知识，帮助大家树
立良好的性健康安全意识。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倡导同志文化和性别文化，并
维护同志的自身权益。

从 2007 年开始为北京地区男性性工作者及跨性别性工作者提供服务。
包括职业健康及安全知识宣传，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提供医疗转介及快
速检测服务等。并透过制定宣传材料、外展、社群聚会等活动为性工作者搭
建内部信息交流的平台，鼓励性工作者互助，并呼吁最终消除歧视和维护自
身权益。

上海心生

上海心生 SCMC (Shanghai CSW&MSM Center) 是一家关注性别弱势与性别
少数人群权力和健康的非政府、非盈利机构。我们致力于改善性别弱势与性
别少数人群的生存环境，为之提供较为完善的医疗和法律服务。我们长期与
众多学术机构、大众传媒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合作，为促进性别弱势与性别少
数人群生存环境的改善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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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被访者的基本状况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年龄

16-24 4 5.71

25-30 39 55.71

31-40 22 31.43

≥ 40 5 7.14

婚姻状况

未婚 57 76.0

在婚 10 13.33

离异 3 4

有孩子 5 6.67

户籍

本市 2 2.86

外省 68 97.14

文化程度

文盲 1 1.43

小学 4 5.71

初中 / 中专 19 27.14

高中／大专 40 57.14

大学及以上 6 8.57

变性状况

完成变性手术 2 2.86

隆胸 30 42.86

 是否计划变性

是 17 24.29

否 53 53

性别认同

男性 24 34.29

女性 30 42.86

第三性别 16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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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

为规范变性手术技术审核和临床应用 , 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 制定
本规范。本规范为技术审核机构对医疗机构申请临床应用变性手术技术进行
技术审核的依据，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师开展变性手术的最低要求。

本规范所称变性手术，是指通过整形外科手段（组织移植和器官再造）
使易性癖病患者的生理性别与其心理性别相符，即切除其原有的性器官并重
建新性别的体表性器官和第二性征。

一、医疗机构基本要求

（一）医疗机构开展变性手术技术应当与其功能、任务相适应。

（二）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或整形外科医院，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准登记的
整形外科诊疗科目。

（三）医院设有管理规范、运作正常的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
家组成的变性手术技术临床应用伦理委员会。

（四）整形外科。

1. 设置整形外科 10 年以上 +，床位 20 张以上，有较强的整形外科工作
基础。

2. 能独立完成整形外科各种手术，包括器官再造和组织移植。

3. 病房设施便于保护变性手术患者隐私和进行心理治疗等。

（五）有至少 2 名具备变性手术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在职医师，有
经过变性手术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与开展的变性手术相适应
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二、人员基本要求

（一）手术组由整形外科医师为主组成，必要时可有其他相关科室医师
参与。

（二）手术者：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本院在职医师，执业范围为整
形外科，具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整形外科临床
工作 10 年以上，其中有 5 年以上参与变性手术临床工作的经验，曾独立完
成 10 例以上的生殖器再造术。

（三）第一助手：从事整形外科临床工作 5 年以上的整形外科医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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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相关科室具有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

三、技术管理基本要求

（一）遵循整形外科以及相关学科诊疗规范和技术操作常规。

（二）变性手术的实施顺序：生殖器的切除、成形是变性手术的主体手术，
任何改变第二性征的手术必须在性腺切除之后或与性腺切除术同期进行。

（三）手术前要求患者必须提供的材料和应当满足的条件：

1. 手术前患者必须提交的材料：

（1）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患者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

（2）有精神科医师开具的易性癖病诊断证明，同时证明未见其他精神
状态异常；经心理学专家测试，证明其心理上性取向的指向为异性，无其他
心理变态。

（3）患者本人要求手术的书面报告并进行公证。

（4）患者提供已告知直系亲属拟行变性手术的相关证明。

上述材料须纳入病历资料。

2. 手术前患者必须满足的条件：

（1）对变性的要求至少持续 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

（2）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 1年以上且无效。

（3）未在婚姻状态。

（4）年龄大于 20 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5）无手术禁忌证。

（四）实施变性手术前，应当由手术者向患者充分告知手术目的、手术
风险、手术后的后续治疗、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变性
手术的后果，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五）医院管理。

1. 实施变性手术前须经过医院和伦理委员会同意，获准后方可施行。

2. 完成每例次变性手术的一期手术后，将有关信息按规定报送至相应卫
生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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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腺切除后，送病理检查，其他组织视情况送病理检查。

4. 变性手术后，医院为患者出具有关诊疗证明，以便患者办理相关法律
手续。

5. 医务人员应尊重患者隐私权。

（六）开展变性手术的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变性手术后随访制度，按规
定进行随访、记录。

（七）医疗机构和医师按照规定定期接受变性手术技术临床应用能力审
核，包括病例选择、手术成功率、严重并发症、死亡病例、医疗事故发生情
况、术后病人管理、病人生存质量、随访情况和病历质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