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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媒体塑造公众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

传统上，主流媒体看不到 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

人群。

1949年至上世纪 90年代初期，“同性恋”这个词在媒体中基本不存在或

是负面的，几乎没有人向社会或媒体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倾向，

大多数媒体长期以来也对此持沉默态度。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资讯的发达，

这种状况大为改观。1998年 6月，《希望》杂志以 21个页面推出“认识同性恋”

特刊，成为中国大陆首个由主流杂志制作的同性恋专题报道。2004年 12月 2日，

CCTV新闻频道“央视论坛”栏目播出《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这是官方

核心媒体首次正面报道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状态。

随着媒体对 LGBT人群和议题的报道逐渐开放，越来越多公平、准确和有

包容性的新闻媒体报道为提升大众对 LGBT群体的认识和理解起到很大帮助。

les+感谢这些报道背后的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尽到媒体的责任而付出了艰苦的

努力，他们为那些忽略或有意歧视这些议题的媒体人士树立了良好榜样。

但是，许多记者、编辑和制作人仍然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当越来越多的

公众人物对 LGBT人群发出多元言论，引发公众的热烈关注和广泛讨论时；当

LGBT群体的生活与主流媒体报道的传统家庭、信仰、经济、健康、政治、体育、

娱乐和无数的其他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相碰撞时；当“支持同性恋”或者“反

对同性恋”的二元论报道已经开始变得陈旧单一时，媒体从业人员对于 LGBT

人群歧视、猎奇性的语态报道已经无法吸引，甚至伤害了那些想要了解 LGBT

人群生活经验和观点的读者们。已经形成一定社会力量的同性恋群体也不再满

足于在新闻媒体中始终以负面的形象出现。

这正是这本《LGBT媒体报道建议手册》出现的原因。les+希望这本手册

为关注 LGBT议题的中国媒体从业人员提供了及时和准确的信息。我们 les+相

信最好的新闻报道能通过客观的报道，感人的故事和得体的表达让所有的媒体

受众得出自己的观点。当你（媒体从业人员）正在努力公正、准确地报道 LGBT

社群时，我们期望你能够在报道中给予 LGBT群体表达的机会。

*本手册全文以 LGBT简代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

les+是一家面向中国拉拉（女同性恋、女双性恋、爱女人的跨性别人士）的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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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女同性恋、女双性恋、爱女人的跨性别人士创造话语空间，促进社群和公众的

观念改变，实现性别和性倾向多元差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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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LGBT 词汇解析

我们按照不同的分类，解析了 LGBT 社群的常用
词汇。这是媒体在做相关议题报道时所需要的
入门知识，同时也展现着 LGBT 丰富多彩的文化
脉络。认识这些词汇，是认识 LGBT 社群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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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 基本词汇

同性恋 (Homosexual)

指对同性产生爱情及性欲的性倾向。

早期在医学用语里，这个词带有病理性的含义，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正式

将【同性恋】从第三版《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去除。

同志

同性恋的代称，泛指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

起源于 1989年林奕华筹划的首届香港同志电影节，这个词在中国大陆及中文地

区已被广泛使用和接受。

直人（Straight）

异性恋者的代称。这个词因相对“异性恋”来说没有特别突出性倾向的分化而

在中文地区经常被使用。

直同志

【Straight】与【同志】的组合，指认同性恋、对同性恋者友善的异性恋者。

酷儿（Queer）

指性别身份、性倾向以及性爱方式不同于传统规范和主流价值的人。英文原指“古

怪、反常的”，但上世纪 80年代以来被同志社群广泛使用，以反抗主流社会的

歧视。

恐同症（Homophobia）

同性恋恐惧症的简称。指厌恶同性恋、对同性恋者持有观念上的偏见并有行为

上的排斥。

安全性行为

指可以保持人们身心健康的性行为方式。

狭义指减低性病、艾滋感染风险的性行为，广义包括进行性行为时的心理状况

和环境。

出柜（Come Out）

指同性恋者向他人表明其性倾向。

由于社会压力，同性恋者常常隐瞒自己的性倾向，如同藏身于衣柜中。当他们

向外界表明其性取向身份时，即被称为“走出衣柜”（come out of the closet）

简称【出柜】。

不分

字面意思为“不被分类的”或“难以分类的”。近年来在女同性恋文化中出现

的词，指装扮、行为、气质没有特别界定，或可因伴侣特质而改变的女同性恋者。

目前也被男同性恋者沿用。

形式婚姻

指因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压力，由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组成的没

有实质婚姻内容的，看似为异性恋结合的“婚姻”。

同性婚姻

指性别相同的两人之间由法律或社会承认并保护的婚姻关系。

同妻 /同夫

【同妻】指男同性恋者的异性恋妻子。

【同夫】指女同性恋者的异性恋丈夫。

流氓罪 /鸡奸罪

特指有选择性地迫害同志的法律。

1997年中国新刑法中删除了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与“鸡奸罪”，

从而实现了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

这两个词绝对不应用于形容同志关系、性行为或性倾向。

多元性别相关词汇

L—lesbian（女同性恋者常用词汇）

拉拉（Lesbian）

中国大陆对女同性恋者的常用称呼，从台湾的“拉子”影响而来。

蕾丝边 (Les)

来自英文单词“lesbian”的直译，中国大陆常见用法，也可被简称为【蕾丝（les）】。

T/P

根据外在性别特质而对女同性恋者的称呼。

【T】为 Tomboy的简称，指装扮、行为、气质较阳刚，或在性生活中处于主

动地位的女同性恋者。

【P】来自台湾的“婆”，泛指装扮、行为、气质较阴柔者。



  |  98  |   

G—gay（男同性恋者常用词汇）

男同志（Gay）

指男同性恋者。【Gay】有时也泛指男女同性恋者。

1/0

形容男同性恋者性行为的词。

【1】指的是性行为中的插入的一方；【0】指的是被插入的那一方。

熊 /猴

【熊】指男同性恋者中体态较魁梧饱满者；【猴】则为纤瘦骨感的人。

B—Bisexual (双性恋常用词汇 )

双性恋（Bisexual）

指爱慕、情欲对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并产生情欲流动的人。

双（Bi）

为【双性恋 /Bisexual】的简称。

T—Transgender (跨性别常用词汇 )

跨性别（Transgender）

泛指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同于其生理性别的常规期望的人，包括有变性欲望

者（Transsexual，不论有没有接受变性手术）；变装者（Cross-dresser，偶尔

或经常穿着异性服装，但没有变性欲望，也不一定有同性倾向）。

变性（Transsexual）

指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一样的人，通常希望以荷尔蒙或手术来改变性别状态。

FTM/F2M（Female-to-Male）

指跨性别人士中的女跨男。

MTF/M2F（Male-to-Female）

指跨性别人士中的男跨女。

变装者（Cross-dresser）

指偶尔或经常穿着与自己生理性别相反，但没有变性欲望，也不一定有同性倾向的人。

在报道此类相同描述的人群时，应使用【变装者】而不是“异装 /变装癖”这

类带有歧视性的词汇。

性别

指对一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区分。婴儿出生时根据身体特征（包括染色体、荷

尔蒙、内生殖器官和外生殖器官）而被指定为一个性别。

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

指在生理以及心理上对自己的性别的的判断和感觉。对于跨性别者来说，他们

出生时接受的生理性别跟他们本身内在的性别认同往往不一致。

性别角色

通常指社会对不同性别赋予的行为要求和责任。

这种对性别的要求和预期在各个社会文化中都是不同的，但也会有一些广义的

共通性，例如，参加战争通常被视为是对男性而言更合适的；而抚养子女通常

是女性的任务。

性倾向 （Sexual Orientation）

指一个人在情感与性欲上对同性或异性有某种形态的持久吸引。

通常性倾向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及异性恋倾向。此外，亦有无性恋倾向的概念。

同志运动、事件相关词汇

世界艾滋病日

【世界艾滋病日】是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由世界卫生组织于 1988年 1

月提出，定为每年的 12月 1日。

这一天也是同性恋社区组织开展防艾宣传及消除感染者歧视的重要活动时间。

彩虹旗

由红、橙、黄、绿、蓝、紫六种颜色组成的多彩旗帜，分别代表“生命”、“康复”、

“太阳”、“自然”、“和谐”、“精神”。是一个全球 LGBT社区公认的标志，

代表 LGBT人群的多元。

粉红三角形

倒转的【粉红三角形】是纳粹在二战时期用于鉴别男同性恋者的标志。现在这

个标志在同性恋自豪日和同性恋权利运动中被收回使用，它也是彩虹旗以外最

流行的标志之一。

同性恋自豪日

每年 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同性恋自豪日】。它主要有三个意义：人们应

当为性向的自我认同感到骄傲；性倾向的多元呈现是一份厚礼；它是天生不能

任意改变的。

【同性恋自豪日】同性恋权利运动的重要一部分，这一天在全世界都会有骄傲

游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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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恋自豪日

起始于 1999年，定为每年的 9月 23日。这一天被用来宣传人们能够重视及正

确认识双性恋，并让大众了解双性恋者的历史与文化。

跨性别纪念日（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rance）

每年的 11月 20日为【跨性别纪念日】（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rance，简

称 TDOR）。

这是一个为了向 1998年 11月 28日被谋杀的跨性别者 Rita Hester致敬而发起的，

用来缅怀跨性别恐惧受害者和仇恨犯罪罹难者的日子。

骄傲月游行

指为了纪念同性恋自豪日、同性恋解放斗争、争取同性恋权益所举行的游行庆典。

石墙事件（Stonewall Riots）

指 1969年 6月 28日凌晨发生于纽约市西区格林尼治村中的石墙酒吧因警方临

检而爆发的自发性暴力示威冲突。

石墙事件被认为是美国史上同性恋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导的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

实例，也是标志着全球同性恋权益运动发起的关键事件。

需要避免的歧视性用语

您也许经常会听到有人会用【玻璃】、【变态】等带有歧视性含义的字眼来形容

同志群体。下面例举了一些必须要注意的恐同词汇和一些歧视性的称谓。

【玻璃】、【飘飘】、【人妖】、【不男不女】、【基佬】、【娘娘腔】等其他称谓

这些词都带有较强的性别偏见与人身攻击的侮辱性意义，都是不应该被使用。

【变态】、【性别错乱】、【有病】、【异常】、【不正常】、【搞基】等其他描述

早在 2001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同性恋”就已经从

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中国同性恋是非病理化的，也不是某种心理或生理上得

障碍。但时至今日，【变态】、【有病】、【不正常】等语言还常用来贬低同

志的人格尊严，或者在暗指他们有精神类疾病可对社会造成威胁。应该避免在

报道同志社区事件时使用这类言论。

把同志、同性恋跟恋童癖、重婚、一夫多妻、通奸、乱伦、卖淫等字眼联系起来

一个人的性倾向跟上述这些字眼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同样一件负面报道，例如

重婚，报道者可能就不会特别提及异性恋的身份，如果此时特别注明同性恋，

就是暗示同志对社会、家庭以及儿童构成威胁。这样的做法是有污蔑性的，建

议尽量避免使用这样的语言和暗喻。

国际媒体报道LGBT修辞指南

美联社、《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修辞指南

在美国，例如【Homosexual（同性恋）】这一源于医学用语且带有贬义，如被

有意使用就有暗指同志是疾病的一种，或在心里及感情上有障碍，所以像美联

社、《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限制这个词的使用。美联社和《纽约时报》

的编辑更加明令禁止使用【性取向（Sexual Preference）】和【同性恋生活模式（Gay 

Lifestyle）】等不正确用语。

下列是三家媒体各自的修辞指南中关于 LGBT报道时的编辑指引：

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2006)

【Gay（同志）】

用于形容被同性吸引的男士或女士，虽然对于女同志来说，【Lesbian】一词更加适合。

除非是医学报道，否则更应该使用【Gay】而不【Homosexual】一词。

除非跟新闻故事有直接关系的，否则个人的性倾向不应该在报道中被特别注明。

避免使用【性取向】或同性恋等字眼。

【Sex Changes （变性）】

如果一个人的外表特征或装扮跟他 /她的生理性别相反或不吻合。应该征求被

访者意见，使用他 /她所偏爱的代名词。如果该代名词没有明确表达，那么就

使用与此人生活中所表现的性别相符的代名词。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2005)

【Admitted Homosexual（自认同性恋者）】

避免使用这个词，因为它带有羞辱和罪恶的暗示。

【Bisexual（双性恋）】

不要用简化了的俗语【Bi】

【Homosexuality（同性恋）】

避免使用这个词，因为它的医学含义带有贬义。

【Gay（同志）】

在报道社会或文化认同和政治与法律事件的时候，【Gay】比【Homosexual】

一词更适合，例如：Gay Literature.在报道特定的性行为和心理或临床倾向的时

候才使用【Homosex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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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y】可以更广义的指同性恋男性或女性。在特别需要指出女性的时候，

【lesbian(女同志 )】会更加适合。

【Gay Rights（同性恋权益）】

因为这词会被误解成其他人不能拥有的【特殊权益】，这个词可能会引起更多

的反对，所以【平等权利】这个词更加适合。

【lesbian(女同性恋者 )】

除非是用在团体名称中，单词首字母一般是小写。

【Sexual Orientation（性倾向）】

绝对不要使用【性偏好 /性取向】来指代性倾向，因为这一词有暗示表明

【Sexuality性向】是一种选择。只有在与所报道的故事有直接关系，而且对报

道者来说很明确的时候才报道一个人的性倾向。

【Sexual Preference(性取向 )】

应该使用【性倾向】一词。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006）

【Gay 同志】

除非跟所报道的事件有直接关系，一个人的性倾向不应该被提及。如果一定需

要提及一个人的性倾向，在英文中【Gay】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女同

志可以说是【Lesbian】。不应该说【Gay and Lesbian】，因为【Gay】一词已

经包括女同志。

应该说【同性恋者权益活跃人士】而不是【同性恋活跃人士】。不是每一个支

持同志权益的人都是同性恋人士。仅报道一个人是同志的时候，应该注意如果

此人不想公开他 /她的性倾向，此报道会因此侵犯到个人的隐私。

不要使用【供认、承认（avowed/admitted）】这个词。

在报道是应避免一些标签式的联系。例如报道一件谋杀案，不需要说同性恋谋

杀案。可以问问你自己是否需要用异性恋来标签一件谋杀案类型。比如，有一

篇报道说到一个男人“告发”他的前妻“是女同性恋者”。在这种情况下，简

单地说他的前妻跟另外一个女性有关系就已经足够。

【Gay】比【Homosexual】一词更恰当。后者在英语中只限在医学临床和生物

等文章中使用。

中国古代同性恋名词解释

这些词都是源于中国古典文献中所记载的同志故事，很久以来，当【同性恋】

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中还没有出现之时，这些词汇就已经被用以形容同性之间

的亲密关系。

龙阳

古称男色为“龙阳”，“龙阳之癖”、“龙阳之好”也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

这起源于战国时期魏王的男宠——龙阳君。龙阳君泣鱼固宠的的故事见《战国策 •

魏策》。

断袖

汉哀帝为董贤断袖的故事见《汉书 •董贤传》自此“断袖”、“断袖之癖”、“断

袖之宠”等因其而出。另外“分桃”与“断袖”可并指同性恋。

南朝沈悦在其《忏悔文》中曾自述：“爱始成童，有心嗜欲。分桃断袖，亦足称多。

此实生死牢阱，未易洗拨。”

磨镜

在中国古代，女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被称为“磨镜”，即双方相互厮磨或抚摩

对方身体得到一定的性满足，由于双方有同样的身体结构，仿佛在中间放置了

一面镜子而在厮磨，故称“磨镜”。

对食

【对食】最早见于史料是汉朝。原意是搭伙共食，最初可能并无共寝之意，后

来逐渐发展出了性的意味，其解释有两种：第一指古代宫中女子间的同性恋；

第二也指宫女和太监结成挂名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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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LGBT 常见问题

同性恋在去病理化的过程中，经由各类社会
团体的倡导，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也开始
同步修改相关的法律条款。我们希望通过各
种常识、医学、法律实践的问答，来说明由
鲜活个体构成的同性恋群体，如何突破层层
的偏见、误解甚至是恐惧，在我们的社会之
中获得应有的正常对待。

常识篇

同性恋在总人口中有多大比例 ?同性恋是从外国“传染”到中国来的吗？

同性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在 3-5%左右，也有学者称

可能高于这个比例。以此保守计算，中国有至少四千万同性恋者。

科学家们还公认：同性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而不

同，历史时期和文化差异只会影响同性恋人群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公开程度；

同性恋也并非外国的舶来品，同性恋者在中国古已有之，古籍中有不少文字可

资佐证。

男同都是娘娘腔、女同都是男人婆吗？

男同都是娘娘腔、女同都是男人婆吗？这是种刻板印象。其实，并不少见

阳刚的男同性恋者和阴柔的女同性恋者，就像异性恋男性也可能有脆弱的一面，

异性恋女性也可能有坚强一面一样。此外，同性伴侣不一定按照异性伴侣的男

女二元模式进行“角色划分”。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是社会对生理性别的文化

建构。

如果全世界都是同性恋 ,人类不就绝种了吗？

同性恋不会也不可能造成人类灭绝。首先 ,不可能全部人类都是同性恋；

其次，自古就有同性恋的存在，人类并没有因此而灭绝；再者，人类的性早就

不是以生育为目的，而且同性伴侣也可以通过收养或生殖辅助技术而成为父母。

现在不少国家的同性伴侣都可以合法收养子女。有关研究比较同性恋家长

和异性恋家长抚养的孩子后发现，两组孩子在智力水平、心理调适、社会适应度、

受同伴欢迎程度等四方面并无差别。此外，家长具有什么性倾向，不代表孩子将

来也会具有这种性倾向。众多同性恋孩子的家长是异性恋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性恋是少数，怎么可以要求那么多权利？

同性恋者不是“要求”过多的权利，而是“取回”跟异性恋平等的应有的

公民权。一个开明进步的社会，应该尊重少数人群的权益，而不是因为其少数，

而对之漠视、歧视甚至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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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篇

同性恋是心理疾病吗？

同性恋不是病，更不是心理变态。早在 1974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就已将“同

性恋”一词从诊断手册中删去；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正式将“同性恋”

从精神疾患的名单上剔除。

在中国，2001年所出的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将同性

恋非病理化。所以 ,任何声称同性恋是病态、能治疗或改变同性倾向的人和组织

都是完全违背科学规律的。

同性倾向可以治疗吗？

历史上，各种偏见 (不少是宗教的 )常导致对同性恋者的残酷迫害。现在 ,

也有人企图“治疗”同性恋者，甚至采用电击的野蛮手段。但是迄今为止 ,世界

上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治疗”案例。一些唯利是图的“心理医生”,鼓吹能够

治疗同性恋，从而使同性恋者遭受了巨大的心理伤害和经济损失。

 

同性恋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变成的？

性倾向的成因，不仅并不单一，而且因人而异。多数人的性倾向形成于早

年。大量研究发现，先天的生物因素对于个人性倾向有重要影响。科学界公认，

性倾向最有可能是环境、认知和生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主流文化的认可，多数异性恋者并不会去反省自己性倾向的成因；相反，由

于社会歧视的压力，同性恋者更容易去追问自身性倾向的形成，或被他人问及

此问题。

同性恋群体会不会更容易得AIDS？

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男同性恋是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但同性恋者

本身并不是艾滋病毒传播者，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都可能经由不安全的性行为而

感染艾滋病。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因异性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人数（44.3%）

远远超过同性性传播感染人数（14.7% ）。近 5000万同志中，只有部分同志真

正生活在 AIDS高危环境中（性服务者和多性伴者），而且最终随着 AIDS防控

知识的普及 ,个人保护意识增强，只有相对少数同志感染 HIV。

同时，女同性恋是艾滋病发生率最低的人。在女同性恋性行为中，体液交

换量非常少，再加之女同性恋多为单一性伴侣，且关系稳定程度较高，使女同性

恋人群成为艾滋病及性病发生率最低的人群。

法律篇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同性恋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状况？

世界同志生存状况地图 （ILGA制作出品，2011年 5月更新，详见 18页）

同性婚姻合法

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葡萄牙、冰岛、阿根廷、

墨西哥墨西哥城，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艾奥瓦州、佛蒙特州、

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纽约州、马里兰州。

承认同性伴侣之间的民事结合

丹麦、法国、德国、芬兰、卢森堡、英国、安道尔、捷克、斯洛文尼亚、瑞士、

匈牙利、奥地利、爱尔兰、新西兰、乌拉圭、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以

及美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部分地区。此外，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在国家

一级的法律上虽不允许同性伴侣登记为民事伴侣，但将同性伴侣视为同居关系，

因此也包含在浅蓝色部分内。

承认其公民在海外或国内其他行政区合法登记的同性婚姻关系，但在本国或本

地区不进行登记

日本、以色列、墨西哥（要求全国其它地区须承认在首都合法登记的同性

婚姻关系）、阿鲁巴（仅承认荷兰境内的同性婚姻和同性伴侣之间的民事结合）、

美国的加州（8号提案通过前的同性婚姻，无论是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注册，加

州在法律上仍然视为婚姻，并享有婚姻方面所有的权益，而 8号提案通过后在

外州或其他国家的同性婚姻关系，在加州亦可享有所有婚姻权益，除了在法律

上使用“婚姻”一词外）。

同性恋自由但是同性伴侣的任何关系不被法律承认

这部分国家和地区占了大部分，其中也包括中国。

同性恋违法

根据英国 BBC的统计，法律认为同性恋违法的国家全球有 76个，它们普

遍分布于非洲、西亚及南亚等地区，其中有期徒刑包括在孟加拉、不丹、马尔代夫、

新加坡、乌干达、法属圭亚那，而更严重的死刑包括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

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苏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也门。

在中国，同性恋面临的法律环境是怎样的呢？

当前中国没有任何法律对同性恋有所规定；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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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同性恋不违法，更不犯罪。1997年以前，法律中曾对“鸡奸”行为作

过规定，也曾有同性恋者因“流氓罪”被判刑，如今，这些条款和名词都已从

法律条文中剔除。

在更为开放的港澳台地区，法律和政策实践也更为“先锋”，台湾已经提出“民

事伴侣权利”，而香港也于 1999年，在世界性学大会上通过了《香港性权宣言》，对

性权利进行全面、具体规范阐释，宣言认为性是每个人人格之不可分割的部分，性权

是基本的、普世的人权，并规定了性自由权、性自治权、性完整权、性身体安全权、性

私权、性公平权、性快乐权、性表达权、性自由结合权等 11项性权利。

在国际上，同性恋是否受到普遍意义上的保护？其依据是什么？

在国际层面，对性别和性倾向具有典型性保护意义的两项公约 /宣言分别

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下统一简称《消歧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

《消歧公约》

在线阅读：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text/0360794c.pdf

《消歧公约》，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一个为消除对妇女的

歧视（包括基于性倾向、性别身份以及性别表达的歧视）而订立的国际人权条约。

1979年 12月 18日，该公约于联合国大会通过。截至 2009年 6月，该公约共

有 186个缔约国。中国政府于 1980年 7月 17日签署该公约，同年 11月 4日交

存批准书，12月 4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

虽然《消歧公约》的起草者最初并未在当代意义上使用生理性别（Sex）、社会

性别（Gender）以及性（Sexuality）等概念，但《消歧公约》的初衷无疑是要保护所

有女性的权益。与联合国的很多其他条约一样，《消歧公约》也是与时俱进的。

性倾向、性别身份及性别表达相关的权益是女性权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

此将《消歧公约》的标准应用于此类权益的倡导有助于澄清暴力和歧视的内涵。

2010年 10月 22日，《消歧公约》拟订了两项分别关于老年女性权益和《消

歧公约》第 2条的一般性建议。两项建议都肯定了对于妇女的歧视包括基于性

倾向与性别身份的歧视。委员会进一步强调，《消歧公约》缔约国有义务坚决

反对针对妇女的一切歧视，并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尽快落实相关政策。

文件编号：CEDAW/C/2010/47/GC.1

一般性建议 27“关于老年女性及其人权保障”之第 13款：

“老年女性所遭受的歧视通常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年龄歧视，还复合了其他原

因的歧视，例如基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族群、残疾、贫困程度、性倾向与性别身

份、移民身份、婚姻及家庭状况、识字与否等等。少数族群或原住民的老年女性，身

为国内难民或缺乏国家保护的老年女性，常常遭受着程度不同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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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CEDAW/C/2010/47/GC.2

一般性建议 28“关于缔约国在《消岐公约》第 2条之下的核心义务”之第 18款：

“交叉性是理解《消歧公约》第 2条中缔约国总体义务范围的基本概念。

针对妇女的性别歧视和其他影响女性的因素是紧密相关的，这些因素包括种族、

族群、宗教信仰、健康、婚姻状况、年龄、阶层、种姓、性倾向与性别身份。

基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歧视对上述群体的女性所造成的影响，在程度上和

方式上都不同于对男性。缔约国必须从法律上认定并防止这些形式交错的歧视

以及它们之于相关女性的多重负面影响。缔约国还必须制定和贯彻能够消除此

类现象的政策及规划，包括与《消歧公约》第 4条第 1款以及与一般性建议 25

相符的暂行特别措施。”

《世界人权宣言》

在线阅读：http：//www.un.org/chinese/work/rights/ rights.htm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问世，

对人权的保护业已成为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到今天，国际人权法作为国际

法的一个重要分支，越来越多的发挥着保护人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条文有：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

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十二条，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

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

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TIPS补充性材料：

联合国关于人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决议

联合国表态： 应对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歧视

（同语翻译并制作）

第三章 中国当前媒体报道 
 LGBT 实况

近年来，媒体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的报
道数量与质量都有极大的提高，虽然仍然存在
对于 LGBT人群、事件、议题的歧视性语态报
道，但也已有着一批公正、准确和有包容性的
报道。这些报道背后的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尽到
媒体的责任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们为那些
忽略或有意歧视这些议题的媒体人士树立了良
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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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从业人员报道经验分享

每个人都是“少数派”

•《网易》

专题编辑 段吉玲

报道标题：《女人来提案之同性婚姻合法化？》

报道时间：2011年 2月 23日到 3月 16日

报道摘要：2011年两会期间，网易网女人频道做了一期“女人来提案”的专题，

主要关注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该专题一经发出，

在网络引起了强烈反响，过千万人次点击，近 3万网友发帖表达看法。

事出偶然，2月 14日情人节这天，李银河老师在网易发出一条微博，征询

网友支持同性婚姻合法提案。这条微博被迅速转发，引来数千人的评论。

在讨论中我们发现，虽然也有很多理性的声音，从婚姻制度本身、同性婚

姻可能出现的现实问题等角度对这个提案提出质疑，然而有许多反对意见则既

无理论根基，也难逻辑自洽。仅仅是因为感情上理不顺，觉得和自己太不同，

无法理解，就顺从直觉出来反对，甚至义愤填膺。我们不禁想问：当他们反对

同性恋和同性婚姻，反对的到底是什么？

其时我们正纠结于今年三八节策划“女人来提案”的主题，看到这个话题

讨论得十分热烈，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提供一个平台，让这个话题往更深入、

更有益的方向地进行下去。

整个系列策划经过几次调整，共有八个部分：

• 微博上媒体、名人、网友关于同性婚姻的热议； 

• 专访李银河，讲述提案同性婚姻的五大理由，以及中国同性恋群体现状的介绍； 

• 专访吕频，提出同性恋者可探索新的相处模式，不必拘泥于婚姻； 

• 专访首位公开支持同性恋的母亲吴幼坚女士，从母亲的角度看同性婚姻； 

• 专访同性恋群体，让大家听听同志群体自己的声音； 

• 专访同妻群体，让她们讲述自己的生活状态； 

• 女同中的杰出人物群像，发现这些杰出女性探寻、坚持真我的故事； 

• 总结专题。 

在采访同志群体的过程中，近十位采访对象都给了我长长的回复，言辞恳切。

他们曾经在面对自己生而为“少数派”的问题上的迷茫和恐慌，让我十分感动。

更可贵的是，他们都已走出那段迷茫期，对自己的身份、对自我有着深刻的理解

和认同，也因此在同性婚姻问题上有着明晰的诉求。这些对于大家了解同志群体、

了解他们对同性婚姻的需求都是很有益的。因此，接受采访这一行为本身，也是

他们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发声、争取权益的一部分。

然而，我也并不想做出同志群体勇敢出柜之类的倡议。因为在社会大环境

的普遍高压下，鼓动个体站出来与之对抗，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合适的强求。

这种情况下，让同性恋相关的话题走向公共视野，即便这一次没能促成同

性婚姻合法（可以想见，在不久的未来，同性婚姻合法是必然的，即便不一定以

婚姻的形式），都是有益的。在专题即将结束之际，传来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首

次通过初审的消息，希望这次阶段性进步里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我欣赏同志群体为去污名化、争取自己权益所作的各种努力，但同时也更

欣赏个人（无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双性恋）所作的去标签化的努力。虽然从群

体去污名化，到少数派标签下的群体权益合法化，再到去标签化的真我呈现，显

然是一条漫长的路，而我们才走在起点，但只要有更多优秀的个体涌现，这条路

就能更快更直接地走完。

猎奇只能作为报道的引子

•《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记者 梅佳 

报道标题：《中国同性恋者婚姻现状调查：期待合法化的繁华故事》

报道时间：   2009年 04月 16日

报道摘要：《中国日报 China Daily》比较早地探讨了中国同恋性者的婚姻现状，

他们有的在同志文化中心领取了具有向征意义的“结婚证”；有的伴侣在朋友之

间小范围内的举办了“社区婚礼”；到国外登记结婚或者共同购置房产，也是

另一些可能性。

其实我在开始做第一篇 LGBT相关报道之前，和大多数人一样，对 LGBT

人群有着很模糊的概念。

为了避免采访中出现不必要的误解和冒犯，我花了很大力气来查阅相关资

料、看中英文的过往报道。其后在和法律、社会学、心理等相关专家的采访中，

我形成了到现在我都会和感兴趣的同行“介绍”的基本观念：所谓 LGBT人群只

是性取向不同于异性恋的、和你我一样的人，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一定遭受过

什么挫折、更不是“变态”；你身边的所谓同志人数肯定比你想象的多；中国社

会因为没有某些宗教的影响，其实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总体是宽容的。

我在这一系列相关的报道中遇到最困难的就是开始阶段，而开始一旦以专

业的态度来做功课，以后的工作就会比较顺畅。至于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和题

材方面，同志团体是合作度非常高的，其中本身就有媒体从业人员，一旦真诚

相交，总会得到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  2524  |   

分享一些心得

选题和采访：

• 对 LGBT人群的生活点滴，读者可能会抱着猎奇的心理预期，但是作为记者，建议

至多只以满足猎奇心理为引子，主体还是真实反映境遇、困惑、解决、希冀等。

• 采访 LGBT人群时，和采访其他所有对象一样，第一要义是尊重。隐私话题谨

慎提及；一些常见的成见问题（类似：“你是扮男的还是扮女的”）请勿问及，

这只会突现出自己的狭隘和知识的匮乏。

• 采访的范围稍微大一点：同志团体负责人、普通参与者、专家、围观群众等，

帮助得到一个整体图景。

写作或制作：

• 在个人信息和照片的选用上，需要反复和本人确认，尊重他 /她的选择，以免给所

涉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 不少团体都有做一些调研，其中有不少可借鉴参考的数据来反映整体的倾向性和

情况，建议阅读和使用。

• 避免歧视性或判断性语言，让当事人、事实、数据来说话。

见报、发布或发表之后：

• 保持联系、不时联系，会得到有启发的线索，也能保证跟进和更新所面临的最新进

展、最新困难、最新成就、最新活动等。

• 跟进 LGBT报道这一领域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就我自己而言，以此衍生出了如

下可关注的领域和题材：卫生健康报道（艾滋相关）；专家动态；弱势群体；相关影

视文化报道。

• 要明晰自己的报道立场，注意鉴别，避免被误导。每个社群中都有以特殊身份来谋

私利，各种小心，都不为过。

重构现场，挖掘细节

•《体育画报 Sports Illustrated》

记者  张鑫明

报道标题：《同志爱运动》

报道时间：2011年第 02期总第 119期 1月 21日版

报道摘要：《体育画报 Sports Illustrated》封面特别报道：世界同性恋运动会是

同志群体改变社会刻板印象，争取自身权利的舞台。从 2009年开始，中国同

志勇敢地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这段美好的经历也许不能改变现实，但却足以温

暖心灵。

很清楚记得四年前的那个晚上，我的一个好朋友向我出了柜，那几天他和

男伴吵了架，濒临分手。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是同志，还哭述了和男友的感情危

机。我听到这些后愣了许久，脑子里飞快搜寻着他与“同性恋”能够搭上边的地

方，最后还是不甘心，弱弱地求证：“你，是同性恋？”他说：“我是。”

他的行为没有和常人异样的地方，但一些问题由此在我心底萌生：同性恋

到底是怎样的群体？他们的内心世界在想什么？生活和情感是否压抑挣扎？将

来的道路怎么走？

一次和编辑副总监马鉞碰选题，他说 2010年德国科隆举办了个世界同性

恋运动会，中国有人参加了，我们可以做下他们的故事。我听后来了兴趣，觉

得这也是我内心想探究的问题。于是开始搜集资料，我还买了本李银河写的《同

性恋亚文化》来做功课。在网上看到参加运动会的中国同志的名字后，对他们

在新浪微博上进行了搜索，很幸运，主要人物都注册了，随后逐步通过私信、

邮件和电话建立联系，最终一一进行了当面采访。

编辑总监姜轶很重视这个话题，一开始本来要做成“特别报道”，他提出

可以进行一次大的策划，做成封面报道，并且找我谈了两次，希望我在采访中

能深入同志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感情和日常生活，“体育只是一个载体，要报

道出中国同志群体的生存现状，抓住他们人生的戏剧冲突。”姜轶说。

马鉞强调“重构现场，挖掘细节”，他要求我通过对多个同志运动员的细
致采访重构世界同性恋运动会的现场画面，就像拍摄一部纪录片。同时报道要

符合《体育画报》价值观，注重人文故事和人性关怀，不去猎奇，同性恋和正

常人一样，也爱运动，爱生活，渴望被理解。

采访的过程也是在突破中前进，我最早到东单公园接触同志群体，但发现

那里的人多是寻找短暂性伴侣的。后来接触核心对象，从他们的工作室到家中

到工体旁的 Gay吧，一路下来采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也慢慢深入了他们的内心，

背后的故事赫然而出。

采访范坡坡，先后约了三次，在他办公室，在我单位小肥羊午餐，去他家里，因

为马钺（副总监）一直要求我采访注意细节！再细节！还原现场和人物！

《体育画报》的美编和摄影很给力，买了大量的木板，连夜喷上了彩虹旗

的六种颜色，在摄影棚搭建了一个同志空间，国内活跃的同志分子在《体育画报》

进行了集体拍摄，这在中国境内媒体尚属首次。做这个选题，当时想的就是做好，

把压抑的人群的现状表达出来，让更多压抑的人看到希望，能昂起头走下去，

我一个记者的职责就尽到了！

杂志出来后，关注度颇高，微博上大家的一致评价是：“《体育画报》，

很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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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

•《心理月刊》 

专题总监  王小屋 

报道标题：《我的孩子是同志》

报道时间：2008年 3月刊

报道摘要：这些父母们觉得自己和寻常父母一样，直到某一天，他们突然发现

自己的孩子是同志。无论对父母还是对子女，从此，生活和关系都变得完全不同。

特别是父母，在中年甚至老年开始学习做同志子女的父母，是一个痛苦的然而

却更深刻的成长过程。

报道标题：《更开放的性关系：同性恋给异性恋的五个启示》

报道时间：2011年 9月刊

报道摘要：同性恋是种相对自由、没有婚姻约束的关系模式，因它一直与异性

恋社会的夫妻道德相对，而富有争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异性恋关系到底

应该从同性恋伴侣关系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有益启示呢？本文给了五个有意思

的答案。

一开始，我去广州想采访第一个公开的同志父母吴幼坚的心路历程，我想

知道一个异性恋父母如何接纳自己的孩子，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异性恋的父母希

望自己的孩子是同志。

但当我看到《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 1月期《家有“同志”—— 一位同

性恋者和他的家庭》的报道后，我发现了一个危险的东西：记者的猎奇。

文章里写到了吴阿姨特立独行的行为，这个家庭的爸爸在报道中是不存在

的。给公众的感受是什么呢？强势的妈妈和家庭中“消失”的爸爸让孩子成为

了同志。这篇报道似乎站在了一个同志的角度，看似胜利了，但对公众反而形

成了错误的认知。

吴妈妈人特别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为同志做了很多事情。但吴妈

妈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她回答我的思路跟回答《南方人物周刊》是一样的。

我后来改变了方向，没有采写她，但我并不后悔。

在做《我的孩子是同志》这个选题时，我需要让异性恋社会接受这个议题，

让他们觉得跟自己有关联的。我选择从家庭和亲子关系介入，让人们会看到人

性里的困境。身为同志，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在这样一个真相下，你作为父母

是否接受真相，还是倾向永远看不到孩子的真实。这就让它变成了一个不是纯

粹同志的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子问题，需要父母有一点点勇气去接受身

为同志的孩子，与孩子爱的人父母不喜欢是类似的问题。因为人类的情感是相

通的。同志关系是人类关系中的一种。同志和父母的亲子关系也是亲子关系中

的一种。我们有共情的能力。

我们采访了对同志议题有很好观点的专家、同志伴侣、同志父母、心理治

疗师、同志工作推动者……多地域、多视角和扎实的报道。我们也有来自法国《心

理月刊》的支持。在法国，同志的形象是光明正大出现的。在法国版《心理月刊》

上，有 20个同志的议题。同志收养、同志伴侣相处之道等，因此，我们没有愤

怒地去说社会如何不接纳同志，而是让同志问题从社会性的报道转化成了大家

都有的亲子问题。

《同性恋带给异性恋的 5个启示》同样是一个挺好的主流媒体与同志议题

的两者结合。

为什么我选择报道同志运动

•《南都周刊》

（前）主笔 蒋明倬 

报道标题：《爱人同志》

报道时间：2011年度第 18期

报道摘要：整个专题用了《拉拉的婚事》、《同志妈妈吴幼坚：我坚决反对同

志和异性恋结婚 》、《我们是拉拉队》、《les+，一本杂志的同志运动 》、《维

兰德 •施佩克：是同性恋电影，也是政治》、《少数派的狂欢》六篇文章来刻

画描述当地中国和世界的同性恋生存状态。

为什么我选择了同志运动的角度，因为我是学政治的，我关心的是如何将

中国的同志运动经验分享给中国的整个公民运动，媒体的选题总是会选大众关

心的问题，并非少数人群，这样价值才更大。

我喜欢那些鲜活的口述个人故事，细节很好玩，聊采访对象的个人故事也

是采访的必经之路，为了得到更多素材，我在采访《les+》杂志的时候，参加了

les+的志愿者培训，听到了很多同性恋的历史故事和线索，很有营养。

我很赞同一位采访对象的话，同性恋人群以同性恋身份参加非同性恋活动，

社会倡导的作用也许更好；同时，我以为展示同性恋个体的魅力更加重要。因

为同性恋的曝光度与否不是在于禁令，而是争取媒体从业人员对同性恋群体的

认知，要努力争取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从媒体从业人员的角度，记者只有与

同性恋朋友的长期接触、长期交往后才可以本能地不带有歧视和偏见，才能避

免猎奇的角度去采写。

我还会继续报道同性恋群体，从希望同志组织尽量鼓励名人出柜、或以青

少年同志在校园、形式婚姻、反歧视等方面入手，用不同的角度采访报道同性

恋群体，让同性恋群体形象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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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被忽视的女同声音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记者 麻冬晓 

报道标题：“In China, Lesbians Try To Win Favor Over Roses”

报道时间：2008年 8月 21日

2008年，我在一次妇女权益保障研讨会上认识了一些女同。当时，国内

媒体对同性恋的报道，绝大多数是关于男性同性恋以及艾滋病问题的。对于女

性同性恋的报道，从她们的生活状态到她们对权益保障的诉求，几乎是凤毛麟角。

女同在中国社会中的声音处于被公众忽视的状态，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篇报

道的原因。

在报道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由于国内媒体对同性恋报道的偏颇加之社会对

同性恋群体的认识度，导致多数女同对媒体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但是，这并

没有阻挡女同群体在其内部给与互相关切和及时有效的帮助。作为记者，在报

道当中，我也非常注意要保护受采访女同的隐私，尊重受采访者的思想以及言论，

将采访前的背景研究作为辅助而非决定整个报道方向的纲领。

在我所采访过的女性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坎坷的人生经历。但是，她们

乐观向上，追求幸福，以及渴望被理解，正视而非同情和怜悯的心态，一直让我

记忆犹新。我相信在做任何报道之前，记者首先要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我希望

我采访过的女同，现在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也期待着去聆听她们新的人生故事。

不强调其身份，更是一种平等的态度

•《GQ》杂志 

编辑总监  唐小松

报道标题：《柏林，边缘人的都城》、《面对》

报道时间：2011年 4月 15日出版，GQ STYLE春夏号

《柏林，边缘人的都城》，一个关于社会边缘人群生态的专题，涉及同性

恋者的篇幅占到了 50%，包括对柏林 6个普通单身男人的访谈（同性恋者两人，

性爱活跃分子、单身父亲、前东德居民、穷艺术家各一人），还包括 14个社会组织、

机构 (官方救助机构、民间组织、学术机构、媒体等类别 )及十多个相关场所 (夜

店、酒店、同志生活区等 )的访问成果。

《面对》，9位男人的全祼肖像，及他们的身体观。此专题拍摄了 9位男

人的全祼肖像，并在文字中记录了他们对身体的观念。此专题中没有任何地方
强调性取向，但其中一位男人是知名的同性恋者。在男色意味浓厚的专题里，

不强调其身份，更是一种平等的态度。

报道标题：《躯壳：4位 80后艺术家的自我想象》

报道时间：2011年 10月 15日出版，GQ STYLE春夏号

对 4个 80后艺术家的访问和拍摄，其中一位在个人简介中标明了性取向

为同性恋者，其他三位性向不明，但用各自的造型和访谈，讲述了各自对性别、

身体的独特理解。此专题的访问和撰写，皆未特别强调其性别和性取向，而是

当作一个独特的个体来对待。

媒体常见问题解析 

媒体报道同性恋有所谓的禁区，你认为若打擦边球，其限度在哪里？如何掌握？

•《GQ》杂志编辑总监唐小松：

“中国法律并没有关于‘媒体报道同性恋的禁区’，媒体没有自我审查的

必要。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把同性恋群体和女性群体、少

数民族群体一样，平等相待，不歧视，不以为怪。西方媒体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呈现出的主体气氛是相互知道、和平共处，至少有基本的尊重。看美剧《Sex 

and City》，就会知道媒体报道同性恋应有的原则。

我们在制作相关专题时，认为 GQ的读者已具备这种理解力，所以不会再

从一个特别初期的沟通层面开始 (比如专门去呼吁大家理解同性恋这个现象 )，

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更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多元化时代、一个酷儿时代的媒体。”

•《心理月刊》杂志主笔王小屋：

“对同志报道‘不宣传、不鼓励、不倡导’这个条令是对同志群体一个现

实的媒体状况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整个媒体对同志议题，对同志群体和

同性婚姻的认知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接纳也低。”

如何在专题制作时，包含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和立场？

•《GQ》杂志编辑总监唐小松：

“一是不有意忽视，或出于无知而忽视。遵从‘维护多样性’的多元化价值观，

在做任何选题时，都会充分考虑到当下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允许与自己

不同的人存在；二是在话题真正带有同性恋特性时，去直接、充分地接触同性

恋群体，以了解其当下最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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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从业人员如何避免猎奇视角？

•《心理月刊》杂志 主笔王小屋：

“如有的媒体会问，你的父母是怎样的？因为他们认为家庭教育、风格形

成了同志，比方当成了女孩养，把女孩当成男孩养。又比如会问，你在成长过

程中遇见了谁？比如遇见了男老师。这些问题是有猎奇性质逻辑的，媒体从业

人员要避免。

毕竟异性恋社会是一个更强大的群体，可能报道同性恋会让他们不舒服，

但是我做成的是同志群体正常化，把同志议题放在人、人性立场上去做。比如

分享伴侣关系的相处之道时，为什么不采访一对同性恋伴侣呢？当同志群体以

父亲、伴侣、职场人士、公益人士等各种社会常态出现在大众主流媒体时，以

关系等方式捆绑在专题里就特别好。因为同志群体跟异性恋群体是融合在一起

的，在所有社会身份上。”

Q：如何找到找到有价值的采访素材和采访对象？

•《les+》杂志作者柯晓：

“如果您想做关于 LGBT议题的报道，加入我们的邮件组（详见附录）是

了解并跟进 LGBT相关活动的便捷方式之一，您还可以定期关注 LGBT社群网站，

及基于社交网站的 LGBT群组或微博。LGBT社区的大部分活动都对不同性取向

的友好人士公开开放，并提前通过邮件组、网站和微博发布活动通告。如果您想

找到采访对象作深度报道，您可以首先求助于您身边对LGBT议题感兴趣的朋友，

找到他们了解、信任的 LGBT组织，向相关负责人说明您的报道意图，请求合作。

大部分面向社会的 LGBT组织欢迎并鼓励媒体的客观报道，并会对媒体的提问坦

诚相对。经过更深的沟通，您会发现 LGBT群体内有丰富的个体差异，对个人经

历和个体体验的细节进行询问，可能会让您收获意想不到的稿件素材。”

第四章 与新闻媒体探讨
——何为有社会价值的 LGBT题材

公正：媒体应该对 LGBT人群与议题进行公正的
再现，而不能迎合猎奇、恐同的观点。

准确：媒体应该广泛地报道 LGBT的人群、社区
和议题，而不仅是“契合”主流文化的议题。

包容：媒体应该在报道有关 LGBT的人群、社区、
议题时，关注他们的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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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节日 说明

1月 春节

每年春节，回家与父母过年，都是 LGBT人

群要面对结婚压力的集中时段。建议在这个

时候以此为切入点报道中国 LGBT与父母的

亲子关系和其生存现状。在亚洲，如何向父

母坦白自己的性倾向，在适婚年龄如何面对

婚姻压力，是作为 LGBT个体最大的难题。

3月 妇女节

性倾向、性别身份及性别表达相关的权益是

女性权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女

同性恋、女双性恋、跨性别 -爱女人士选择在

这一天发出自己的呼声，让公众看到身份和

权益更为边缘的女性。

3月 8日

5月 母亲节

母亲的形象和身份是多元的。建议可以在制

作相关母亲节选题时，让读者看到拉拉妈的

身影。

第 2个

星期日

2月 14日2月 情人节

情人节是情侣庆祝和纪念爱情的日子。但对

于中国的同性恋者来说，很多人在这一天不

敢公开地和恋人约会。民间 LGBT近年来通

常选择在这一天用各种方式让社会听到同性

恋者的声音，同性恋爱人也希望拥有阳光下

的爱情。它的另一个目的是呼吁社会支持同

性婚姻立法，促进社会平等。

4月
沉默日

四月的一天，不固定。沉默日鼓励学生们当

天保持缄默，以此象征性地表现男女同性恋、

双性恋、跨性别学生被迫默默忍受不公正待

遇。在这一天，美国许多高校和中学的学生

整天或一天中的某一时段（例如午餐时间）

缄口不言，同时向周围人传递写有文字的卡

片，以解释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不少学生

还身着黑色 T恤，佩戴彩虹丝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中国人民政

协委员李银河曾分别于 2003 年、2005 年及

2011年、2012年向政协提交“同性婚姻合法

化”提案，而不少 LGBT团体也会选择在同

时期进行多种活动以呼吁大众关注同性婚姻

及同性伴侣关系。

两会时期

LGBT 媒体可行性报道日历 月份 日期 节日 说明

骄傲月

1969年 6月 27日，纽约“石墙酒吧”的同

性恋者勇敢反抗警察的骚扰和羞辱，这一事

件将萌芽时期的同志平权运动推向了如火如

荼的新纪元。其后的几十年间，许多国家和

地区都为纪念石墙事件而在每年 6月举办同

志骄傲游行或其他形式的庆祝活动，6月作

为同志骄傲月逐渐成为民间传统。1999年，

克林顿总统宣布 6月为美国官方承认的同志

骄傲月。2009年 6月 1日，奥巴马总统也发

表了同样的声明。

8月 七夕节

七夕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可以在这一天报

道一些生活和家庭正处于漩涡中心，但彼此

承诺的伴侣们的故事。对于婚姻平等的讨论

以及迈向婚姻平等的过程而言，如果要报道

公正、准确并广泛，同性伴侣和同性家庭的

故事是一个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部分。

10月 全国出柜日 

全国出柜日鼓励人们公开讨论同志话题，鼓

励条件成熟的同志向他人出柜，鼓励佩戴表

现同志骄傲的标记，如粉色三角或彩虹等，

以提高同志社群的可见度，争取正面看待和

平等权益。全国出柜日虽然最早源于美国，

但现在其他国家，如瑞士、荷兰、德国、加

拿大等都借用之，而英国的全国出柜日则在

10月 12日。

10月 11日

第 3个 

星期日
6月 父亲节

父亲的形象和身份同样可以是多元的。建议

可以在制作相关父亲节选题时，让读者看到

同志爸爸的身影。

9月 23日 双性恋庆祝日

双性恋庆祝日呼吁双性恋者的家人和朋友认

识、了解并支持双性恋者，同时也反抗来自大

众、甚至同志社区内部的对于双性恋者的偏见

和边缘化。双性恋活动家宣称，自“石墙事件”

以来，同志社群的可见度已经大为提升，但双

性恋者在同志社群中仍处于边缘地位。现在世

界各地都在庆祝这一节日。

5月 17日 国际不再恐同日

1990年5月 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国

际疾病分类》中除去，5月 17日因此成为“国

际不再恐同日”。目前全球仍有 76个国家的

法律将同性恋视为犯罪，这些国家的国民因为

性倾向而受到惩罚，甚至有 7个国家对同性恋

者处以死刑。“不再恐同日”提醒人们，对同

性恋者的歧视迫害仍广泛存在，因此必须采取

积极行动改善同志的社会处境。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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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节日 说明

11月 跨性别纪念日

由 Gwendolyn Ann Smith发起，以纪念被

仇恨跨性别的凶手所杀害的 Rita Hester，后

者的死激发了 1998年旧金山“不忘逝者”

（Remembering Our Dead）网络项目的设立

以及 1999年全加州的烛光守夜活动。迄今，

这一纪念日已被全球数百城市所采用。

12月 世界艾滋病日

从 1981到 2007年，全球已有 250万人死于

艾滋病，而感染HIV病毒者更多达 332万人。

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同志人群的最主要威胁

之一。世界艾滋病日旨在缅怀这种人类历史

上最具破坏性的疾病的受害者，提高大众的

艾滋病防治意识。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国

都举行纪念和宣导活动，政府首脑和卫生部

门也积极参与其中。

12月 1日

 11月 25日
国际消除对妇女的

暴力日

性别暴力是以性别和性倾向为由的施暴行为，

包括肢体暴力、性侵害、精神暴力、经济控

制等。女性、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常常是性

别暴力的牺牲品。从 11月 25日“国际消除对

妇女暴力日”到 12月 10日“国际人权日”

之 间的 16天，世界各国开展各种教育倡导活

动，保障性别人权、反对性别暴力，提高大

众的反暴力意识。

10月 26日

11月 20日

双性别人觉醒日

1996 年 10 月 26 日，美国积极分子团体

“双性别与态度”（Hermaphrodites With 

Attitude）联手反积极分子团体“反威胁”（Trans 

Menace），抗议非自愿的婴儿生殖器整形手

术。在每年的这一天，双性别人国际组织（OII）

都关注一个重大问题，即双性别人享受充分且

明确的平等权利，同时希望增加整个社会对双

性别人的认识和教育。

 12月 10日 国际人权日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作为有良知的人，

总的来说我们反对歧视，具体而言我们反对基

于性倾向与性别身份的歧视。当个人由于性倾

向而遭受攻击、虐待或监禁 时，我们不能保

持沉默……”

同性婚姻

定义

两个相同性别成员之间的婚姻。由同性恋权利支持者使用的婚姻的定义是：一

个获得社会承认的、自愿的、忠贞的、单配的、合法的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契约结合，

由政府和 /或社会通过给与特定的权利、待遇和责任表示认可。这些权利包括经济、

税收、遗产、抚育子女、收养子女以及做出医疗决定的权利。

背景

国际 截至 2011年 11月，世界上已有 12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合法，有 22个国家

承认同性伴侣关系。随着婚姻平等法案在越多越多国家出现，同性恋伴侣的婚

姻平等成为了现今最受广泛报道的法律和文化议题之一。

中国 在这股媒体报道的洪流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中国 4000万左右的同

性恋者当中，约有八成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异性婚姻。

新闻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中国人民政协委员李银河曾分别于 2003 

年、2005 年及 2011年和 2012年向政协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她对现行的

婚姻法提出了两点修改方案：一是设立同性婚姻法案；二是将婚姻法中的“夫妻”

改为“配偶”，并加注“性别不限”字样，但均未得到足够支持。然而，这些

提案已涉及政治体制，是不容小觑的进步。

在网络调查中，有六成人赞成同性婚姻。在同性婚姻问题上反对的人比美

国略高（美国为 58%），但是低于香港（83%）。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比香港高

了 10个百分点——香港为 17%；中国城市为 27%。

报道建议

当您从法律、政策及政治角度来报道同性恋婚姻时，请分享一些生活和家

庭正处于漩涡中心，但彼此承诺的伴侣们的故事——对于他们而言，否认其婚

姻会持续威胁到他们所爱之人的安稳生活。对于婚姻平等的讨论以及迈向婚姻

平等的过程而言，如果要报道公正、准确并广泛，同性伴侣和同性家庭的故事

是一个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部分。

参考报道

《网易》：女人来提案：同性婚姻应该合法化？

   ——网易女人频道 2011三八节特别策划

《南都周刊》：闾丘露薇：同性婚姻从消除歧视开始，2011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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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婚姻

定义

形式婚姻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为抵挡来自社会家庭对其婚姻方面的压力

而结成的合作婚姻。形成婚姻包含有多种模式，从具备法律意义的真实婚姻，

到仅具有象征意义的婚礼等。

背景

荷兰 二战期间，不少荷兰的同性恋者也被纳粹关入了集中营。有着一定社会地

位的同性恋者，绝不敢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会选择形

式婚姻，但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因为除了社会压力，荷兰的社会阶层划分严格，

同志很难在同一阶层中找到合适的形婚对象，大多数人只能被安排与门当户对

的异性恋者结婚。1998年元月始，荷兰的同性恋婚姻被正式合法化，同性恋已

不再是社会禁忌，形式婚姻的模式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中国 据可靠资料记载，国内形式婚姻最早由南京一位姓金的先生提出。1999年，

面对家人催促结婚的要求，他想到在国外同志圈中流行的男女结伴情况，于是

在同志刊物《朋友通信》（已停刊）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希望寻求适合条件的“拉

拉”（女同性恋）结成家庭。

在中国，它出现的原因来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传统婚姻观念，结婚

与否不仅仅是私人的生活方式，更与街坊邻居三姑六婆领导同事紧密相连。即

使不在意他人的看法，但大多选择形婚的同性恋会在意他人对自己父母的看法，

结婚更多时候是令生养自己的父母给周围社交人群一个交代。

新闻点

LGBT人士在形式婚姻中的困境

要不要孩子，是形式婚姻中最大的难题。另外一个难题是，需要在亲朋好

友前常年累月扮演一对异性恋夫妻。而经济独立、人身安全、赡养父母、自己

或自己的伴侣与形婚对象的关系尺度等常见形婚问题如何把握平衡，在整个社

会认同同性恋的历程中，仍然悬而未决。

例如安全问题。根据中国刑法条款对强奸的解释，一般认为丈夫不可能强

奸其妻子。虽然妻子仍然可以以强奸为由提出离婚，并且有一定法律效力，但

是婚内性暴力仍然不被视为犯罪。

LGBT人群对形式婚姻的不同态度

目前已有专门的形式婚姻网站提供相关信息支持，但越来越多的同性恋权

益组织对形式婚姻趋于保留态度，因为它并不利于公众了解到同性恋人群的存

同性亲密关系

背景

在中国，没有正式的法律条文保护同性同居伴侣。因缺乏民事伴侣登记体系，

所以同性伴侣也不能登记成为民事伴侣。就许多方面而言，同性伴侣均未能享

受与异性婚姻伴侣同等的法律保障。首先，同性伴侣不能自动取得伴侣遗产的

继承权；其次，同性伴侣无法被视为彼此的第一顺位遗产继承人；再次，同性

伴侣无法如异性婚姻配偶一样取得对方居住地的户口。

然而，在某些方面，同性伴侣可以通过民法承认的合同，实现享有与异性

婚姻相等的权利。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一条，公民可以将他人定为其扶养人，扶

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若该公民未留下相关遗嘱，则抚养人将享受

其遗产。若同性伴侣拥有住房，则可通过签订合同表明该房产属双方共有。此外，

购房时双方可通过共同签购置合同以作为双方共有的证明。

持有财产共有合同的同性伴侣若关系破裂，法律将根据合同分配其共同财

产。若无合同，则财产按照各自出资额分配。

报道建议

同性亲密伴侣故事的报道在社会认同同性恋人群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它

启发了人们对爱不分性别的观念。如南方周末《出柜，首对大学生同志情侣公

开身份始末》一文里所述，“除了性取向之外，我们所有的情感需求都是和常

人相同的。”

常见错误

仍然有内化的成见存在媒体报道语态中，例如少数猎奇化的媒体语态将男

方女方的两性角色刻板复制在同性伴侣身上，但实际上，同性恋在同性关系中

的角色并不能简单地归类为某个角色 ,大部分同性恋者都只是一种角色偏向。最

好让采访对象发声，阐明其自身对亲密关系中性别角色的感受和理解。

参考报道

《心理月刊》：同性恋给异性恋的五个启示，2011年第 09期，总第 62期

《南方周末》：两个男人的 20年“婚姻”， 2005年 9月 29日，总第 11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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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不利于同性恋群体的平等权益倡导。

报道建议

建议媒体在报道同性恋人群时可以考虑对形婚伴侣进行访谈，来呈现其生

存困境，相比常见的探秘视角更为真实、深入、多元。《重庆日报》指出，形

式婚姻令演戏的同性恋人群无家可归，“在社会中，家庭才是让一个人在社会

中能与正常人一样立足的根本。然而，对于性取向特殊的同志们来说，‘家’

还很遥远。”

常见错误

错误：形式婚姻 =无性婚姻？

正确：形式婚姻不一定无性，若双方约定生养小孩，可能发生性行为。

建议避免用词：“假结婚”。因有的男女同性恋会领取结婚证，具备法律效力。

参考报道

《南方日报》：断背，中国同性恋者“互助婚姻”透视，2007年 12月 3日

英文版《中国日报》：中国同性恋者，无奈的形式婚姻，2010年 6月 8日

资源

《同志在婚姻家庭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解答》

在线阅读：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29df280100ldba.html

编写：刘巍律师

出品：北京同志中心

专家推荐

律师刘巍，女，1996年从事律师职业。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

经验、准确的法律观点、敏捷的法律思维，代理了多起重大、典型、疑难案件。

自 2004年开始关注同志群体权益维护和研究，编写了相关法律维权手册，进

行了多次法律培训。

LGBT与家庭

定义

LGBT与家庭的关系有如下几类：LGBT与生养父母构成的家庭；LGBT在

异性婚姻中与妻子、孩子构成的家庭；LGBT在同性亲密关系中与伴侣、孩子构

成的家庭。

背景

LGBT与生养父母构成的家庭

如何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是同性恋在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

台湾心理师曾丽娟（也是一位拉拉的妈妈）认为，子女出柜对爸妈来说，意味着“失

去有子孙的梦想”。

台湾同志热线咨询协会曾经做过调查，问父母是宁愿知道真相呢，还是根本

不要知道孩子是同志？调查结果是：95%的父母宁愿知道真相，哪怕这很痛苦。

LGBT在异性婚姻中与配偶、孩子构成的家庭

据调查，中国 LGBT 80%会与异性结婚，许多中国 LGBT或是与异性结婚

后才认识到自己的性倾向，或是为解除家庭及社会施加的婚姻压力而与异性形

式结婚。这一现象的负面效应，是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同妻” （男同

性恋的妻子）。同妻现象是一个较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较少

见到。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结婚和生育，在“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的压迫下，同性恋被迫组织家庭并生育小孩。

在中国，所有异性婚姻均受婚姻法约束及保护。许多 LGBT 群体的异性婚

姻配偶拒绝因对方的性倾向而离婚，大量实例调查表明，此类离婚多由 LGBT

一方提出。尽管性倾向本身不足以令法庭判决离婚，婚姻法所述的离婚程序提

供了间接取得相同结果的方法：提出离婚的 LGBT一方应提供证据，表明双方

感情确已破裂。在此情况下，根据现有法律，只能由法官主观判断各类证据是

否足以表明感情确已破裂。  

婚姻法涉及孩子抚养权的条款中，并未提到性倾向问题。然而，由于中国

政府官方对于同性恋问题的“三不原则”及其他法律中对同性恋的法律限制，

令人堪忧 LGBT家长的性取向可能被视为损害孩子权益。

LGBT在同性亲密关系中与伴侣、孩子构成的家庭

尽管中国法律未明确反对 LGBT人群收养儿童，由中国收养中心 2005年

10月的声明暗示了若有关部门查明收养人的性倾向 /性别身份，单身的 LGBT 

公民也将被取消收养资格。曾有变性者在接受手术后申请收养，尽管他们的性

别已正式更改并取得官方证明，他们的申请仍遭拒绝——而收养法中并没有变

性者不得作为收养者的规定。这证实了上文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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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的中国 LGBT 公民若成为收养者，其收养关系仍只能是单独收养。因此，

若收养者有同性伴侣，则其伴侣不得作为被收养者的养父 /母享受任何权利。  

中国关于生育的法律禁止他人提供生育服务。卫生部禁止任何医疗机构（私

有或公共）实施人工受孕。违反者被视为刑事犯罪，实施机构将因提供非法医

疗服务被处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明令禁止买卖人类

精子或卵子，违者将构成刑事犯罪。    

根据有关人工辅助生殖的规定，人工受孕包括精子捐献、代孕和其他手段。

根据该规定，仅持有执照的医疗机构可进行医疗目的人工受孕。其中所述的“医

疗目的”意在声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只能应用于治疗合法夫妻的不孕不育症。

卫生部进一步规定了单身女性不得进行人工受孕。若女性有同性伴侣，从法律

意义上来说她仍是单身。所以在中国，女同性恋者不能进行人工受孕。

新闻点

如何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性取向；异性恋父母如何接纳 LGBT儿女的故事。

LGBT在异性婚姻中与配偶、孩子的互动和沟通。

LGBT伴侣如何生养孩子；同性恋父母与孩子的亲子关系故事。

报道建议

LGBT个体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有 LGBT人士感慨：“两个不同的我，很

辛苦地生活在割裂的状态里。父母很爱你，可是他们认识的不是真正的你，你

最重要、最真实的自我，没办法跟他们分享。这种亲子关系，太让人难过了。”

以及，异性恋父母的困境。在 LGBT人群中，流行一句话：“当我们（LGBT）

出柜（come out）后，父母就入柜了。

同性恋家庭同样适宜领养儿童。东卡罗莱纳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助理教授 Paige 

Averett发表声明称：“我们发现，领养父母的性取向对子女的情感问题并未有明显

影响，儿童的年龄及被领养前受性虐待经历对他们的情感问题有影响。”

参考报道

《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My wife, your husband ，2010年 06月 08日

《世界时装之苑 ELLE》：妈妈爱妈妈，2011年 3月刊

资源

目前，中国的同妻组织包括：

中国同妻家园（http：//www.tongqijiayuan.org/）

同妻家园论坛（ http：//bbs.tongqijiayuan.org/ ）

新浪华人同妻网（ http：//q.blog.sina.com.cn/gaywife ）

天涯社区的同妻部落（http：//tongqi.groups.tianya.cn）

校园内的 LGBT 青少年

背景

国际 因为校园处境恶劣，处于风险当中的性少数学生绝非少数。美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CDC）2011年指出，相比异性恋青少年，同性恋与双性恋青少年危

及健康的行为更多，调查报告反映异性恋青少年中有 8%-19%的人有吸烟记录，

而同性恋青少年中有 20%-48%的人有吸烟记录。双性恋青少年参与各种危险行

为发生率最高，33%-63%的双性恋学生有酗酒记录，与之相比，异性恋学生有

16%-44%，同性恋学生有 17%-44%。仅 2011年，因为在校园中备受同学的欺凌

与嘲笑，美国校园里就有 4位青少年 LGBT选择跳河、上吊、吞枪自杀。

中国 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介绍，他于 2001年对全国大

学本科生性观念与性行为状况进行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调查显示，有 6％左

右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首次发生了同性之间的性接触。这与国际认同的金赛调

查同性恋人口比例 3％ -4％趋同。而在一般普通的中学里，每 1000个学生中至

少有 40位同性恋。

如此比例，但在一般的中学里，同性恋学生的处境恶劣，在对差异性缺乏

容忍力、且有着恐惧和敌视同志倾向的青少年次文化主导之下，他们被辱骂为

“屁精”、“变态”。此外，还存在一些来源于老师和学校行政人员的不友善

待遇：对同性恋学生的漠视、设法改变青少年同性恋倾向等。这种社交和情感

上的隔绝成为一种特殊的压力，给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带来了诸多心理健康的问

题。2011年 11月，香港中文大学与小童群益会合作的调查发现，同性恋青少年

普遍受到歧视排斥，300名受访者中，不足半成会向父母或教师求助，绝大部

分根本不会透露性倾向。

新闻点

同性恋教育走进校园

2011年首都师范大学性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受北京市教委委托编写了北京市

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该大纲目前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试点，48所

学校参与了第二阶段的实验。“性交”、“同性恋”等内容首次在大纲中体现。

正在形成的同性恋青少年支持系统

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同性恋组织进入大学校园开展同志知识论坛等主题活动

促进校园内的同性恋自我认同；少数大学陆续开设了“同性恋研究”、“高校‘性 /别’

公选课”等选修课，也有不少校园内的社团、机构正在形成自己的同性恋青少年支

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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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建议

当媒体朋友在报道校园里的青少年同性恋问题时，建议采用青少年性教育

的报道视野，在倡导健康的性观念同时，增加对性别平等和 LGBT议题的关注

和教育，这也是性教育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采访报道中最重要的，是呈现那些活生生的青少年 LGBT个体。从校园

环境来理解其经验与故事。以平常心看待性倾向，尊重每个人的差异，传达给

包括家长在内的读者合理、公正的性别平等观。

参考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校园同性恋说：“我失去了很多朋友”，2011

年 6月 13日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同性恋社团的生存记录，2011年 7月 18日

《南方周末》：出柜，首对大学生同志情侣公开身份始末，2009年 6月 10日

《成都晚报》： 成都高校：成立七年了名字还像个暗号，同性恋社团期待正常

注册 2010年 11月 30日

资源

《凡墙都是门》（Crisis）

在线阅读：http：//www.tongyulala.org/cultureview.php?id=76

编译：Karen

出品：同语

《成为你自己——青年同性恋者释疑》

在线阅读：http：//www.tongyulala.org/communityview.php?id=36

编译：《桃红满天下》

出品：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关于性倾向和青少年的事实真相》

在线阅读：http：//www.tongyulala.org/communityview.php?id=36

编译：《桃红满天下》

出品：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LGBT 在职场

背景

国际 美国许多本地大公司已经为同性恋雇员提供各项平等福利待遇，甚至远超

出美国联邦法律和政府所定的范围。《纽约时报》引述有关研究机构的数据说，

约有 36%的美国大公司为雇员提供同性伴侣健康福利，在《财富》五百强之列

的大公司中，提供这一福利的公司数量超过半数。

中国 2008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人李银河做过一次样本调查，调查

按照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随机抽样原则，采用随机抽取电话号码的办法进行，样

本量为 400人。调查为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设计了 10个问题。在有关平等就

业机会的问题上，有 91%的人表示支持同性恋的平等就业，只有少数人反对。

这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底线：你可以反对同性恋，但是你不能不让人活下去。这

个比例远远高于美国 1983年的 65%和 1996年的 84%，与香港相仿。

中国《劳动法》没有可行的对 LGBT 人群反歧视的条款。中国劳动法第

十二条明确提出保护劳动者不得因其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受到歧视，但是却

没有可行的针对因劳动者性倾向及性别身份认知而产生的歧视的条款。大量实

例调查表明，这样的法律空白会造成大多数针对 LGBT 人群的敲诈勒索以威胁

向其雇主或同事透露其性取向的方式进行。

与之相对应的，青岛大学教授、艾滋病预防和同性恋专家张北川曾在 1259

名同性恋者中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8.7%的被调查者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

倾向后被迫辞职或遭遇解雇，4.7%的被调查者则表示自己的加薪或升迁受到了

影响，另有 62%的被调查者在单位隐瞒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报道建议

媒体对国际公司内包含同性恋的福利政策报道会促进国内其他公司尤其是

正在成长中的本土公司对同性恋包容待遇的反思。

建议关注因为身为同性恋而被公司辞退的故事，可以更深层次地向人们展

示因为性倾向而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参考报道

《华尔街日报》：同性恋反歧视：你是否会在办公室“出柜”，2003年 12月 18日。

资源

《凡墙都是门》（Crisis）

在线阅读：http：//www.tongyulala.org/cultureview.php?id=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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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公共空间 /受驱逐的 LGBT人群 / 
LGBT 性工作者

定义

LGBT公共空间指同志酒吧、浴池、公园等同性恋人群交友和娱乐的场所。

背景

美国 1969年在同志酒吧爆发同志与驱逐、羞辱同志的警察直接对抗的石墙事件，

并成为美国同志运动的起源。目前北京和上海等地均有一些规模不等的同性恋

娱乐场所，但由于国情限制，酒吧更多是作为一种娱乐消费场所存在。

即使在同性恋还被公开宣示为病态的年代，还有人出入这些场所——也许

正是那些猎奇的舆论报道使得同性恋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同时，同性恋者在

这些地方可以畅所欲言，它们的存在加速了同性恋人群的社会化和组织化，因

为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同类，进而形成同性恋团体组织。

中国 随着同性恋的非刑事化，LGBT人群在个人生活上享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

然而由于官方一直在同性恋议题上保持沉默，LGBT人群在人身安全方面仍然面

临许多严重问题。

尽管不同地区之间的情况存在差异，但全中国范围内都持续有警察对

LGBT人群侵扰事件的报告，尤其存在众多警察拘留 LGBT人群时发生的暴力事

件报告。这些暴力事件发生的地点包括个人或公共空间，从同志酒吧到公园，

这通常都是 LGBT 人群见面的地方。由于许多 LGBT 仍然和家里人生活并且没有

公布他们的性取向，他们通常都在公共场合见面。然而，有时也有 LGBT 在独

处时或者未与其他 LGBT 人士一起活动时仍被拘留的案例。   

2009年有多起关于警察侵扰和法外行动事件的报道，这其中包括发生在

在广州和北京的两起警方目标行动，行动中许多 LGBT人士被扣留。在广州，

2009年 3月 30日以及 2009年 4月 3日的两次警方行动中均有 50到 60名

LGBT在广州人民公园被拘留并带回审问。在此之前，人民公园已经成为当地 

LGBT社群碰面的热门地点。地方警察和安全部门宣称这两次行动的初衷是为了

维持公共秩序。事实上，警方行动的最明显特点就是以 LGBT性生活内容来解

释警方的侵扰行动。广州警方以怀疑 LGBT从事性工作为由扣留他们，但并没

有尝试辨明被拘留的 LGBT是否真正从事性工作。在这次警方行动中，在公园

里一起从事外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智行基金会的志愿者和一些 LGBT人士也被

拘留。警察则告知这些志愿者要区分公园里的 LGBT是否性工作者实在太过困

难，因此决定扣留所有在公园里与 LGBT社群有接触的人士。无法辨别合法和

非法的同性恋活动导致这些已经到达法定性成熟年龄的成年人受到了事实上的

惩罚。

新闻点

LGBT人群继续面临警察的敲诈和勒索，同时还有来自外界社会要揭露他

们性取向的威胁。

报道建议

在不同城市的同性恋活动场所中都会有犯罪事件发生，但这样的打击方式

不会真正解决问题，这些场所的继续存在是必然的。

当一些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人士在浴池、公园从事非法行为成为

犯罪案件的被告时，请你们像对待同类事件中的被告一样对待他们。

注重被采访对象的隐私。在新闻面前，需要媒体人坚守职业道德，尊重采

访对象，保护弱者。当发生 LGBT公共空间危机时，公正、准确及不含歧视的

媒体报道能促进执法人员与 LGBT人群的沟通。因为，随着 LGBT运动的发展，

愈来愈多公开且固定的 LGBT公共空间将会出现在城市中，为 LGBT提供具长

久性、且易于辨认的空间环境。

资源

《我们是从这里出来混的！》

在线阅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b4cf7010008lf.html

编写：Sam等

出品：拉拉杂志《les+》第 09期



  |  4746  |   

LGBT 养老

背景

国际 在西方，一些对 LGBT宽容和接纳的国家，LGBT人士建立了自己的养老

机构，为自己的安度晚年做准备；也有 LGBT机构组织推动老年 LGBT关怀项目，

对养老院内的看护人员进行培训，推出老年 LGBT关怀指南，使老年人服务机

构消除性倾向歧视，尊重和照顾在养老院内安度晚年的 LGBT人士。

中国 中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的养老机构尚不健全。有调查显示，

真正进入专业养老机构的只有 1%的老人，99%的老人选择了在家孤老或依靠自

己的儿女“养儿防老”，其中就包括大多数老年或正步入老年的 LGBT人士。

在中国古代，自梳女群体曾经探索过同性养老模式，福建以及广东的自梳

女群体到了晚年后，她们都住在一块儿，生活上互相照顾：哪个自梳女病了，其

他还能自理的自梳女为她端茶倒水；哪个自梳女去世了，其他自梳女为她送终。

新闻点

越来越多的 LGBT选择了独身或者和同性伴侣生活下去，随着他们年纪越

来越大，养老问题与整个中国养老体系交织在一起，一天一天突显出来。

报道建议

建议您在制作 LGBT报道时，去关注极其隐蔽的老龄 LGBT的生存状况，

在整个养老体系里去寻找老年 LGBT的身影和其存在空间。《何处听晚钟：中

国首个“同志庄园”流产》接受采访的南风称：“同性恋之间的感情不同于传

统的婚姻模式，如何找到同志养老的最佳社会模式？如何让同志养老充满内在

的精神关怀？很多问题还需要探索。”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夕阳下的彩虹同

样美好，同性恋者即使孤独一辈子，也应该在生命的尽头，充满尊严地离去。

参考报道

《重庆日报》：何处听晚钟：中国首个“同志庄园”流产，2011年 8月 5日

性取向改变治疗

定义

若干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健康专家一直宣称同性恋是可以治愈的，辩称性取

向可选择、可改变，但只针对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不包括异性恋。他们声称同

性恋是情绪失常或精神障碍类疾病，通过药物，甚至“电击”方式来“治疗”。

背景

性倾向本身与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无关。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正式将同性恋从 ICD－ 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2001年第三版《中

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

2009年，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完成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报

告——《对于性取向的恰当的治疗应答》。通过对美国心理学协会称为“对改

变性取向所付出的努力（SOCE）”的回顾研究，美国心理学协会得出结论：“试

图改变性取向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同时这一努力包含着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的危

险，同时与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医生和律师的主张相悖。”所以，任何声称能治疗、

改变同性倾向的人和组织都是完全违背科学规律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治疗”案例。一些唯利是图的“心

理医生”，鼓吹能够治疗同性恋，从而使同性恋者遭受了巨大的心理伤害和经

济损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更指责了对同性恋进行“治疗”这一说法，他们说，

“‘性取向转变治疗’的潜在风险巨大，包括抑郁、焦虑、自毁行为，因为负

责治疗的临床医生往往会带着对同性恋的社会偏见，这样会加剧病人本已面临

的自我憎恨情绪。”

报道建议

当报道关于性取向或者是性别认同的学术观点和相关研究时，应当先咨询

相关学科的学有所成、有口皆碑的专家，以评估科学研究及其方法的品质，然

后再见诸媒体。此外，对于新发表的研究成果或是其隐含的结论，请注意避免

夸大或是误述。

常见错误

在报道中，“性取向改变治疗”这一说法应尽量避免使用（除了引用相关

材料），因其暗示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人群是“失常的”或“有缺陷的”，且

需接受“治疗”。一般情况下，最好只是简单描述这些人的行为和动机是为了

寻求改变男女同性恋的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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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避免用词

性取向异常、改变、治疗

资源

《生来同志》（Cures that Kill）

在线观看：http：//www.queercomrades.com/videos/curesthatkill-1/

出品：同志亦凡人

《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同性恋和性倾向治疗》

在线观看：http：//www.aibai.com/ebook/?2;ebook_aibai#

编译：《桃红满天下》杂志社

出品：爱白文化教育中心

《同性恋非病理化及相关文件》

在线观看：http：//www.tongyulala.org/communityview.php?id=36

编译：《桃红满天下》杂志社

出品：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对同性恋病态论的科学挑战》

在线观看：http：//www.tongyulala.org/communityview.php?id=36

编译：《桃红满天下》

出品：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精神病学、心理学和同性恋》

在线观看：http：//www.tongyulala.org/communityview.php?id=36

编译：《桃红满天下》

出品：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涉及LGBT 的犯罪报道

背景

涉及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跨性别人士的犯罪事件总是能激起媒体的好奇

心。但它们也时常被媒体赋以哗众取宠的渲染，其中充斥着耸人听闻的臆测，

以及富有性暗示的内容。

报道建议

当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人士成为犯罪案件的被告时，请你们像对

待同类事件中的被告一样对待他们。如果你们不会报道异性恋嫌疑人的性取向，

请以一致的标准对待 LGBT嫌疑人。

在性取向上一视同仁。通常说来，避免给某个活动、某段关系或某种情感

贴上“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标签，除非在同样的情况下 ,你们会将另一种

性取向的人称之为 “异性恋的”或者“直的”。大多数情况下，读者、观众或

听众能够通过当事方的名字、你们对其关系的描述及你们对代词的运用，辨别

出被报道者的性别和（或）性取向。

常见错误

草率臆断会助长关于当事方性取向的谣言。仅根据犯罪的环境或初步调查

报告来看，犯罪人或受害者的性取向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是与案件有关的。

如果某人的性取向是明确地与案件相关的，请调查后再真实地确定事实，而非

依赖于推测或影射。

隐喻、暗示或者允许他人暗示性取向与犯罪活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一

种错认因果的谬误。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都会犯罪。但含沙射影地暗示同性恋

者因其性取向而更可能犯罪——不论是直接陈述或是引述他人言论——是公然

的歧视。同样地，暗示某个同性恋者个人的犯罪行为是 LGBT人群生活的概括

性典型，也是公然歧视。

参考报道

《青年周末》：男人“被强暴” 国法懒得管，2010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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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艾滋病以及LGBT 群体

背景

国际 1981年在美国首次发现和确认了艾滋病，当时出现的第一位患者是名男同

性恋者，而随后发现的患者也以男同性恋为主。因为对艾滋病的无知，美国当

时甚至把艾滋病称为同性恋者的癌症。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媒体过多地

渲染了艾滋病与同性恋的关系，使得非同性恋人群掉以轻心，误认为只有同性

恋才会传播艾滋病，以致于很多人不去采取安全的行为，导致美国错过了控制

艾滋病传播的最佳机会。现在，非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同

性恋感染人数。

中国 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截至 2010年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包

括病人）共计 379348例，80%集中在 20岁 -40岁，其中病人 13万余例，死亡

6.8万余例，而性传播已经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其中男同性恋感染人数

上升速度明显。历年报告病例中异性传播所占比例从 2008年的 40.3%上升到

2009年的 47.1%；男同性恋患者所占比例从 2008年的 5.9%上升到 2009年的

8.6%。

但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9年底，中国估

计有 74万 (56万 -92万 )成人与儿童感染艾滋病病毒 , 4.8万 (4.1万 -5.5万 )为

2009年新增感染。在估计现存的 7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44.3%经异性传

播感染，14.7% 经同性传播，32.2% 经注射吸毒，7.8%通过商业捐献和输入受到

感染的血液和血制品，1%经由母婴传播。

虽然法律层面上没有对感染 HIV 的人的性取向产生任何的歧视，但是公众

思维已经将艾滋病与同性恋联系了起来。许多中国人认为感染 HIV 是“同性恋

的问题”。这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异性恋人群接受艾滋病防治教育的机会，同时

也在全国范围内将 LGBT 人群污名化。

2006 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此条例为 HIV感染者

在教育、就业、治疗等方面提供了反歧视的框架性保护。

新闻点

12月 1日艾滋病日，正是通过艾滋病日关注整个 LGBT人群的最佳时机。

报道建议

HIV的传播与特定的高危行为有关，而这些行为并不限定于某特定的性取

向。需要避免简单地将男同性恋者划归为“高危人群”，或者是简单地认为与

同性发生性关系会增加感染 HIV的概率。

要避免直接或间接地将男同性恋人群与感染 HIV联系起来。同性恋是一种

性取向，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性行为，不安全的性行为才会传播艾滋病，在这一

点上，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一样的。例如，用“普通人群”这样的说法将男同

性恋、双性恋或者是MSM与更广泛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区别开来。

如果你要进行与 HIV或者艾滋病相关的报道，请注意尽可能的收集不同渠

道的信息，包括公共健康机构、服务组织、支持同性恋的组织和重点关注MSM

人群和 LGBT社群健康教育状况的团体（请参见第五章 LGBT相关资源篇章）。

常见错误

“MSM”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对于“男男性接触者”的首字母缩写，不

适用于出柜男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男性的个人或者团体，但对于一些特殊的临

床情况或者是统计数据除外。当所指的男男性接触者并不包括具有同性恋或双

性恋自我认同的人士时，MSM这个名词可用于形容这一范畴清晰的群体。

对一些极个别和不寻常现象（如主动寻求感染 HIV）的报道常常会偏向追

求轰动效应的报道。请避免给读者造成误导（或者允许其他人造成误导），使

受众觉得一些显然属于非主流的行为代表着更广大的 LGBT人群的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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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 /女同志 /女同性恋

定义

女同性恋者，对同性产生好感、爱情和性欲的女性。由台湾女同志作家邱

妙津笔下人物“拉子”之名演变而来，源于英文 Lesbian的中文谐音。近年有

时亦泛指包括女同性恋、女双性恋和爱女性的跨性别者在内的广泛性少数女性。

背景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学者李银河说：“我认为人们对女同性恋者比男同性恋

者更加宽容。中国是一个父权制的社会。人们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是同性恋 ,那真

的是非常可耻。”她说，传统社会基本上都在某些方面对女性有所忽视，这为

她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自由的空间不一定会给她们带来权利。

相比男同性恋，拉拉有着性别和性倾向的双重压抑，较不容易被污名化却

更容易被忽视。主流社会遗忘女同性恋而严惩男同性恋，貌似宽容女性，实则

是更大的剥削与否定。尽管中国社会已越来越开放宽容，但来自家庭和生存的

双重压力，依然让拉拉们进退维谷，有的正面临被迫与异性结婚的窘境。

新闻点

家庭暴力与身体安全

多位拉拉反映她们的父母得知她们的性倾向后强行采取谩骂、侮辱、打、

压、禁闭的方式来改造她们。《女同（双）性恋者家庭暴力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一半以上中国女同性恋遭到过家人或丈夫的殴打。

女同性恋人群中的健康现状

《女同（双）性恋者家庭暴力状况调查》显示，女性同性恋者缺乏主流文

化的支持，内心有较重的内在身份认同和外在环境的压力。其中婚姻是当前女

同性恋者面临压力的主要来源，而且有被调查者同时面临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压

力。调查数据显示，176份有效问卷中 82人表示有过自杀的念头，占总有效答

题数的 46.6%。

拉拉没有献血权

在卫生部颁布并在 1998年 10月 1日起实施的《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里

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不能献血，其中的第 18条是同性恋者、多个性伴侣者。中

国研究同性恋问题的著名学者张北川建议：“条例中的‘同性恋’应当改为‘与

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但女性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比普通人群还低。

她们应当获得与其他人平等的公开献血的权力。

报道建议

媒体在进行有关同性恋的报道，请避免将同性恋等同于男同性恋，而看到

拉拉的存在。在拉拉社群里，不同的组织和机构关心不同的议题，例如政策倡导、

文化传播、社群教育等。关注这些组织和活动有助于媒体朋友们了解中国的女

同性恋生存状况和发展空间。

参考报道

《纽约时报》：中国女同的都市生存和恋爱空间，2011年 6月 28日

《南都周刊》：我们是拉拉队；les+，一本杂志的同志运动，2011年第 18期

《法治周末》：我国首份女同性恋“家暴”调查报告出炉 问题不容忽视 ，2010

年 1月 7日

资源

拉拉杂志《les+》

7年来，les+作为国内唯一持续出版的女同杂志，记录和报道中国女同性恋的生

存现状和权益需求，同时涵盖双性恋、跨性别等议题，它始终站在 LGBT社区

前沿，发出最清晰独特的女同声音，让女同志的立场与需求在同志运动和大众

视野中被看见，填补了中国多样性 /性向女性文化和历史记录的空白。

编写 /出品：les+

在线阅读： 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家庭暴力知多少——给拉拉的对策建议》

编写：同语拉拉反家暴项目手册编辑小组

出品：同语

在线阅读：http：//www.tongyulala.org/download/2009/9/10/DVBooklet(1).pdf 

《女女安全性行为求生手册》

编写 /出品：香港女同盟

在线阅读： http：//wsw.wchk.org/booklet-we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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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人群

定义

泛指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同于对其生理性别的常规期待的人，包括有变

性欲望者（不论有没有接受变性手术）和变装者（偶尔或经常穿着异性服装，

但没有变性欲望，也不一定有同性倾向）。

背景

国际 根据国际统计，大概每五百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对自己出生时被指定的性

别感到不满意。从女性跨越成为男性者和从男性跨越成为女性者的比例接近。

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跨性别运动。这一运动提出来的一些具体要求包括：要

求把所有被视为不合法的性与性别的表现形式除罪化和去病理化，并推动教育

争取社会接受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要求拥有没有标示“女”或“男”的公共卫生间，

并认为这是跨性别者的基本权利；要求将所有基本身份识别文件——从驾照到

护照——中的性别一栏删除，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决定或改变其性别，每个人

也都有权利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表现其性别。

中国 现在越来越多专家，包括精神科医师，认为跨性别没有精神疾病，只是与大

众有所不同。一些跨性别者常会经历忧虑、抑郁情绪，甚至有自杀的倾向。但这

些不良情绪多是源自家人、朋友和社会不能或不愿意去接受他们的这些不同之处。

在劳动法缺少法规禁止因为劳动者性取向和性别身份识别而产生的歧视的

情况下，跨性别社群在就业方面面临严重困难，也面临警察的严重骚扰。实例

研究表明有相当数量的跨性别人群从事性交易行业。而他们中的多数曾因卖淫

罪被警察拘留或指控。

新闻点

跨性别相关节日

每到十月份，停止对跨性别人士病理化国际行动营就会呼吁动员对跨性别人士

去病理化。

每年的 11月 20日成为“跨性别者纪念日”（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rance，

简称 TDOR），一个缅怀跨性别恐惧受害者和仇恨犯罪罹难者的日子。

遭受歧视的跨性别事件

跨性别社群面临的法律障碍包括：社会歧视；身份证件；仇恨犯罪（跨性

别恐惧症）；与性工作的关联；变性手术、变性人的法律地位；缺乏社会保障体系；

监狱状况。

报道建议

涉及跨性别人士的犯罪事件总是能激起媒体的好奇心。但这些事件时常被

媒体赋以哗众取宠的渲染，其中充斥着耸人听闻的臆测，以及富有性暗示的内容。

当跨性别人士成为犯罪案件的被告时，请大众像对待同类事件中的被告一

样对待他们。如果媒体不会报道异性恋嫌疑人的性取向，请以一致的标准对待

跨性别嫌疑人。

尝试让报道呈现跨性别主体的生命历程，让跨性别主体获得较多的发声管

道和机会，促使多元论述的产生，呈现跨性别主体对自我性别的认定和他们在

其中展现的主动性和多元差异性。

常见错误

跨性别在媒体报道中以负面评价居多。相关新闻报道虽然呼吁社会大众以

包容的心态接纳跨性别，但文本里难免隐含着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性别规范对跨

性别的审视、排挤。

请避免从异性恋对立模式的思考角度出发去看待跨性别，将内化的所谓“正

常”的模式去否认和规训跨性别的性别认同。

建议避免用词

“人妖”、“不男不女”、“变态”、“让人作呕”

参考报道

凤凰网：金星事件与“跨性别”者的权益，2011年 9月 23日

资源

《我们的跨性别孩子》

在线阅读：http：//www.tongyulala.org/communityview.php?id=37

本手册使用“跨性别 "”来包括变性欲者、变装者、以及跨性别身份的其它许多

变化，包括了跟有性别变异行为的孩子们密切相关的内容。

来自：美国同性恋亲友组织跨性别网络（PFLAG TNET）

翻译制作：爱白文化教育中心

出品：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跨性别资讯网站 

http：//www.xiasl.net/htm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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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 LGBT机构

★ 北京同志中心

北京同志中心是一个非营利、服务性的活动空间，是中国的同志群体（男女同

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其他性少数人群）争取权益的平台。中心开展一系列

的活动和项目， 以此实现三个主要目标：（1）在整个中国社会倡导同志平等权

益和对同志的接纳 ；（2）传播同志社群的文化和历史；（3）为同志人群提供

安全可靠的基础服务。 

北京同志中心的使命是：促进中国同志群体不被性倾向或身份认同所束缚，在

各方面都享有平等地位和自由表达的权利

地点：北京

网站：http：//www.bjLGBTcenter.org 

博客：http：//blog.sina.com.cn/bjLGBTcenter

微博：http：//t.sina.com.cn/bjLGBTcenter

电话：010-6446569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甲 1号新天第 B座 2108室

邮箱：bjLGBT@gmail.com   

★ les+

les+是一家面向中国拉拉（女同性恋、女双性恋、爱女人的跨性别人士）的文

化传播非营利民间组织，成立于 2005年 11月。以文化建设、艺术探索、媒体

倡导为主要策略，为中国女同性恋、女双性恋、爱女人的跨性别人士创造话语

空间，促进社群和公众的观念改变，实现性别和性倾向多元差异的可能性。

地点：北京 /全国

网站：http：//lesplus.org

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邮箱：lesplus@yahoo.com.cn

★同语

同语是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成立于 2005年 1月。“同语”音谐“同女”,亦

取“共同语言”之义。同语致力于中国的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支持、

组织与权益倡导，特别强调在不同的人群中寻找共同语言，搭建沟通渠道和合

作平台，以期通过公众教育和社会倡导行动推动公众对同志（LGBT)议题的认知，

消除针对同志的歧视，改善同志的社会处境，为同志争取平等权益。

核心价值：平等，多元，和谐。

网站：http：//www.tongyulala.otg

第五章 LGBT 相关资源

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想要进一步了解 LGBT 社
群，可以根据这一章所列举的资源与资料，迅
速地查询到所需信息。我们希望能够增加这本
手册的实用性，让它成为媒体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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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 63号邮箱 100101

邮箱：cqif.contact@gmail.com

★发现自我之旅视频工作坊

发现自我之旅”视频工作坊 是为同志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工作坊目标：通过

工作坊视频培训学员亲手制作的方式，让以女同志为主的多元性别群体有机会

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情感；通过数字媒体对真实多

样的视频作品的传播，提高多元性别群体的可见性，为历史存留些我们这个年

代人群的珍贵回忆。

地点：北京 /全国

博客：http：//blog.sina.com.cn/lalastories

微博：http：//weibo.com/lalastories

电话：18610346604

邮箱：lalastories@gmail.com

★淡蓝

淡蓝是从事LGBT权益倡导的公益机构，成立于2000年。其旗下的淡蓝网 (www.

danlan.org)是中国大陆地区流量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同志网站之一，注册用户

200万。此外，还拥有 BF99同志交友 (www.bf99.com)、V1069(www.v1069.

com)网址导航等多个网络服务平台。近年来，淡蓝积极从事平权推动、健康倡

导和文化教育等公益活动，志愿者遍布全国各地。

地点：北京

网站：www.danlan.org 

博客：bbs. danlan.org

微博：www.weibo.com/danlanorg

电话：010-84845611   84814814

邮箱：gengle@danlan.org

★飞赞

飞赞是一个清新、有趣的同志社交网站，与新老朋友交流，分享生活中的乐趣。

飞赞的内容健康积极，办公室也能上飞赞。飞赞，非常赞！

机构类型：网站 & 综合性 LGBT机构

网站：www.feizan.com

微博：www.weibo.com/feizan

邮箱：contact@feizan.com

微博：http：//weibo.com/tongyulala

地址：北京市亚运村邮局 18号信箱  邮编 100101

邮箱：tongyu.org@gmail.com

★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 (ACEC)是一个非营利组织（NPO），面向全球使用中文的

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跨性别人群（LGBT），提供现有媒介未有传载的

重要资料。同时，推进社会公众认识、理解和接纳 LGBT人群，倡导社会的包

容与平等。在政治或国家政策问题上保持中立态度。ACEC支持向使用中文的

LGBT提供资料的各种项目，包括与 LGBT有关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有

利于 LGBT人群生理与心理健康的资料、教育资讯以及文化表述。

地点：北京

网站：爱白网 http：//www.aibai.com 

微博：http：//weibo.com/aibai

地址：北京 100101-63号信箱，邮编 100101

邮箱： contact@aibai.org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成立于 2002年，是专注于中国性与性别以及性健康问题

的开拓性的非营利组织。我们致力于提高和推动中国公民对性、性别、性健康

的认知，并以共同合作的方式，倡导和实现性与性别的平等多元。

地点：北京

网站：http：//www.bghei.org

微博：http：//weibo.com/beijingjiande

电话：010-6847025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 5号院东点写字楼 B8201室

邮箱：bjghei@gmail.com

★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

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成立于 2008年 3月，由一群酷儿电影人、艺术家、评论者

和社会活动家发起创办。旨在通过影像方式，提高同志（LGBT）人群的自我认同

及其在大众中的可见度；通过独立电影的创作、放映和推广，挑战主流媒体和电

影中对于同志人群的歧视性表现，努力争取性倾向以及性身份认同的表达自由。 

地点：全国

博客：http：// blog.sina.com.cn/cqueerif 

微博：http：//weibo.com/queerfilms

电话：138103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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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花开 •杭州 LGBT 

向阳花开 •杭州 LGBT社团主要面向杭州的 LGBT人群，通过互助、分享、教育、

展示等公益活动，促进杭州 LGBT人群的自我认同，同时消除社会公众对 LGBT

人群的偏见。

地点：杭州

网站：http：//site.douban.com/134645

博客：http：//blog.sina.com.cn/gxglc

微博：http：//weibo.com/gxglc

电话：13575452448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102号

邮箱：hangzhoulgbt@gmail.com

★浙江爱心工作组

浙江爱心工作组成立于 2005年 8月 13日，是浙江最大的同志公益组织，工作

组在倡导同志文化，同志和感染者的权益都做出了一些成绩。工作组和疾控中

心合作，在同志和流动人口，大学生及男男性工作者开展咨询检测和防艾的宣传，

同伙教育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地点：全国。

地区：浙江

网站：Zjtzax.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374770794

微博：http：//weibo.com/2374770794

电话： 13758248793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刀茅巷 103号

邮箱：cqif.contact@gmail.com  

★东北同性恋文化节组委会

东北同性恋文化节组委会于 2011年 5月 9日成立。它的组成人员包括东北地区

LGBT方面的 NGO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并于每年的 6月在东北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化活动。旨在面向全世界倡导中国东北地区同性恋群体合法权益，展示中

国东北地区同性恋群体积极、健康的形象，促进中国东北地区同性恋群体先进

文化的传承，增进中国东北地区同性恋群体与世界各国同性恋群体之间的友好

交流，搭建东北地区同性恋非政府组织交流平台，并致力将中国东北同性恋文

化节打造为品牌活动与对外交流窗口，并通过其向全世界展现在中国东北地区

稳定快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之中，同性恋群体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地点：东北三省

博客：http：//blog.sina.com.cn/dongbeiLGBT

微博：http：//weibo.com/LGBTfestival

★武汉 RAINBOW LGBT工作组

武汉 rainbow 全称为：武汉 rainbow LGBT工作组。成立于 2010年 8月 26日，

是一个服务于武汉地区 LGBT人群的民间公益组织。

该组织以提高 LGBT社群自我认同、反对基于性别性倾向的歧视、倡导社会平

等多元化和谐发展为目的，以志愿者为主体，长期同 LGBT社区中各组织及其

他社区 LGBT友好组织保持良好交流与合作关系，进行 LBGT文化传播、平等

权益倡导、心理咨询辅导等文化权益工作。所有活动均为非盈利，志愿者无偿

工作。

地点：武汉及周边地区

博客：http：//blog.sina.com.cn/wuhanrainbow

微博：http：//weibo.com/wuhanrainbow

电话：15387170422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汉植物园旁东头村 3号邮编 430000  

邮箱：wuhanrainbow@gmail.com

★花样年华重庆同心工作组

花样年华重庆同心工作组于 2006年正式成立，其前身为花样年华网站，并最

早于 2000年开始开展重庆地区的MSM网络干预工作，经过 10年的发展，已

成为重庆地区最大的一个专业从事MSM社群健康倡导工作的 NGO组织。

使命：致力于同志健康关怀，同志文化建设，同志权益促进。争取我们生命的

价值和平等权益。

策略：以预防艾滋病为主导，为重庆及周边地区的同志社群提供文化、资讯、

健康促进服务，并为区域同志社团和个人提供文化和教育支持，在同志群体内

部发展民主之管理形式和领导能力，积极实现同志社群“快乐、健康、幸福、

尊严”的生活。

定位：同伴关怀、同伴支持、同伴教育、自主发展的综合性同志社区服务型机

构愿景：通过为MSM人群和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关怀来营造一个平等、和谐、

健康的社会

地点：重庆

网站：http：//www.manbf.com

微博：http：//weibo.com/chongqingtongxin

电话：400-623-1069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赛格尔大厦 17-26

邮箱：manbfc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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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4—23492756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18号 1—11—2室  邮编：110031

邮箱：dongbeiLGBT@163.com  

★天津深蓝工作组

天津深蓝工作组成立于 2004年，由受到 HIV侵害的男男性行为者和 HIV感染

者自发成立的非盈利性质的社会组织。通过网络、热线、外展、培训、同伴教

育和群组活动等方式在男男性行为者、男男性工作者、PLWHA人群中开展公

益性社会服务和应用性研究等工作；同时致力于NGO特别是草根组织开展研究、

倡导、咨询服务、技术支持等工作。

地点：天津

网站：www.tjtz.org

微博：http：//t.qq.com/tjshenlan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洪湖雅园 3号楼 2803    邮编 300131

电话：13389902898

邮箱：tjshenlan@gmail.com

★河南三禾工作组（关爱之家）

河南三禾工作组成立于 2007年 11月，由英国贝利 •马丁基金会、青岛《朋友》

项目组张北川教授资助的河南同志健康咨询热线，依托河南省、郑州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开展MSM人群自愿、咨询、检测（VCT）活动并开展艾滋病感染者

关爱活动。本着服务社区，把健康带到社区的口号，为河南同志社区进行宣传

和培训。提高社区朋友对性病、艾滋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认识，干预同志人群

的性病、艾滋病工作 ，保持健康的性行为。积极参与社会健康事业的宣传。消

除歧视，弘扬科学，倡导爱心。为MSM社区提供热线咨询和检测、关爱。

地点：郑州

博客：http：//blog.sina.com.cn/2120048161

电话：0371-66282568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西里路小区 2号院 7号楼 8#

邮箱：wt200409@126.com

★河南洛阳九都工作组

河南洛阳九都工作组成立于 2007年，组织成员 11人，志愿者团队 30余人，是

河南省洛阳市MSM社区人群自发成立的民间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本着“服务社

区”的原则为洛阳及周边MSM人群提供健康宣传、行为干预、快速检测等服务，

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心理支持、治疗教育、同伴干预等关爱活动。

地点：洛阳

电话：13838850646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华源南村小区 1-04栋 2单元 601

邮箱：zzjzzjzzjzzj@126.com

★山西蓝典工作组

山西蓝典工作组是以 LGBT人群为服务对象的综合性民间公益组织。主要在

LGBT人群中 ,以“平权”理念为指导，致力于社群文化健康发展，推动公民社

会发展；积极与政府及其他组织合作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促进MSM人群生

理和心理的健康，对 HIV感染者进行关怀救助活动。

地点：山西

博客：blog.sina.com.cn/hsanxilandian

电话：0351-5249934 13393413808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大北门平民路 11号 1-5-10

邮箱： sxtzngo@126.com

★安徽携手同行工作组

安徽携手同行工作组成立于 2007年。是由安庆地区 LGBT热心公益组织的人

士成立的志愿工作组 .工作组宗旨：正确引导同性爱之间积极健康的社区亚文化 ,

推动同性爱与主流社会群体和谐共存 ,缔造宽容与理解的社会氛围 ,防止艾滋病

在MSM人群中流行传播。工作范围安庆市区以及市属七县一市。

地点：安徽池州市

博客：http：//blog.sina.com.cn/aqxstx

微博：http：//weibo.com/ahaqxstx

电话：18605563316

邮箱：93690954@qq.com   

MSN：ahaqzj848@hotmail.com

★广西桂林淡蓝天空工作组

桂林市淡蓝天空工作组是由MSM人群自身组织成立的志愿者工作组。致力于促

进MSM人群的安全性行为并进行预防艾滋病干预的民间组织。以工作组为平台，

通过健康教育 .外展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 .同伴教育及 VCTD等服务等方式，降

低或预防男男性接触者感染爱滋病的危险。

地区：桂林

电话：刘涛 13978338731

地址：广西桂林市中山南路南新铁路小区 3栋 1单元 3-2 邮编：541002

邮箱：tong.ai.li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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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桐联合会

福建省福桐联合会创办于 2002年 11月 11日，遵循尊重、非歧视、不批判的工作原

则，提供给男女同性爱者、双性爱者及跨性别人群（LGBT）、HIV感染者及病人在

自我认知、疾病与健康、文化促进等方面的相互支持平台。推进社会公众认识、理解

和接纳 LGBT人群和 HIV感染者及病人，倡导宽容与平等的和谐社会环境。

地点：福州

网站：http：//www.gaycn.cn

微博：http：//weibo.com/u/2198360182

电话：0591-83226975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凤湖路凤湖新城三区 1栋 1903 

邮箱：tongyu.org@gmail.com

★福建城堡工作组

城堡工作组成立于 2008年 2月 22日，主要服务于同志人群，开展同志自我认同、

社会友好倡导、艾滋病预防及关爱等工作。

2010年 1月，城堡活动中心开始对外开放，并跟各地众多兄弟组织合作开展各

类活动。

配合爱之城堡开展感染者关怀，贫困家庭资助等项目。

地点：福建泉州

微博：http：//weibo.com/ai0595

电话：0595-2253120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 5号院东点写字楼 B8201室

邮箱：castle_of_love@126.com

★同城社区 机构

同城社区”是中国内地唯一，由同志学生自发组织的，致力服务于青年学生性

少数群体的非营利性服务型、倡导型团体（NGO）。我们一直通过自己的实际

行动为青年学生同志生活空间的拓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断努力，希望以多

元的活动形式、丰富的社区生活、热情的团体关怀、广泛的人文交流来增强同

志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营造良好的青年同志生活氛围，促进同志文化的健

康发展，同时通过实践培养下一代的中国同志 s运动骨干。

地点：广州

博客：http：//blog.sina.com.cn/msmteam

微博：http：//weibo.com/msmteam

电话：15989253517

地址：广州大学城北亭村桥门大街五号

邮箱：forevayang@msn.com

★海西同心社 (West Coast Common Heart LGBT League) 

海西同心社（前福师大彩虹社、同心社）2006年 11月以校级社团的形式注册

并创立于福建师大，2011年 12月正式改组为社会 NGO，为综合型非盈利性质

的 LGBT公益团体。海西同心社针对所有性倾向人群，不定期开展各种类型的

文化活动，推广科学的性别与性倾向认知；倡导文化多元，推进性少数群体自

我认同，助同志健康、积极生活。

地点：福建

博客：http：//blog.sina.com.cn/2176563052

微博：http：//weibo.com/haixitongxinshe

电话：15980221303

邮箱：tongxinshe@sina.cn

★香港女同盟会

香港女同盟会在 2003年 7月 1日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纪念性日子，正式

成立，并已在香港政府注册，是一个非牟利、非政府的性别人权团体。女同盟以

女性性小众的角度出发，致力捍卫性小众人权、消除在公民权益、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上因性倾向及性别身份的歧视及压迫。女同盟集思广益，透过政策倡

议、人权状况研究及记录、公众教育、口述历史及文化建立，推动性小众人权工作。

香港女同盟会为同性恋者、双性恋、多性恋、跨性别人士及性小众女性提供支

援及服务。女性身份认同意指在相别及自我认同上，而非生理性别上。

地点：香港

网站：www.wchk.org

微博：http：//t.sina.com.cn/bjLGBTcenter

电话：852-8103 0701

地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邮局 20467号邮箱

邮箱：email@wchk.org 

★女同学社

女同学社于 2005年成立，是已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致力实践公共教育，鼓励

性小众探索及表达自我，体验充权，透过文化推广、政策倡议、教育出版等工

作，加深社会对同志议题与性议题的认识，制造论述和沟通平台，创造多元

兑换，从而消除性向歧视，争取性权平等。女同学社于 2008年创办「G点电

视」(http：//www.GDotTV.com)，是香港首个同志网上电视台。翌年，更开设

中学通识课课程的教材网站，注入甚为缺乏的性政治视野 http：//leslovestudy.

com/liberal-studies)。2011年，启动「我就是我」反校园同志欺凌计划 (http：//

www.leslovestudy.com/iamwhoiam)。

地点：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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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www.leslovestudy.com

微博：http：//weibo.com/nutongxueshe

地址：香港九龙长沙湾长顺街 5号长江工厂大厦 3楼 A12室

邮箱：contact@leslovestudy.com

女同志机构

★北京拉拉沙龙

“北京拉拉沙龙”，是由女同性恋、双性恋运动积极分子于 2004年 11月组织开展

的女同社区支持、服务、发展的公益项目。倡导多元、平等的社会性别理念，改善同

志的社会处境；提高女同的身心健康水平；促进女同的进步与发展。

我们的理念——多元、平等、健康 、发展！

我们的工作——拉拉沙龙、女同热线、女同网站、跨区域互助、女同研究

地点：北京

网站：www.lalabar.com

微博：http：//weibo.com/lalashalong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恒时代 3号楼 2808室 

电话：010-57260880 / 18931645603 

邮箱：lalashalong@sina.com/ 553696761@qq.com

★上海女爱

上海女爱由女性志愿者自发成立于 2005年，是上海目前唯一独立的专注于女

同性恋议题的非营利公益组织。我们长期持续开拓拉拉社群内部的交流，以及

在更广泛的公众活动中传播拉拉文化，促进自我认同和公众认识，倡导社会平

等多元和谐，减少基于性和性倾向的歧视和偏见。

地点：上海及华东地区

网站：http：//site.douban.com/nvai/

微博：http：//weibo.com/nvai

邮箱：lalanvai@gmail.com

★西安 RELAX同学社

Relax同学社旨在以平和而执着、谦逊而无畏的精神，通过多种形式的社群活动加

强西安女同志间的凝聚力，促进拉拉的文化传播。帮助拉拉实践正确的自我认同和

群体认同，让更多拉拉在社团的关爱下释放各方压力，实现自我价值。同志放轻松。

两个交流群：86013729、86891659 

地点：西安

博客：http：//blog.sina.com.cn/xianles

微博：http：//weibo.com/xianles

电话：13689240249

邮箱：xianles@163.com

★天津馨心沙龙

天津馨心拉拉沙龙，是天津地区唯一的公益性女同性恋者组织。以举办各种“普

及同志相关知识，争取同志法律权益和增进同志社会交流”活动为主要工作。

活动形式和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公益型社会活动，热点问题讨论、同影放映、读

书会、运动比赛，组织郊游等。

地点：天津

博客：http：//blog.sina.com.cn/xixintj2009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环城北路 233号城市之光 A211室 邮编 650051

电话：13802078232

邮箱：xinxintj2009@qq.com

★济南 les工作社

改善本地及山东地域内拉拉的生存环境，为其争取平等权益。聚集拉拉人群，

如何让我们走出来，寻找自我，认同自我。如何让我们认为终究会孤独终老的

时候寻找到可以相伴的人。同志是需要站出来发声的。

行走在阳光下，我们是值得骄傲的。通过做推广活动，让更多的拉拉走出来，

参与到其中。让他们了解更多的同志运动，看到国内外的同志游行活动。看到

更多的拉拉纪录短片，希望让更多的只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的拉拉们看到

原来外面的同志运动如此激情与阳光。

通过多种活动可以逐渐改善山东地区拉拉的活动现状。

地点：山东济南

微博：http：//weibo.com/lgbt2011813

邮箱：2417153527@qq.com

★成都 Les爱心工作小组

成都 les爱心工作小组简称“成爱工作组”。成立于 2005年 5月 21日，发起人

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优秀的 les朋友，大家想贡献一技之长，为女同志尽一份心。

宗旨是：自立、自爱、参与、交流。

地点：成都

网站：http：//www.chengai.org

微博：http：//weibo.com/chengai2005

电话：13689081466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龙江路 1号附 14号

邮箱：chengai20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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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 LES GO公益小组

LES GO取义“LES GIRL, LET’S GO！”（女孩齐步走）是一个志愿者自发组

成的女性公益社团。

LES GO成立于 2012年，我们致力于推动苏州及周边地区女同性恋、女双性恋、

跨性别女性（统称“拉拉”）的交流和沟通。通过主办各种文化活动，搭设本

地拉拉之间、本地与各地拉拉社团之间的交流平台，促进自我认同和公众人士，

倡导社会的平等多元，减少基于性和性倾向的歧视和偏见，丰富社群业余文化

生活，努力倡导和形成一种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氛围。

地点：苏州

网站：http：//site.douban.com/131878/

微博：http：//weibo.com/u/2338967870 

电话：13140881781

地址：苏州市东环路 930号仁文公寓 1幢 517室，215021

邮箱：lesgo2010@gmail.com

★贵州黔程 LES小组

黔缘 LES工作组成立于 2007年 1月 31日，是由贵州自愿者霞宝贝发起建立的

一个草根组织，在 2007年 11月交于小 C负责管理。2010年 6月 6号独立改名

为“贵州黔程 LES小组”。成立五年来一直举办综艺、文艺、知识等混合的聚

会活动来让贵州拉拉增加个人知识，让贵州集体更团结奋进。

地点：贵州

微博：http：//weibo.com/u/2113394233

电话：13765105130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新华路

邮箱：14665848@qq.com

★华人 LES之家

华人 LES之家成立于 2011年 5月，由全球唯一女同性健康用品生产商 HBM集

团赞助运营，是一个关注女同身心健康的公益组织。组织通过与各 LGBT组织

合作，共同提升拉拉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度，并提高女女安全性行为意识。我们

的任务：1、宣传正确的性别知识，没有无知就没有误解；2、倡导女女安全性

行为意识；3、推动 LGBT组织之间互动与合作，资源共享。

地点：广西

网站：www.lesparty.net

微博：http：//weibo.com/lesparty

地址：广西桂林市巫山路 6号 邮编 545001

电话：15207733700 

邮箱：babyhot520@163.com

★广西蕾丝联合社

广西蕾丝联合社 Guangxi Lesbian Coalition（缩写 GLC）成立于 2007年 8月，

是广西唯一由女同性恋人群自发成立的女同性恋（非营利性民间）组织。

为促进广西女同之间的凝聚力做友谊之纽带，并通过沟通与关怀让女同建立自

信，从而更大程度的体现其自我及社会价值。

GLC2010年起由影响社群内部的小组，转变为向社会展示真实、骄傲、健康女

同生存形态的女同组织。

地点：广西

网站：www.lesparty.net

博客：http：//blog.sina.com.cn/gxglc

微博：http：//weibo.com/gxglc

电话：15878196711

地址：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68号新闻出版局宿舍 11-10信箱

邮箱：glcfamily@hotmail.com

★广州同心工作小组

成立于 2007年 7月 16日，是广州唯一独立拉拉志愿服务小组。

宗旨：倡导——自我认同 /互助成长；关注——出柜交流 /同爱健康；开展——

主题沙龙 /户外运动；努力——文化多元 /权利平等。

服务对象：广州地区 20岁以上的女同性恋者、双性恋女性、跨性别女性。

地点：广州

博客：http：//blog.sina.com.cn//gztongxin

微博：http：//weibo.com/gztongxin

电话：13609060360（广州同心热线）

邮箱：tongxinles@gmail.com

★同话舍 -女性自助工作坊

同话舍 -女性自助工作坊遵循：健康 平等 合作的原则；提供全国女同心理、情感、

健康、法律等咨询，提供国内女同文化、网络、活动等资讯信息，组织不同类

型的活动，提高云南当地女同文化生活；主张积极讲究方法技巧出柜，正确认

知身份认同，建立面对生活的信心；倡导志愿者奉献精神建立女同志愿者团体，

正确向社会宣传同志文化。求同存异，团结力量，站在女性的角度，为本地的

女同文化，历史和教育而努力！

地点：云南

微博：http：//weibo.com/leston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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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环城北路 233号城市之光 A211室 邮编 650051

电话：13211723237

邮箱：les-home@163.com / yntonghuashe@126.com

男同志机构

★天津同仁工作组

天津同仁工作组于 2006年 10月成立，主要由青年人同志组成，针对高校学生

开展性、性别、生殖健康的普及推广工作；高校社团组织能力建设支持工作；

推动和鼓励“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人”参与公益行动，体现社会责任。

地点：天津市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洪湖雅园 3号楼 2903-P107

电话：13116020088

邮箱：tianjintongren@sina.com

★河南安阳文峰工作组

安阳市文峰工作组成立于 2008年元月，是在安阳市MSM人群自发成立的健康

公益组织，自从工作组成立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外展宣传，免费发放安全套、

宣传资料、现场向干预人群讲解艾滋病相关知识。针对安阳MSM人群，进行

防艾宣传，改变MSM人群高危性行为，与当地 CDC紧密联系，为MSM人群

提供免费检测及心理疏导。

地点：河南安阳

电话：13140407755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三高中

邮箱：3140407755@126.com

★河南省周口市同城彩缘工作组

河南周口同城彩缘工作组，组织成员 5人。志愿者团队 15人，是河南省周口市

msm社区人群自发成立的民间非盈利性社会组织。本着“服务社区的原则为周

口及周边msm人群启动健康宣传：行为干预。周口市疾控中心开展检测工作。

地点：周口市

电话：15294998822

地址：河南省周口市中心汽车站稽查部

邮箱：luoluo998822@126.com

★内蒙古草原虹工作组

内蒙古草原虹工作组是中国最北部地区 ----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唯一在MSM人

群开展同志行为干预的民间防艾组织。工作组在地处中 ,俄 ,蒙三国交界地 ----内

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开展工作。本地区特别往来有大量俄罗斯和外蒙等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工作组在同志聚集场所 (浴室、公园 )免费分发防艾宣传资料、安全

套、及 HIV咨询 .开办各类防艾咨询和进行同伴教育。

地点：内蒙古呼伦贝尔

博客：http：//nmgcyh.blog.163.com

地址：内蒙古呼伦贝尔 973信箱  邮编 021000

电话：010-57260880 / 18931645603 

邮箱：beijing.lh@163.com

★红河兄弟关爱组

红河兄弟关爱组成立于 2003年，2008年由国际艾滋病联盟支持，红河兄弟小组

致力于为更广泛同志社区提供服务，通过合作、宣传、交流、安全套推广活动来提高

红河州同志人群的防艾意识和安全性行为，倡导健康、平等、和谐、理解的社会环境，

减低对同志人群及感染者的歧视，最终创建一个健康、关爱的同志家园。

地点：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099362992

地址：云南省开远市灵泉东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办公室  邮编 661600

电话：0873-7238056

邮箱：boyyuhao@yahoo.cn

★昆明市春雨同心工作组

昆明春雨同心工作组是 2005年 5月成立的同志社区组织 .在美国国际发展署

FHI360和昆明市健康教育所、以及云南省第六轮全球基金、中盖项目、国际合

作项目的资助以及技术支持下，在昆明市以四城区为主的同志社区中进行行为

改变交流，促进安全性意识，降低性病、艾滋病的感染，实现多部门交流合作，

资源共享，倡导关爱、平等的社会环境，最终营造和谐健康的同志社区。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

网站：www.kmcytz.com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前卫路 23号金币总和商城二楼

电话：15368080905 / 0871——6101172

邮箱：zhaofengkm2003@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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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机构

★跨越中国（Trans China）

工作小组自06年非正式成立以来，进行了政策倡导，社群论坛交流，影视开发，社

区建设，同伴教育，志愿者培训，热线咨询，外展服务，安全套和润滑剂的发放与推

广使用，性病转介，自愿咨询检测，弱势群体的学习，培训，文艺演出，社区联谊活动，

翻译和整理跨性别荷尔蒙治疗及变性手术等相关信息，学术调查和研究，国际交流

和合作等健康促进活动。组织的宗旨：从权利的角度开展跨性别社区建设和预防性

病 /艾滋病，为跨性别人群提供咨询和帮助，提高跨性别人群应对性病艾滋病的能力。 

地点：昆明、全国

地址：昆明市永善路 64号 3栋 3单元 302室

电话：130 8536 5769

邮箱：transchina2008@gmail.com

★跨性别资源中心

跨性别资源中心（Transgender Resource Center）简称 TGR成立于 2008年 7

月 1日，致力于香港推动跨性别运动，以教育为基础出发，为社会人士及跨性

别社群提供资讯及资源，帮助社会加深跨性别议题，及让跨性别人士得到应有

之协助及权益。

地点：香港

网站：http：//www.tgr.org.hk

微博：http：//weibo.com/tgrhk

电话：+852-8203-2100

地址：香港新界马鞍山福安花园 2座 30C室

邮箱：info@tgr.org.hk

其他

★同志亦凡人

同志亦凡人是中国唯一一家非营利性长期独立制作 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

变性者 )网络视频组织，通过全面的记录中国 LGBT文化的发展，来提高公众

对 LGBT人群的认识和理解。

同志亦凡人通过直面 LGBT人士访谈视频，传递积极和健康的 LGBT资讯，希

望更多的国内 LGBT人士和非 LGBT人士可以从视频中了解到当代世界级中

国 LGBT社区的发展。同时以一种直观的视觉语言和影像对话来积极推动中国

LGBT影像和 LGBT社区的发展。

地点：北京

网站：www.queercomrades.com

博客：blog.sina.com.cn/qafbeijing 

微博：http：//weibo.com/queercomrade 

邮箱：info@queercomrades.com

★同志你好行动网络

同志你好行动网络（Smile4Gay Action Network）致力于通过传播科学的性倾向知识，

促进公众对不同性倾向的了解和认同，推动不同性倾向人群之间的友善关系。同志

你好行动网络目前已有数十家合作机构，支持者遍布多个国家和城市。同志你好行

动网络工作人员中多数为异性恋者，全部为无薪义务工作。

机构类型：反歧视组织

地点：北京

网站：http：//www.smile4gay.org/  

博客：http：//blog.sina.com.cn/smile4gay

微博：http：//weibo.com/smile4gayinfo

电话：13621166552

邮箱：info@smile4gay.org

★北京同行工作组

北京同行工作组成立于 2004年。主要在 LGBT和男性性工作者中深入持久地

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除帮助大家树立良好的性健康安全意识外。同时致力于

同志文化，性别文化的推广和自身权益的倡导。我们以促进 LGBT以及性工作

者享有健康生活和平等的权利为己任。我们的宗旨是：消除歧视倡导平等。

机构类型：性工作者机构

微博：http：//weibo.com/bjtx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弘善家园 1号楼 2110 

电话：13854101589

邮箱：ouyanghuijie@sina.com

★厦门麻吉小组

厦门麻吉小组是一个志愿者组成的公益团体。我们致力于多元性别的校园教育，

LGBT（女同、男同、双性恋、跨性别）的社群支持，消除歧视、多元和谐的社

会倡导，以及同志与信仰的相关探讨。我们欢迎各种自我认同和社会身份的朋

友参与反歧视、促平等的公益行动，以此推动自我认识的提升和社会责任的实现。

我们期待形成联结校园内外、异同性向和多样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汇聚广泛的

志愿力量，共同推进性别相关的社会发展。

地点：厦门

机构类型：LGBT权益及 LBT支持机构

网站：http：//www.douban.com/group/24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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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http：//weibo.com/1262677760?source=blog

邮箱：ruanlin_8311@163.com 

联系 qq：239551537

★天津水木彩虹感染者互助工作室

天津水木彩虹感染者互助工作室成立于 2006年，主要是由 HIV携带者 /ADIS病

人以及社会爱心人士自发组成，是天津市第一个致力于HIV携带者及AIDS病人关

怀服务的组织；以平等、互助为宗旨为 HIV感染者 /AIDS患者提供免费、保密、无

歧视的支持性服务。

机构类型：感染者关怀互助小组

地点：天津市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洪湖雅园 3号楼 2903室—P109

电话：022—58380069

★天津海河之星艾滋病感染者工作组

海河之星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组（海河之星工作组），是天津地区由艾滋病感染

者和患者自发成立的互助组织，于 2006年 8月成立。

使命：致力于改善艾滋病感染者 /病人的治疗生存环境，减少社会歧视与偏见。

愿景：使每一位感染者都能在阳光下呼吸到自由而新鲜的空气。

价值观：尊重、理解、平等、互助

地点：天津

网站：http：//www.hiv.com.cn/hiv/news/tjhhzx.html

博客：http：//blog.sina.com.cn/haihezhixing521

微博：http：//weibo.com/haihezhixing

电话：13323458345

邮箱：13323458345@163.com

推荐：了解 LGBT 的十部电影、书籍

《志同志》 (2009)

导演：崔子恩  

主演：张北川、秦士德、李银河、张元、许戈辉、程青松  

制片国家 / 地区：中国

同性恋，它曾被定性为流氓罪的一种，触犯者轻则遭受周围人的白眼，重则刑法加身，

甚至丧失性命。它也曾被认为是精神病的一种，使诸多所谓的“患者”遭受肉体和精

神上的巨大折磨。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同性恋们渐渐走出时代的阴霾，开始

享有自由追寻真爱和爱人的权利。虽然路仍坎坷，但是前途充满希望。本片采取记

录的手法，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性恋群体的面貌。

《今年夏天》(2001)

导演：李玉  

主演：潘怡、石头、张继莲、张浅潜  

制片国家 / 地区：中国

中国第一部以女同性恋生活为题材的故事片，讲述了发生一个夏天里，大象饲养员

小群和服装售货员小玲的感情故事。导演李玉将女同志的感情和生活进行常态化

处理，全片中所有的角色均由非职业演员出演，仿佛几个人的生活记录，具有纪录片

风格。本片在 2001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艾尔维拉 •娜塔丽奖。

《漂浪青春》(2008)

导演：周美玲  

主演：赵逸岚、房思瑜、白芝颖   

制片国家 / 地区：台湾 /中国

妹狗，八岁的她，就有了恋爱的本能，脸红心跳，启蒙了未知的一生。竹篙，

另一个她，十七岁，乳房急剧发育中，她却有了缠胸的冲动。水莲，已老的她，

五十五岁，当爱情走到最后，只剩下自己孤单的长影。当青春时光逝去时，生

命还剩什么意义，而我们又该做些什么？三个不同世代的男人女人，三段同样

酸甜的爱情追寻，讲述三位同志各自的感情经历……

《面子》Saving Face (2004)

导演： 伍思薇

主演：陈冲 / 杨雅慧 / 陈凌

制片国家 / 地区：美国

年轻医生Wil事业如意，但就不喜欢结交男朋友，这令到母亲非常操心。母亲

刻意女儿物色对象，却总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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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母亲的生活也开始混乱——她怀上了孩子，却不愿公开谁是孩子父亲。为

了面子问题，Wil的外公外婆把母亲赶出家门，于是，妈妈投奔到女儿的门下，

暂时寄宿在此。除了母亲的事情让Wil烦恼，她还有一个秘密需要苦心遮掩——

自己女同的身份恐怕会让思想传统的母亲接受不了，于是，Wil和女朋友开始转

战地下，二人爱得偷偷摸摸。人人为了面子，都有一个自己的心结，不知何时打开。

本片获得 2005年金马影展 (Viewer's Choice Award)。

《喜宴》 (1993) 

 导演：李安   

主演：赵文瑄、 归亚蕾、金素梅、 郎雄、米切尔 •利希藤斯坦 

制片国家 / 地区：台湾 / 美国     

伟同是事业有成的男同志，与男友赛门在美国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烦恼来自

要用各种招数应对远在台北的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

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没料父母想亲眼见证。无奈，他只得拉上来自上

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婚”，想逃过一劫。本片获得了 1993年柏林国

际电影节的金熊奖。

《米尔克》Milk (2008)

导演：格斯 •范 •桑特  

主演：西恩 •潘、乔什 •布洛林  

制片国家 / 地区：美国

 《米尔克》是一部关于曾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 20世纪代表人物之一的同性恋

政治家 Harvey Milk的记录片。该记录片讲述了 Harvey Milk为了争取同性恋者

的合法权益而从政，但最终却被保守派刺杀的传奇的一生。在 2008年的奥斯

卡颁奖典礼上，《米尔克》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两项荣誉。

《天佑鲍比》Prayers for Bobby (2009)

导演：拉塞尔 •穆卡希  

主演：西格妮 •韦弗、瑞恩 •凯利  

制片国家 / 地区：美国

影片讲述了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著名斗士 Mary Griffith 的真实故事。她曾经

是一个忠实的基督教徒，起先不能接受儿子 Bobby的同性恋倾向，而 Bobby的

轻生让她悲痛欲绝。最后她成为了维护同性恋权益方面的一位积极人士。她在

推动市议会同志自由日提案时留下名句：“当你们在家中、教堂说出阿门时，

想想和记得，有个孩子在倾听。”Mary Griffith在洛杉矶同性恋运动中成为了

领袖人物，她给无数绝望的同性恋青少年以希望和安慰。

《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 (2005)

导演：李安   

主演：希斯 •莱杰、杰克 •吉伦哈尔  

制片国家 / 地区：加拿大 /美国

故事发生于 1961年的德州和怀俄明州，农夫 Jack和牛仔 Ennis被派到山上牧羊。

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爱上了对方，从而开始了维系两人一生的恋情。影片通过一对

同性恋人的悲剧爱情故事，折射出既有的世俗偏见对自然的人性与爱的残酷压抑，

影片中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沉热烈的同性之爱，不禁让人悲伤落泪。

《男孩别哭》Boys Don't Cry (1999)

导演：金伯莉 •皮尔斯  

主演：希拉里 •斯万克   

制片国家 / 地区：美国

影片由一起真实事件改编。1993年，位于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境内的法奥斯

城来了一个叫布兰顿的小伙子。他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小城的宁静，成了当地的

大众情人，然而他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秘——俊男本是女儿身，“他”的真名

叫蒂娜，一直认同自己是男性，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开始新角色和新生活。布

兰顿和当地女孩拉娜恋爱了，而一次交通违章却暴露了所有的秘密。布兰顿被

识破女儿身，尽管拉娜原谅了她，悲剧却发生了。拉娜的前男友对布兰顿怒不

可遏，将她摧毁在一场残忍的暴力事件中。

《如果墙壁会说话 2》If These Walls Could Talk 2 (2000)

导演：安妮 •河车、简安 •德森、玛莎 •柯立芝

主演：米歇尔 •威廉姆斯、莎朗 •斯通、艾伦 •德詹尼丝 

制片国家 / 地区：美国

HBO出品的电视电影，分三个单元，通过发生在一幢房子三个时期不同住户身

上的故事，反映美国 les运动情况和处境的变迁。感情流转之余很深刻的讨论了

一些实际而细节的问题：同性爱人之间的权利、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后代的

生育和抚养……有主题却并不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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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了解同志必看的十部书籍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

作者：施晔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08年 12月

本书在综述明清同性恋历史及同性恋书写的基础上，将明清同性恋书写置于商

品经济发展、启蒙思潮高涨及新旧朝代更替的社会大背景下予以考量，大致勾

勒初中国古代文学中同性恋书写的历史轨迹，以作家、作品为切入点，深入剖

析不同文本不同的表现方式、审美情趣及文化意义。

《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

作者：张在舟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2001年 4月

本书共分三篇，内容包括同性恋绪论、同性恋历史面貌和专题论述，内容涉及

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本书对中国同性恋史的研究其有

推动意义。

《欧洲同性恋史》 

作者：[法 ]弗洛朗斯 •塔马涅 

译者：周莽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09年 4月

本书除了揭示英、法、德三国处理同性恋问题的不同模式，还告诉大家同性恋问

题并非只是性爱史的一个次要部分，它在社会形态和表现的历史上自有其地位，

它作为一种吸引或反感的作用揭示一个社会的幻想和恐惧。当然，作者并不企图

仅仅借助性爱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纳粹问题和二战的发生。

《孤寂深渊》

作者：拉德克利夫 •霍尔

译者：张玲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年：2004年 1月

系英语文学中第一部专写女同性恋的名篇，被奉为“女同性恋者的圣经”。作

品于 1928年问世之初即招致激烈争议，最后伦敦违警罪法庭将该小说判为“淫

秽”，并下令查禁和销毁，酿成了轰动现代文坛的一大公案。小说以女同性恋

者斯蒂芬 •戈登一生的性倒错活动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成长、生

活及心路历程。

《酷儿理论：西方 90年代性思潮》

副标题：西方 90年代性思潮

作者：葛尔 •罗宾

译者：李银河

出版社：时事出版社

出版年：2000年 2月

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

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对社会性别身份与性欲之间关系的严重

挑战。它的前身是各种与同性恋有关的理论；它的哲学背景是后结构主义和后

现代理论；它的终极目标是圆满解决性别和性倾向的问题，创造新的人际关系

格局，创造人类新的生活方式。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

副标题：“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作者：让 •勒比

译者：邵济源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07年 4月

让 •勒比图先生使用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 -保罗 •萨特

和米歇尔 •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一段被埋藏的历史——“二战”时期欧洲

同性恋者遭受纳粹迫害的事实。他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被迫害和

牺牲了的同性恋者因何成了我们集体记忆中被遗忘的人们？

《同性恋亚文化》

作者：李银河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年：2005年 1月

这本书是李银河与网友的笔谈录。他们当中大多是男女同性恋者，也有少数异

性恋者。由于同性恋目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是比异性恋感受到更多的压力，

网络这个新生事物成了他们畅所欲言的新天地。他们在其中抒发心中的郁闷，

宣泄情感，也向外界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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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悦与规训》 

副标题：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 

作者：周丹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09年 5月

作者以同性欲望为视角探析爱悦、法律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作为跨学科的法

学研究试验，作者提出并运用有机结合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文学的想象力”

的“法理学的想象力”，力图描述同性欲望与中国现代性之间互动所形成的法

律文化表征，指出中国在与外部世界互动过程中如何围绕着同性欲望来建构和

重构现代性。 

《春光乍泄》   

副标题：百部同志电影全记录

作者：范坡坡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07年

本书精选 100部在世界电影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同性恋电影，以及 200余幅精

美剧照和资料图片，是国内第一部完整、详尽地介绍同性恋题材电影的力作。专业的

解读，配以震撼的画面，为读者展示了一幕幕鲜为人知而又活色生香的另类人生。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作者：朱迪斯 •巴特勒 著，宋素凤 译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2009年     

1990年面世的《性别麻烦》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的重要著作。巴特勒在

《性别麻烦》开篇，首先对“女性”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提出了质疑。她借用

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从哲学本体论层面重新追问语言、

主体、性别身份等关键性概念，深刻阐述了异性恋框架下的性别身份和欲望关

系是如何形成的，从而颠覆了霸权话语对性、性别、性欲的强制性规定。巴特

勒提出的、现已成为她的个人标记的“性别操演”理论，为性与性别开启了一

个具有多种文化可能性的未来。

 以上电影与书籍信息来源于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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