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東北地區跨性別性工作者現狀調查

馬鐵成

背景

跨性別者或跨性別這個詞是個集合名詞，它涉及到各種與性

別角色部份或全部逆轉有關的個體、行為以及相關群體。不過，

對於「跨性別者」這個字的定義問題目前還有很多爭議。

跨性別者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進行醫學性別重整治療(medical 

gender reassignment therapy)，而且他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對這種

步驟感興趣。有些跨性別者不主張通過手術來改變，而有一部份

跨性別者通過手術改變自己的生殖性別，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變性

人。

當我們說到兩個基本的跨性別「方向」時，通常使用的名

稱為：Transman，用來指稱從女性跨越成為男性者（female-to-

male，可能會縮寫成FtM），以及Transwoman，用來指稱從男

性跨越成為女性者（male-to-female，可能會縮寫成MtF）。在

過去總是會認為transwoman的數量要比transman多上許多。然而

實際上的比例接近1：1。跨性別包括了許多次分類，比如變性

者(transsexual)、變裝者(cross-dresser)、扮裝者(transvestites)、扮

裝國王(drag kings)與扮裝皇后(drag queen)。通常戀異性裝癖者

(transvestic fetishist)不包含在這裡面，因為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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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個性別議題(gender issue)（不過在實踐上很難分辨）1。

許多人就只是單純把自己定義為跨性別者，儘管他們也可能

符合以上所述的其中一個分類。

80年代以來，中國的性產業開始復甦與繁榮，90年代初東

北即開始出現跨性別性工作者，當時人數極少，基本都是實施變

性手術後輸出到南方發達城市從事性工作。90年代末期在東北瀋

陽、長春、哈爾濱3個省會城市出現少量跨性別性工作者，活躍

在女性性工作者站街的場所，2005年後以瀋陽為中心出現大批跨

性別性工作者，隨著人數的增加內部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這些

差異性體現在性工作者內部的階層差異，也體現在與東北社會文

化背景相關的地域性差異以及個體在自我認同、疾病認知、行為

實踐方面的差異。

瀋陽愛之援助2002年開始在MSM社群開展健康干預工作中

即與跨性別性工作者社群建立聯繫。2007年開始對34名男性跨性

別性工作者進行了深度訪談。

一、研究目的

全視角的瞭解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家庭背景、從業原因、工

作現狀、防愛（滋）意識、情感歷程、未來打算流出地等現狀。

通過調查與瞭解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意見，為以後在該人群中開

展工作提供依據。

二、研究內容與方法

1、調查方法

本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深度訪談與小組訪談結合的方

1　跨性別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2192.htm?fr=ala0_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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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008年4月至今筆者以NGO社工身份對34名男性跨性別性工

作者進行了實地觀察與深度訪談。

2、研究內容

 ☉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基本狀況

 ☉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歷史

 ☉東北跨性別性產業現狀

 ☉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入行與自我認同

 ☉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人口學特徵

 ☉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職業安全

 ☉與其他性工作者的關係

 ☉嫖客的基本情況

 ☉性病愛滋病對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社群帶來的影響

三、問題與建議

 ☉法律困境 

 ☉員警執法給跨性別性工作者帶來的影響

 ☉社會歧視的問題

 ☉對跨性別性工作者認識不足

 ☉跨性別性工作者面臨的健康問題

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基本狀況

1、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歷史

東北的跨性別性工作者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90年代初東北即開始出現跨性別性工作者，當時

人數極少，基本都是實施變性手術後輸出到南方發達城市從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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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訪談：

在九幾年的時候，瀋陽就有一個特別有名的「張大娘們」，

現在估計有差不多40多了你去鐵西的**酒店還經常可以看見

他，他經常去那吃飯，一看就可以看出來，和正常女的不一

樣，人非常妖豔，穿的大紅大綠的！據我所知他是瀋陽最早

的變性人，當時他做了變性手術後就在廣州賣淫，因為特別

放得開，性技術也特別好，所以有很多回頭客，掙了好多

錢，現在回來了找了一個農村的老公，兩個人也過的不錯。

第二階段：90年代末期在東北瀋陽、長春、哈爾濱3個省會

城市出現少量跨性別性工作者，活躍在女性性工作者站街的場

所。

訪談：

我95單位黃了後沒什麼事就經常去八一公園玩，當時八一公

園魚龍混雜搞同性戀的、雜耍的、唱戲的、搞破鞋的都有，

經常有一些農村來的老娘們在那勾搭老頭掙錢，由於我從小

就特別女性，再加上穿衣服也中性，所以也有一些老頭把我

當成了女的來勾搭我，當時我不敢，害怕被發現，後來找我

的人多，再加上看她們（女性性工作者）掙錢也容易，我也

就開始做這個了。後來有幾個在公園經常逛的同性戀看我做

這行挺賺錢就也加入進來了，有幾個年輕的還做了胸去外地

掙了不少錢。

第三階段：2005年後以瀋陽為中心出現大批跨性別性工作

者，隨著人數的增加內部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這些差異性體現

在性工作者內部的階層差異，也體現在與東北社會文化背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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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性差異以及個體在自我認同、疾病認知、行為實踐方面的

差異。

訪談：

A、04年去八一公園，慢慢認識了這群人，剛開始覺得挺有

意思的，休息的時候就出來逛一逛。時間長了，覺得做酒店

做了九年，很累；覺得做這個挺容易的，就把以前的工作扔

掉了，就幹這個了。

B、05年的時候我開始化女妝。當時我就有信心可以接直

男。怎麼說呢，我剛開始的時候主要是為了娛樂，後來做這

個也是為了錢。你說我去飯店上班也挺累的，一天到晚起早

貪黑的也不容易，錢掙的也不多，我覺得那種環境不適合

我。我也不是被生活所迫，也不是逼到這，非幹這個的。你

說我現在離開這個圈子，給我個工作，一個月2000塊錢，讓

我坐在那，我待不住。

我開始在BY公園或者JC賓館附近接客人，一般接觸的都是

直男，很少接觸同性戀。我覺得，接觸這種直男，快感比接

同性戀強。有的時候我看到自己挺喜歡的小夥，我自己都反

應，都硬。他幹我，我都硬。

C、2007年夏天，我開始做易裝MB這個生意。說起來也是

很有戲劇性的。我喜歡化女裝，常常晚上化妝後去南湖公園

玩，結果就有人過來問我是否做活兒（註：性交易），我當

時覺得挺可笑，我想可能是我小臉小骨架，五官又比較清

秀，藉著夜色他們把我當成女人了。我給第一個顧客打飛機

掙了20元，我看這樣掙錢挺快，比幹其他活強，又不需要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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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手續，於是就開始了這種生活。我身邊的同伴本來就很女

性化，家裡化妝品也很多，看我這樣來錢快，也就仿效我化

女裝開始賺錢。那時候，一天能掙五、六十塊錢，好的時候

能掙百十來塊。可是沒持續多久，和我一起做活兒的夥伴因

為偷了別人的自行車，還有十幾元現金，被客人打了，我們

不得不離開了南湖公園。11月，我和姐妹們就去了大連，但

是大連的活不好做，我們待了四五天就返回瀋陽，因為BY

公園（註：瀋陽著名的同志據點）站街的多，我們就直接在

BY公園落腳。

小結：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性服務行業也開始由南方

經濟特區最先開始發展起來，但東北作為中國重要輸出地之一也

在90年代初就承擔起重要的輸出功能，在90年代末期在本地出現

零星的跨性別性工作者，2000年以後開始有更多的跨性別性工作

者加入這個行業中來成為國內重要的輸出地。

出現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東北作為老工業基地，經歷了改革開放的陣痛，大批工人

下崗、年輕人也面臨更大就業壓力

☉東北的地域文化特徵，性格豪放敢作敢為

☉瀋陽作為東北三省的政治、文化、交通的中心也產生了對

性產業的需求

2、東北跨性別性產業現狀

(1) 規模估計

東北跨性別現狀規模估計，以瀋陽為例筆者實地觀察高峰期

200人左右，由於跨性別性工作者有很高的流動性，東北又是中

國跨性別性工作者的重要流出地，知情人等推算東北地區流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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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跨性別性工作者有1000-2000人

(2) 跨性別性工作者性工作形式與分類

跨性別性工作的活動類型：

有在公園及勞務市場為外來農民工提供服務的、有在舞廳為

本地中低收入提供服務的、有在網路裡為SM社群提供女王服務

的、有在酒吧以靚妹的身份出現提供陪酒服務的、也有在女性站

街場所為本地中高收入階層提供服務的。

價格也有高有低，有上千塊每次性交易，也有30塊人民幣一

次性交易的。一般中等的價格在50-200每次性交易。

跨性別性工作者活動場所基本情況(2007-2010)

類型 活動地點 服務類型與收費標準 收入及特徵

1 公園、勞
務市場

小活（口交、打飛機）：
30-50元
大活 (肛交）：50-100元

收入：每月萬元左右
初入行者、年紀較大或化妝不漂
亮，夜晚在燈光昏暗的公園站街，
依靠接客的數量取勝

2 舞廳

陪舞：10元一曲
小活（口交、打飛機）：
30-50元
大活（肛交）：100-200元

收入 5000-1萬元
化妝後很漂亮，年輕居多，聲音甜
美，白天在舞廳工作

3 傳統女性
站街場所

小活（口交、打飛機）：
100元
大活（肛交）：200-300元

收入：每月萬元左右
年輕漂亮，打扮入時。晚上在燈光
明亮的路邊站街。客人數量不多

4 網路
小活（口交、打飛機）：
100元
大活（肛交）：200-300元

收入：每月 5000左右
雇傭專業客服在網路宣傳，發照片
及視頻與客人洽談

5 網路 SM
提供女王服務，服務不同收
費不同，5大項，40多個小
項，最低 300元，最高 1萬

收入：萬元左右
通過博客、論壇等網路形式宣傳需
要有一定的技術

6 酒吧
陪酒小費：50-100
口交：100元

收入：3000-1萬不等
本地跨性別者居多，
不隸屬酒吧，但在酒吧提供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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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A、八一公園歲數大的小姐比較多，咱們也挺處的來的，做

雙飛和三飛的都有，三飛就是兩個人妖，一個女的，也是咱

們做小的，她做大的。也有變態的顧客，想要肛交的。因為

90%的時候，我們是被當成真的女的來做的，客人說我想肛

交，我就說要是肛交就得加錢。其實咱們都是假的，是冒牌

貨。幹一行，愛一行。咱們就是拿這個也當一種工作。昨天

你也看到我的工作記錄了，天天出勤，月月滿勤，無論颳

風下雨，反正月月是滿勤。我基本收入一個月能一萬來塊錢

吧。上兩個月還行，一個月能八、九千塊錢，這個月也還

行，這個月一萬多；支出一般一月一千八九。但是公園裡不

一定都掙這麼多。

B、我是90%多的顧客是知道的。我是站街的，那個時候來

的客人都是開私家車或者是打車來的，走路的很少。我說我

是「人妖」你能接受嗎？能接受就接受了，不能接受就走。

我們那裡小姐都是年齡偏大的，30多歲，40多歲，還有50多

歲的。從年齡上我們佔優勢，個頭也佔優勢，穿著打扮，從

視覺上看，有的人願意找我們，最起碼看著舒服。

以前與小姐之間有競爭現在少一點，男的出來幹這個的90%

都是按照妖來賣的，而且現在找妖的人少，我們這個隊伍又

在不斷擴大，所以能裝成女人的都裝成女的了。有的時候一

個女人再加上一個「妖」一起做活，叫「龍鳳飛」；一般

都是我們做小活，我們不做大活。通常我們自己做是200塊

錢，而女的自己做是100塊錢，但是兩個人一起雙飛的話，

可以把價格提起來，是300塊，然後我們就對半拿，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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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50。這樣他們能多掙50。

C、因為我有這種傾向，挺喜歡打人的。剛進入這個行業還

是很難的，在這6年，經歷過很多的坎坷，一直走到現在，

我覺得我做的很成功。在中國來說，我做到玫瑰女王，我自

己有博客，有很多資料，你們通過很多方式都可以找到我。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同志，喜歡的就是男人。但是我要是男

裝的話，我想客人可能接受不了。我接的都是男人，不接

女客。我們這裡的SM分三種：第一種是DS，就是沒有胸的

男人；還有TS，就是有隆胸的；還有一種，就是所謂的變

性手術。在SM中，你是TS還是DS還是人妖啊，客人們有的

人能接受。但是我們接活的時候從來不介紹這些。因為我

就是女人，所以我只以女人的方式接SM的活。我們正常做

的時候，客人進門的時候我去開門，我們必須要有女人的厲

害，他們開門的時候我就說「跪下！」他就跪下了。當時他

跪下來的時候，搧他兩個耳光。他要抬頭瞅你的時候，說

「不准瞅，磕三個頭」，必須讓他怕。這些專案我們提前電

話就講好。SM分5大項目，40多個小項。五個大項包括：腳

奴，狗奴，刑奴，廁奴，全奴。瀋陽市場價錢不一樣，分三

等，狗奴最低600起價，廁奴1500元起價。我們主要是網路

上聯繫，所以我們在家等電話或者上網就可以了。比如說我

們做舔腳就是腳奴的，我們該告訴他600塊錢起價。如果感

覺好，就問他多大年齡啊，你做沒做過啊。我們同志喜歡男

性，年齡上我喜歡三十歲左右的，所以遇到三十左右的就便

宜點。如果要是40、50歲的，就是600塊錢，行你就做，不

行你就算了六十歲的我們就說600元行你就做吧，不行就不

做了。想做SM服務的人都是機關單位的，白領的，都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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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刺激的才能玩兒這種遊戲。我們主要是通過網路，我個人

的網站、博客、郵件、SM聊天室，那有我個人的資料，還

有就是通過電話。還有「奴」，他們互相之間也有聯繫，一

個傳一個，我在瀋陽的市場就打開了，所以說還是挺好找

的。

D、我最多一天接了11個客人，有的做了，有的打飛機，有

的做口活。幹我的能有七、八個，到晚上我的肚子都疼了，

但是為了錢也沒有辦法。現在我幾乎每天都能接三、四個客

人，但是有的時候懶了，不願意動彈，也就不接了。一個月

下來，我能掙三四千塊錢，但是攢不下。我從過年回來到現

在掙了一萬多，除了身上的四百，其他的也都沒有剩下來。

小結：由於不斷有新人的加入，跨性別性工作者數量逐漸增

多，競爭的壓力也隨之而來，帶來的結果就是，需要有人不斷的

開拓新的場所，由於市場的需求，服務也呈現多樣化的雛形

3、跨性別性工作者入行與自我認同

經濟因素是跨性別性工作者的最主要成因，近年來由於競爭

的激烈、年齡的增長等因素的影響，很多男性性工作者轉行成為

跨性別性工作者也是因為經濟的因素。熟人介紹是跨性別性工作

者最主要是入行方式。

跨性別性工作者來源調查(2007-2010)

原來的職業 N %
MB 31 91%
其他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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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A、我是03年從事這個行業的，有一個姐妹帶我進來的，他

是98年開始做，我就感覺挺稀奇的，但是還有點不明白這個

行業怎麼會這麼好。真正瞭解是有一次他來了一個客人，想

做多人的，那個姐妹說你化妝吧，我就化了一次妝。我不會

做，他就讓我跟著他做。然後我感覺挺適合我的，來錢還挺

快的，也挺適合我。

B、03年在太原街開飯店。那個時候有個和平浴池，他們都

去我家吃飯，接觸了這幫人，進了這個圈。後來非典，飯店

不讓開，就關了。有幾個朋友在北京從事這個行業，他們讓

我去那邊呆兩天，還讓我化妝看看。剛開始感覺大家有一種

歧視的眼光看我，自己也挺尷尬的。我幹了兩個月就不幹

了，從事正當職業上班了。5年以後，我認識了另外一個朋

友，他也做這個行業，在八一公園，我問他你掙錢還行不，

他說還行。我就試驗試驗，看行不，不行我就再回去。就這

麼著，我感覺這個工作還挺適合我的。

C、我去年9、10兩個月就開始幹這行了，也算是老人了。去

年有一個姐妹，「她」以前是賣男裝的，然後去了北京，我

和「她」挺好的。我帶她出來做活，她每天下午來找我，在

我家裡化妝，我們一起吃飯一起出來。

D、現在的人吧，不是八十年代的陳舊頭腦。而且現在思想

觀念也都是隨著社會在不斷改變，他們就尋求一種刺激，他

們會覺得那你要是這樣的人的話，你帶帶我，我也想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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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最開始只有我和一個姐妹在八一公園做易裝，看到我們

掙錢快，有一部份散賣的MB，還有一部份GAY也加入到我

們的行列。很多GAY，要來做這個都會和我們幾個「前輩」

說，我們就先讓他們穿我們的服裝，用我的化妝品。我們做

這個的，服裝和化妝品都比較多，讓他們先試試，如果能賣

出去，就自己再買衣服、化妝品。比如說有一個姐妹，他原

來是散賣的MB，不是易裝，後來就和我們學。剛開始他不

懂得怎麼化妝，怎麼去和異性戀做活兒，就總找我們諮詢。

我們就手把手教他化妝，告訴他預防「炸包」（註：被顧客

識破男兒身）的技巧。有些人長的不好看，化妝以後也能看

出來不是女的，他們就當「妖」（註：人妖）來賣。有些人

圖個新鮮也來買「妖」。「妖」的價格往往還比GAY貴些。

自我認同

訪談發現，在34名訪談對象中，有44.1%的人在所有時間

都會穿戴女性服飾。82.3%的人認為做女性比做男性好，但只有

5.9%人想做變性手術，91.2%的人明確表示不會做變性手術。有

79.4%的人在生活中是留長髮或接髮，32.4%選擇了隆胸手術。由

此可見多數的跨性別性工作者一方面覺得在工作上做女性比做男

性好，另一方面又認同自己的男性身體不願做變性手術。跨性別

性工作者往往因為長髮、隆胸等外在的特徵更難以融入社會所以

會採取女裝的打扮來更好的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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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性工作者自我認同調查(2007-2010)

題目 　 N %

穿戴女性服飾的時間

只在工作時穿 5 14.7
所有時間都穿 15 44.1
不一定 14 41.2

對性別的認同

做女性好 28 82.3
做男性好 2 5.9
不好說 4 11.8

對變性的態度

不會做 31 91.2
想做 2 5.9
不一定 1 2.9

外形

留長髮或接髮 27 79.4
隆胸 11 32.4

訪談：

A、大概做完今年就不做了，我30歲之前要結婚的，答應過

家裡的人了，要找一個正常的女人結婚，我是說身體是正常

的女性的。因為我家離瀋陽很近，有點事就會回去。平時

男裝的時候就喜歡穿很瘦的衣服，這樣突然露出來兩個大

胸⋯⋯我父親在法院工作，我說我在外面演出，他都不是很

喜歡；如果要是知道我幹這行，他能瘋掉。

B、當然是做女人好了，我也想做女人，但是下輩子吧。目

前我不會做變性手術。我現在是留的長髮，也沒辦法穿男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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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我租房子的時候就是女裝租的，周圍鄰居啥的也都以

為我是女的，所以一般我在家裡還是工作都穿女裝，而且女

裝也很省錢，夏天買幾個小衫才幾十塊錢，非常方便。只不

過我平時畫淡妝或者懶的時候不化妝，出門的時候妝比較濃

一些。

C、去年的時候有這個想法，但沒想做。過完年回來了，因

為公園人越來越多，你要想幹這個工作，你就必須有一定的

優越條件，沒有條件你根本就立不了足。我一狠心，到了美

容院，我花了3000多，不到4000做了胸的手術。

小結：通過以上的調查可以發現東北的跨性別性工作者多數

是因原來的MB組成，入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經濟因素的吸引，

對於跨性別身份的自我認同是比較矛盾的。一方面是由於需要在

外形上盡力接近女性，也覺得在做性工作者這個職業上女人比做

男人優勢，另外一方面又受傳統性別觀念的影響和束縛，希望在

賺夠錢後恢復男性的社會身份。也可以說他們的跨性別身份主要

是一種職業身份。

4、跨性別性工作者人口學特徵

在本次調查的34個跨性別性工作者中，最小的22歲，最大的

49歲，平均年齡29.1歲，大部份來自農村擁有城市戶口的8人只占

23.5%，34人都現為單身，其中2人離異。

綜上所述，大部份跨性別性工作者的年齡在22-38歲之間，

以20多歲的為最多。都來自MSM社群。大部份提供直接性服務，

但也有一部份提供特殊服務（陪舞、SM）收入情況也從一次性

服務上千到20塊左右不等。

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的教育程度也相差較大，大多數在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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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中；這些基本社會人口特徵與性產業的層次類別以及地域等

因素相關。比如，不同地點不同層次的跨性別性工作者年齡會有

不同，除個別(SM)服務類型外，收入相對平均都為每月1萬元左

右。絕大部份跨性別性工作者是流動人口，但在東北區域內、省

內流動頻繁。

小結：以上綜述可以看出，除了性別不同外，跨性別性工作

者與女性性工作者沒有明顯的區別。

5、跨性別性工作者職業安全

跨性別性工作者因為非法地位、匿名性、流動性和法律知識

的缺乏等等增加了她們的脆弱性。他們在工作中遇到主要問題是

員警、客人的暴力行為；在本次調查的34個跨性別性工作者中，

在工作期間都曾有遭受過員警的辱罵或抓捕的經歷。有18名性工

作者曾給員警行賄用以保證自身的安全。34名跨性別性工作者也

都曾遭受過客人不付錢、辱罵或不同程度故意損傷身體的現象。

訪談：

A、那天晚上有個戴著小帽子跟迪克牛仔似的老頭到了我

家，做了也不硬，我就想做口；他說不做口，他說你看不行

就不做了。然後他說，我看你有點像小男孩，我說我是「人

妖」，但我是有胸的。他說，我警告你，下次你就別幹了。

我說，這事你干涉不了我，我就是愛這行，就從事這行了。

他從兜裡拿出搶，我說你別嚇唬我，我說我知道你這個是假

的。我說你要是動我，雞頭就在下面呢。過了一會兒就把電

棍掏出來了，他說那我就不做了，因為咱們都是先交錢。我

說，行，到八一公園找個女的就把錢給你，要是找不著，這

個錢我不能給你退。後來我跟他出門就害怕了，在屋裡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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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行，在屋裡面我可以告他入室搶劫啊，所以我就趕快去

人多的地方了，他看我和那幫人說話，馬上就跑了。

B、還有一件事，我那屋也是有一個姐妹，一個小夥兒20來

歲，和他做。我那個姐妹說，你這個太大了，做不了；我把

那屋的姐妹介紹給你吧。他說，那行，他這一提褲子一個大

刀掉地上了。我說，小夥你帶什麼，是不是刀啊？他說不

是。我說，你上這兒來玩兒來了，怎麼還能帶刀呢？我不可

能和你做，像你這樣的誰也不能和你做，哪有還帶刀的呢？

他說你倆不做，我找別人。我說，那你找別人吧，趕快找別

人。姐妹們要有點防範意識，看這個客人適合你不適合你，

不適合你的，千萬別接，最起碼對自己的人身安全有一個保

障。

C、就是上次在八一公園打仗之後，我給一個姐妹化妝從樓

上下來，正巧碰上員警在他家樓下堵著他，我們連十步都沒

走到。員警說，你倆站著別動，你倆幹什麼的？我說沒事啊

就吃飯。然後就問我們是不是男的，為什麼要打扮成女的。

我說，沒事啊，就是喜歡啊，我就想當女人。然後就又問我

是否認識捅出來的那個小孩。我們每個人都有兩個名字，男

裝的時候叫什麼，女裝的時候叫什麼。我就說，我不知道。

員警又說，你是在八一公園賣的吧？我說，不是，你在八一

公園看到我過嗎？他說沒有。我說我在酒店上班，我說我在

哪兒哪兒的酒店上班。員警問我，那你有工作證嗎？我說，

現在裝修呢。我又說，那條法律規定不許男人女裝出門的，

我嚇到你了嗎？畢竟不是我正在做什麼活，我畢竟只是在點

上溜達，你也沒有資格抓我，而且即使抓到了，只要我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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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除非是顧客他先招了，只要顧客不招咱們也不能招。因

為他沒有證據，24小時就都把我們給放了。

D、我們和管這片的員警處得非常好，我們每個月都給送2條

菸，今天要是嚴了，他就會和我們說你們注意點，要是男女

賣淫關係是犯法的；但是在咱們這兒，要男的和男的做，不

算犯法，教育教育就放了，頂多關你24小時。

E、他們也上網上查你，然後他會給你打電話，我們管這個

叫「釣魚」。假如說你化妝了，他說他想做，但其實他是員

警，他就會抓到我們。但是他們也只能講不可以男扮女裝，

即使不犯法他們也抓，然後警告你下次別幹這個了。

F、我有過。去年夏天公安局的便裝抓「大現」，有一個本

田的車把我叫上去，去西塔公園那，就要開始玩兒。我說先

給錢，他說不給錢。我說你開車也不差錢，但是後來玩兒半

道，他拿了一個員警證，告訴我他是員警，要把我帶走還問

我有沒有錢，我說沒有錢，嘮了老半天，我說我也沒有錢那

我就跟你走吧。但是講到最後，他卻開車給我送回去了，說

以後不讓我再出現，於是我那兩天就沒去。

G、我們這個行業有個規矩，就是沒做之前先給錢，但我剛

做臉皮薄不好意思提錢，有一次有4個人來找小姐，我說我

是妖，他們覺得接受不了就開車走了，但是隔了一會他們又

回來了有個胖子說想試驗一下，其他三個在旁邊看著如果可

以接受也給錢。我那天沒出臺，想想就和他們去開房了，到

了之後那個胖子先做了，他做完之後其他三個人也都接著做

了，整整做了2個多小時，我累的腰都要折了。那三個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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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後就先走了，那個胖子開車送我回來，在車上的時候我感

覺那個胖子就想不給錢，他就用話威脅我，說走的那三個都

是黑社會要是惹了他們沒好處啥的，最後我下車的時候只給

了我200塊。從那以後我都是先要錢再做。

H、我在八一公園接了一個小夥回家，當時做的時候我是跪

著，他在我身後，忽然我覺得脖子上涼涼的，我用手一摸他

是拿一個刀逼在我脖子上了，我馬上用2個手的手指頂在刀

刃上，這個時候我已經感覺不到疼了，我大聲呼救拼死和他

搏鬥，利用他心裡害怕的機會把他的刀搶了下來，我想他也

沒想到我有這麼大的力氣，他有點害怕了，就跑下樓去了，

這個我才發現我的脖子已經被拉開了，我的2個手指筋也被

拉斷了，我就馬上打電話找朋友來把我送到醫院，醫院問是

怎麼造成的，我也只說在路上被搶劫了，沒說真的原因，我

也怕員警調查後把我抓起來。傷好後我回家發現那個人遺落

在我家的包，裡面有他的日記，通篇都是寫的怎麼仇恨社會

要報復社會，現在想想都會怕。

I、現在瀋陽嚴打100天，已經連續1個月了每天員警都會抓

捕2-3個姐妹，我也不敢去站街了只能在家接電話接一些老

的客人。聽說現在員警判刑有3個標準，判斷標準就是：在

現場沒有發現安全套拘留5天，發現安全套但安全套裡沒有

精液拘留10天，發現安全套裡面有精液就拘留15天。

J、我知道我們的姐妹已經被抓進去幾十個了，有的被勞動

教養，有的被拘留，以前發現感染愛滋病的還馬上放出來，

現在發現在感染愛滋病了，但沒服藥也一樣拘留。所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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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害怕不敢出去了。

K、我接的客人也有員警，他還告訴我，最近挺嚴的，注意

點。我還接過好幾個派出所的便衣，但是他們不知道我是男

的。我也進過派出所。前一段的時候，我們5個人一起住在

一個小旅店，每個房間25元，老闆每天能有100多的收入。

後來，我們都離開了，去了另一家旅店住，老闆覺得斷了他

的財路，就把我們舉報了。第二天，我們就被叫到派出所。

他們（員警）說，我也不能把你們咋地，也不能拘留你們，

也不能押你們，最近注意點，別給我們惹事。這還不是第一

次了。我們以前也來過派出所。和我們一起的（同伴），看

我們生意比他好，錢掙的比他多，對我們有看法，就到派出

所舉報我們，說我們假扮人妖敲詐男人錢。

小結：跨性別性工作者在從事這個行業的時候遇到最主要

的問題來自於嫖客與員警，問題的形成還是因為道德與法律的因

素。

6、與其他性工作者的關係

跨性別性工作者在入行之初都是由其他跨性別性工作者引導

與幫助開始從事這個行業的，他們工作的場所又是傳統女性性工

作者的領地。所以他們在從事這個行業的時候，既要與其他跨性

別性工作者又要與女性性工作者一起工作。

訪談：

A、咱們之間互相都有照應的，因為公園就那麼大，誰有點

什麼事，喊一嗓子就都能過來。有一次我在八一公園，酒喝

多了騎車過來，就有人問你多少錢呢？怎麼玩兒啊？然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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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不行我就不讓你在八一公園待了！我說，你吹牛！結

果我倆就打起來了，我一腳就把他給揣倒了，他說，你勁挺

大的，你是男的吧？我說，我本來就是男的。然後，過來十

多個姐妹就把他給打了。他就報案了，說我們這幾個人搶

劫，咱們就跑了。過後我就找到派出所管八一公園的片警，

我之前就認識他。我給那個員警拿了兩條菸，賄賂賄賂他。

他對我的印象還挺好，他說，你們也不要惹事，沒事你們就

在這兒幹，但是別人惹你們時你們也別欺負他們。我說，今

天晚上我們打架了，但是我們卸了妝之後他根本認不出來誰

是誰。但是正好有一個歲數小的小孩，也是「妖」，也就

十七、八歲，派出所來人的時候那個客人把他給抓住了。那

個小孩被派出所打了兩個巴掌，一嚇唬他就害怕了，就把我

電話和位址都告訴派出所了，我就沒敢在家裡住。我認識的

那個員警說，人家說你們搶劫，你得過去對證，如果不對證

就得被通緝。然後那天晚上我就給辦事的員警買了菸，我們

四個姐妹，就去對證了。我說你說我們搶劫，那天晚上那麼

多看熱鬧的人圍著，不可能。你說我們搶劫，那刀是什麼樣

的，木梳是什麼樣的，我說我要是拿刀你這個耳朵肯定就不

能這樣了，肯定早就沒有了。你又說我們偷你手機，報案的

時候你怎麼報的？咱們說的也都是事實，派出所那個意思就

是賠償點，就花了不到2000塊錢，然後又請派出所的吃了點

飯。

B、我去年9、10兩個月就開始幹這行了，也算是老人了。

去年有一個姐妹，「她」以前是賣男裝的，然後去了北京，

我和「她」挺好的。我帶她出來做活，她每天下午來找我，

在我家裡化妝，我們一起吃飯一起出來。大概一個星期，



中國東北地區跨性別性工作者現狀調查 297

她一個客人都沒有接到過。正好我那天有一個客人，挺好

的，200塊錢一次。我就和他說我有一個姐妹，挺好的，條

件也不錯，我說把她加上，我們兩個一起給你做。他說那多

少錢，我說兩個人就少收你點，300塊錢，那個客人挺好說

話，我們就給他做了雙飛。這是我帶她做的第一個活，她非

常感激我，我們處得很好。其他姐妹也是，比如說你生意不

好，不下活了，我們就做雙飛帶一下。平時我們的關係也都

很好，沒事一起吃飯呀，打麻將什麼的。

C、我們做調教的時候用，有客源的話姐妹可以一起做，誰

有奴就都去同一個調教室，和住的地方分離，也是為安全考

慮。還有我們工具挺多的，像做狗奴，我們有一個籠子，還

有很高的管給吊起來那種，這是專業的調教室裡有的正常的

工具。現在做SM的很多，朋友也是有遠近，我說的這6個是

相處的最好的。有北京的客人打電話說他是北京的，我說那

讓我最好的朋友給你做，我現在在外地，我給你派個比我還

好的，然後就直接把北京的朋友介紹給他。我們的客人不都

在一個城市。瀋陽很多的女王，但是我們關係很一般，不是

特別好，但是都認識。我們之間似乎不存在競爭。大家都是

姐妹，各自有自己的客源和朋友。比如說我有穩定的客人，

一個月做3次，做5次，每月到時間了他自己就來了。多人的

我們做過，但是還是比較少的，我們在瀋陽做過一次多人調

教。來大家給點掌聲。這個客人是丹東的，好像是東港的，

頭一天3點多打的電話，說要做SM調教。我說你做什麼項

目，他說做腳踏，舔陰。我說最低2000，他說可以，也沒講

價，我也就沒在乎。第二天中午我們四個姐妹在我家打麻將

呢，然後他就打電話了，我就問他要不要做個多人的，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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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喜歡多人的。然後我們姐妹四個一起開始化妝，我們4個

都挺好的。我當時講的是2000塊錢一個人，他說你們4個就

給你們5000塊錢吧。我說那也行，然後我們4個就給他，做

了2個半小時，給了5000塊錢。他做的項目也挺多，事也挺

多的。但是畢竟人家花錢了，他讓咱們踩凳子，在他褲襠底

下爬，他就往上看。當做到舔陰的時候，我們就說了不能讓

你舔陰，今天女王心情不好，他也挺高興。後來他走的時候

發了個資訊，三個字，你們誰能猜到這三個字是什麼？就寫

了一個「好舒服」。因為我是做這個行業的，我的職業就是

SM，但是就算我再像女的，總有人能看出來的，必須也得

有女的合作。現在和我們一起合作的夥伴裡有兩個女的，她

們開始也是接受不了的。但是看我們一天在家什麼都不幹，

一個月卻好幾萬，誰能不動心啊？我們就帶著她。現在我們

也挺好的，她們和我一起做SM調教。

小結：在調查中發現跨性別性工作者與其他跨性別性工作者

或女性性工作者，既存在競爭的關係，也有互相合作的關係。

7、嫖客的基本情況

跨性別性工作者嫖客基本情況(2007-2010)

場所 嫖客特徵 對跨性別的瞭解

公園
外地務工人員、年輕學
生，經濟條件不好膽小

以為跨性別性工作者為女性

舞廳
外來務工人員、城市下崗
職工，經濟條件一般

與跨性別性工作者有語言交
流。一般以為性工作者為女性

傳統女
性站街
場所

城市中產階級，以中年為
主，對性工作者比較挑剔

大多數瞭解跨性別性工作者
情況，稱呼跨性別性工作者
「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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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通過網路視頻照片挑選
大多數不瞭解跨性別性工作者
情況，以為是女性

網路
SM

城市高收入階層、年齡差
距大，沒有性的接觸

不瞭解跨性別性工作者身份

酒吧
城市中產階級，以中年為
主，喝酒聊天

以為跨性別性工作者為女性

訪談：

A、公園裡現在很多的客人不一定找打扮得很妖豔的，都是

找像我們這樣看起來像農村老娘們似的。我在八一公園的顧

客從16、17歲到50、60歲，什麼樣人都有。基本上外地人比

較多，都是打工的，叫他怎麼的怎麼的，就在地上就⋯⋯。

不開燈。我喜歡接打工的，一般情況下，市里的人做愛的時

候要求你把衣服全脫了，這麼的也不行，那麼的也不行；而

外地打工的，本身做這個心裡就有一種恐懼，做完了就趕快

走，怕出事。

B、我覺得各行各業都接觸過，但我最記憶猶新的還是一個

監獄的監獄長，因為他是監獄長，他接觸的都是犯人，他成

天喊呼犯人，所以可能想嘗試下被人虐待是什麼樣兒的。還

有科長什麼的，都是有身份的，收入可觀的，要麼就是白領

什麼的，才做這個項目。普通老百姓，一個月千八百的，他

拿100塊錢都合計合計，怎麼會想到拿300塊錢找你打他耳

光？所以說基本上都是高收入的人。

C、我們的顧客也是多種多樣，以中年居多，最小也有18歲

的，外地人、農民工占很大比例，也有大學生，農民工能占

一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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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跨性別：我不接女客，對女人沒感覺，給多少錢也不

接！

在性交易時因為身份暴露嫖客對跨性別性工作者的態度也繼

而不同，有的會選擇不做、有的會選擇繼續做、有的會選擇讓跨

性別性工作者作為插入方來進行性行為、有的會成為回頭客。由

此可以看出傳統嫖客的印象也在改變，追求不同的性感覺，需求

趨於多樣化。

訪談：

A、漏包就是客人摸到你的喉結或者摸出來你沒有胸，或者

下面有陽具時發現你是男人。但是我做的時候幾乎沒有漏包

的時候。因為如果我感覺他知道我是男人的了，我就直接

不做了。我說你什麼意思？你要是不做的話，你就看著給

吧。就讓他也高興地離開，不會給他整得急了眼。有的人做

的時間長，次數多，就會明白這裡面有TS、DS什麼的，人

家做的時候就會特別問你，我就說我是真女的。但是，我們

調教室那個屋特別黑，他也看不出來。我一直都是以氣質壓

著他，這樣就顯示了我的高貴，我的厲害，他都不敢正眼看

我。因為我聲音特別像女人，特別溫柔，他一點兒都聽不出

來我是男性。如果一打電話聽出來是男人接的，他就會很敏

感。但是我接電話的時候一直都是特別溫柔，而且我一口咬

定我真的是女人，他就不會想到你是男人扮的。但是我有幾

個姐妹做做就露了，他們就打起來了。但是我沒有這種現

象，幾乎沒有。

B、和我做10次以上的客人都有，我的回頭客挺多，我不像

她們那樣做一次拉倒，我就是對客人的服務挺到位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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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的印象也挺好。最後知道我是男的也接受了，也當朋友

了。剛開始有一個客人——開始是我客人，我也喜歡他，對

他服務很到位，時間也長，然後他挺感激的，很多次說喜歡

上我了，愛上我了。我說這個是不可能的，我說幹我們這行

的沒有感情，他說就是冰山也要融化我，我說我是人妖你能

接受嗎？他說你不是女的嗎？他說，我明天看看，看看你真

是男的還是女的。過兩天他來了，我沒化妝，叫他看。但是

他也接受了，現在我們還在一起，每隔三、五天，十天、八

天的來看我一次。

C、一般我們把客人帶回房間，都只開一個小燈，很暗。在

暗燈的時候，他們根本看不出來（我們）是男是女。等我們

把燈關了，他們脫了衣服，我們也脫了就開始做。我們基本

上不脫上衣，只脫褲子，就穿一個三角褲衩，如果客人要摸

乳房，就帶著厚海綿的胸罩讓他們摸。我在外面做的時候，

站著都可以讓他們摸（胸部），在家躺著做的時候，一般不

讓他們摸。也有客人說你的怎麼那麼小，我就說奶牛的大，

你去摸吧。還是有客人能發現，有些客人是在做完以後問我

們是不是男的，過來就在我們底下（註：褲襠）掏一把。有

的客人是做完以後再到公園裡，就有些老娘們會問他：你們

做完了，你沒有摸到雞巴啊。那些老娘們，因為我們搶了他

們很多客人，也挺恨我們的。客人就回來要求再和我做，然

後摸一把下面，看我到底是不是男的。我做到現在，能發現

的也就幾個（客人）。其實，我們和異性戀顧客做生意也是

按照男女平常姿勢來做，不過要把腿抬高點。一般我們用手

半遮半掩著生殖器，如果客人要碰下面，我們用嗔怪的語言

和溫柔的肢體語言搪塞過去。我們會說你手髒，怕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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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客人也就不摸了。因為買的很多都是直男（註：異性

戀），剛開始的時候覺得挺有快感的，現在做的多了，也沒

啥意思。有的客人雞巴可大了，做的時候挺疼的，還有的客

人時間長，那你就受著吧。現在做活甚至有點害怕，畢竟和

異性戀做愛的姿勢與同性戀的不一樣，有時候做完活腰特別

疼。

D、有活我一般在公園裡就接了，在公園裡我都是先給口，

然後不脫褲子就做了基本沒有發現的，如果給的錢多，我就

領回家，我家租的是7樓的房子一個單間，我一般都事先把

臥室房間的電視打開、聲音放小，再把房間門關上，我領

人回來後都直接領到廚房，和客人說我媽媽有病在房間住，

在看電視。我們可以在廚房做，但是要小點聲音，這樣製造

一些緊張氣氛，客人就很緊張，我一般在給他口的時候他就

射了反正我也是先收的錢。就是口的時候沒射我也不會脫衣

服，在做大活的時候他也不會發現。

E、我做活一般十個只能漏包1-2個，在知道我是人妖後90%

的客人都會繼續和我做，有的客人還會給我口交，也有的客

人要求我插他，但是一般都插不進去，剛進去一點他們就疼

的受不了了，也有的喝酒的客人在喝醉後要我插他，那樣一

般都可以成功。

F、50%的客人能接受吧，有的小夥接受的還挺快。有的客

人摸胸，我有胸，一般情況下他摸不出來。有的人會說你這

個胸很挺啊，我就說沒結婚當然挺呢。沒有胸的姐妹會說別

摸我還沒有結婚呢，就這樣能糊弄就糊弄過去了。還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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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了，會問你怎麼像男的呢？我說我本來就是男的，你要

是舒服，也感覺滿意，咱們就繼續做，有的會說感覺挺好，

我們就繼續做。

G、去年冬天接的一個活是SM做愛的，價錢是800塊，做一

做他發現我是男孩了，就把我都脫了，我說脫了要加錢，再

加1000。他就又給我拿1000，然後他就——脫光了，就開始

做，那個小夥子20多歲，還給我做口活。

H、因為我化的是女妝，他們一般都不知道我是男的。進屋

以後，我就給他們帶安全套，然後開始給他們做幾下口活，

陰莖勃起了，就幹唄。因為我做活的時候也不脫衣服，很多

人都感覺不出來（我是男的）。我接的男人，在做活的時候

很少摸我上身，他們就是在衣服外面蕩（註：摸的意思）幾

下就行。我沒有做手術，隆胸的什麼我也接受不了，要想

做，我幾年前就做了。我帶的是雙層胸罩，他們也摸不出來

什麼。我接的男人裡，十個有三個能知道我是男的吧。如果

他們知道了，問我，你是男的吧？我就承認，很多人還是選

擇繼續和我做，因為都已經硬了，勃起了，不做他們也難

受。有的人也問我，你是人妖不，你做（變性手術）沒？我

就說做了，然後也繼續做。也有人知道我是男的就不做了，

那他們就走。我也遇到過知道我是男的，就罵我的。但是我

不怕，打我我也不怕，就是上派出所我也不怕。去（派出

所）我就和他們說我是同性戀，喜歡男人，就想要那種感

覺，我就變態。我前幾天接的一個客人，帶我去他住的賓

館。他讓我去洗澡，我說我不舒服，做完就想走，讓他去

洗。他洗澡出來，我就把他的浴巾拽下來。他的雞巴還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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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就給他做口活，他硬了，我就給他帶套。他讓我把衣

服都脫了，說喜歡我，給我150，包宿。我告訴他是男的。

他說男的也行，我就把衣服都脫了。做了一會，我看他挺難

受的，可能看到我是男的不舒服，我說那我給你坐吧。我就

在他身上給他坐出來了。然後他給我小費還有打車錢，我就

回家了。也有回頭客來找我們，因為我們都相互留了電話。

但有的時候我特別不喜歡和回頭客做，總怕人知道我是男

的。但是也有人知道我是男的回來找我們。比如，昨天晚上

我接了個男的，24歲，長的挺帥的，我挺喜歡他的，他也喜

歡我，說我像他頭一個對象。我給他做口活，他還有些不好

意思，閉著眼睛。因為他喝酒了，做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有

射。他說我喜歡你，我不愛射。做完後，他還請我吃的飯，

我喝了5瓶啤酒，他也喝了5瓶。我想他可能也知道我是男

的，我們在火鍋店裡的時候，老闆和服務員都看我，我想他

也能知道，就是喝的再多，也能看出來啊。

小結：通過本次調查，我們瞭解到在各處不同的場所客人的

構成結構也不一樣，對待跨性別性工作者的態度也截然不同。但

跨性別性工作者的嫖客都為異性戀的男性客人。

8、性病愛滋病對跨性別性工作者社群帶來的影響

瀋陽愛之援助2003年至今在瀋陽MSM社群HIV檢測結果，

MSM社群感染率持續上升，由於MSM社群人員檢測出HIV感染

後沒有生活來源，也加入到跨性別性工作者行業來，進而帶來更

高的風險。

瀋陽MSM社群愛滋病檢測報告（未公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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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10

樣本 202 210 220 75
檢測方式 靜脈血檢 尿檢 快檢 指尖快檢

結果 2 5 11 9

本次調查34名跨性別性工作者中自述已經確證HIV陽性者4

人占總調查中的12%。在調查中發現在性交易時安全套使用率很

高，與性工作者NGO有接觸的性工作者都會主動索取安全套並使

用，但由於客人很多是流動民工安全意識不強，拒絕使用安全套

現象普遍。

訪談：

A、我在北京做足療師的時候，查過兩次(HIV)，都沒有事，

但在去年查的時候就查出來的。我想可能是不懂帶套，不懂

防範意識才染上了愛滋病。那時，我得口腔潰瘍做口活沒帶

套可能就得上了。我當時不做大活，只是得病以後才開始接

大活的，現在我都帶套（做活）了。我也告訴和我一起做這

個的，你們一定要帶套做，如果不帶套肯定得病。雖然我沒

有告訴他們我得了這個病，我就從他們這裡（註：瀋陽愛之

援助健康諮詢服務中心）取來安全套給他們。但是很多農民

工還是要求不帶套，帶套的他們不玩。從去年查出來以後，

也許是心情不好，我CD4下降的很快，現在CD4連100都不

到，現在的心情很複雜，既想吃藥，又不想吃藥。我怕耐藥

性強自己受不了，現在吃的這種藥讓我身上起了很多疹子，

很刺撓（註：癢的意思）。我去年的這個時候比現在還瘦，

主要是藥的副作用讓我吃不下飯，一看到飯就想吐，噁心。

我想，如果再瘦，人體的抵抗力也還是低下來了，即使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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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活不了多長時間。在NH公園，自己有病心裡難受，就和

有些姐妹說了，個別姐妹就把我的事情傳出去了，但他們當

我的面是不會說我得病的事兒。我們這些人中也還有得的，

但是他們都不願說出來。我也經常參加當地的感染者組織的

活動，大家在一起聊聊用藥的情況啥的。我從北京回來，還

是有人喜歡我，想和我處鐵子（註：「鐵子」意指好友、知

己、情人）。他27，想和我做愛，我拒絕，想和我處，我也

說不行。他說那朋友也沒得做了。我說那不做（朋友我）也

沒辦法。我知道自己有病，就不想再找了。自己有病，再找

別人，那是不可能的。

B、我原來長春同志浴池做服務員兼職做MB，每個月都有

幾千塊的收入，後來疾病控制中心來我們浴池檢測，我被

檢測出來梅毒與HIV雙重感染，老闆知道後就解雇了我，我

CD4檢查最低的時候只有50多個，我沒有工作後也想找其他

工作，但是因為這個病沒辦法辦健康證，所以也做不了服務

行業，因為我也是圈裡人也離不開這個圈子，我有時間就還

去浴池玩，這時候遇到一個反串，他雖然知道我的病但也很

喜歡我，他看我沒錢就帶我去人民廣場站街，當時每個客人

才50塊，但是每個月也都有幾十塊的收入，後來人民廣場封

閉客人也不多，我就來到瀋陽，當時我去八一公園看見很多

人在那做，我就想我也可以做，沒啥可怕的。我就正式去

八一賣了，但是第二天我就被釣魚的給抓了，員警給我抓進

去後，我就告訴他們我是愛滋病患者，員警帶醫生來給我抽

血化驗了，在等待結果的時候我就被他們關在派出所，到點

就有人給我送吃的，我外面的朋友把我的藥給我送進來了，

後來聽說我們市CDC的醫生給我出了證明，3天後員警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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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了出來，但是要我回家，我和員警說我沒錢，當初抓

我的時候兜裡的100多塊錢都被沒收了，員警就給我買了車

票，把我送上回家的火車，我回家後待了幾天覺得不行還得

出來，就又來了瀋陽，這次我不去八一公園了，那裡錢少，

我去金城賓館，我沒有刻意隱瞞我的病情，雖然很多和我一

起做的姐妹知道我的情況，但我也不在意，我自己做我自己

的。現在每個月都賺1萬多。我每天吃飯花10多塊錢，水果

花20多塊再加上飲料，一天最多花50多塊，但我每天基本都

能掙500所以這點錢還是不算啥的，我覺得還是身體重要，

我要在飲食上調養好我的身體，我現在CD4已經200多了。

C、因為關於疾病治療和預防這方面的知識瀋陽愛之援助給

我們的資訊挺多的，我們知道必須第一安全，比如說虐肛、

虐陽的時候，我們讓他全脫了，我們也得會看他有沒有什麼

病，如果有病多少錢我們都不能做。我聽過兩次課，有一次

是馬哥講的關於愛滋病防治的知識，還有就是關於檢測的知

識。這個圈裡得病的人很多，所以必須先驗貨。

D、我們的安全套就是愛之援助給我們提供的。咱們基本上

都是客人全戴套，咱們告訴他們，儘量戴套，不戴容易得

病。因為咱們知道治病得花好多錢，有些客人不知道怎麼

治，三千、五千都是投資。前兩天我還做了愛滋病、梅毒的

檢查，我有一個朋友前幾天查出了梅毒。愛之援助的姬姐帶

我們去紅十字會醫院了，我就怕被傳染上，所以也去做了檢

查。

E、我這邊也是100%使用安全套的。我們客人不是很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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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兩個套，兩三個套就是最多的了。我們隔一段時間就會

去愛之援助服務中心聽聽課，知道一些簡單的預、治療性

病、愛滋病的知識，也好在我們有一些症狀的時候及早發現

及早的去治療。通過他們的工作，使我們能夠提早的知道自

己有什麼症狀，或者是及時去檢查去治療，而且如果你發病

了的話，他們也會帶你去看。掙錢都很不容易，我們都會固

定一個月、二個月做做檢測。

F、其實我們大概都知道誰是感染者，一個是他們憋不住都

會和1-2個好姐妹說自己的情況，但是你也知道同志圈子裡

沒有祕密，你告訴了一個隔不了幾天就會都知道，另外員警

在抓的時候明明一起被抓進去，結果第二天他就被放出來，

其他人人卻被拘留，你說他不是誰是啊？

G、我做隆胸手術的時候還有兩個和我一起做的，是北京來

的，是在同一個美容院做的。在做胸之前會到醫院檢測，看

你們專案達標不達標。我一個朋友白細胞就是低，2點幾，

我比他們都高。醫院問我的朋友說，你是不是有細菌感染，

或者是愛滋病什麼的，你再去檢測檢測，美容院沒敢給他

做。

小結：愛滋病已經在跨性別這個社群中出現，也給他們的生

活帶來了影響，如果不採取措施愛滋病會更多的在普通人群中蔓

延。

東北跨性別性工作者面臨的問題與建議

1、法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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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治安管理懲罰條例》升級為《治安管理懲罰

法》，其中對於賣淫嫖娼的具體規定如下：

嚴厲禁止賣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紹或者容留賣淫、嫖宿暗

娼，違者處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責令具結悔過或者依照

規定實行勞動教養，可以並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嫖宿不滿十四歲幼女的，依照刑法

第一百三十九條的規定，以強姦罪論處。

第六十六條　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並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

者五百元以下罰款。在公共場所拉客招嫖的，處五日以下拘

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

第六十七條　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處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

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

第六十八條　製作、運輸、複製、出售、出租淫穢的書刊、

圖片、影片、音像製品等淫穢物品或者利用電腦資訊網路、

電話以及其他通訊工具傳播淫穢資訊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三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

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

第六十九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並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

    （一）組織播放淫穢音像的； 

    （二）組織或者進行淫穢表演的； 

    （三）參與聚眾淫亂活動的。 

第八十三條　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公安機關傳喚後應當

及時詢問查證，詢問查證的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情況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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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依照本法規定可能適用行政拘留處罰的，詢問查證的時

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公安機關應當及時將傳喚的原因和

處所通知被傳喚人家屬。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頒佈的法律檔中並沒有設置

針對男男性行為、性交易的法律條款，從法律角度看男男行為、

性交易既不受法律的認可與保護，但是也沒有相關法律條款規定

相關的性活動與性交易是違法犯罪的行為。法律沒有規定對於不

同形式的男男性行為、性交易的懲治，只是證明男男性行為在中

國的不存在。雖然如此但在中國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男男性交易的

懲罰。由此可以說中國社會對於男性性工作的界定和實際判例比

較模糊與微妙。

建議：法律的問題，是體現一個社會的社會制度！要去除道

德影響法理的有罪設定，推動法律的正確發展！在跨性別性工作

者社群中增加法律知識的普及和法律援助。

2、員警執法給跨性別性工作者帶來的影響

跨性別性服務者生存環境惡劣，既要擔心被員警抓捕，又

要防備不良嫖客的侵害與勒索，由於跨性別性工作者存在高流動

性、隱密性、怕暴露等特性這樣更增加了受侵害的可能。被搶劫

了不敢報案更是常見。員警為了創收或者執行掃黃的政策，員警

抓人根本不需要證據，也沒有告知被抓的人應有的法律權利。

由於他們法律知識相對匱乏，對一些行為缺乏正確的判斷識別能

力。除了知道性工作在中國非法這個規定，對於法律知識非常缺

乏，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不知道去哪裡獲取這些知識。這些暴力

無疑增加了性工作的職業風險和各方面的脆弱性。但是，目前公

安部門對於我們所分析到了威脅到性工作者的職業健康的員警暴

力、客人暴力的處理等問題上，並沒有相應的培訓和干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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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掃黃是執法部門執行的針對性工作者的主要措施。

建議：加強職業健康教育提供更多干預服務！

3、社會歧視的問題

由於社會支持不夠，公眾歧視嚴重，跨性別性工作不僅遭

遇法律上的歧視，而且因為其「違背了性道德」，而遭受嚴重的

社會歧視。甚至在生活中，有時候會遭受暴力。不論在生活還是

工作中都受到很大的歧視與排擠，就是在性工作者內部也被認為

「變態」、不正常。在除此之外，媒體的歧視和暴力也不容忽

視，記者以獵奇的心態採用偷拍的形式把某地的性產業或者某個

場所的情況曝光，導致掃黃。

4、對跨性別性工作者認識不足

需要更加關注跨性別性工作者！更重要的是需要主體的發聲

與參與！

因為跨性別性工作者人數很少，接觸起來也很困難，他們

也沒有機會和條件把自己的聲音發出來。而目前國內沒有針對跨

性別性工作者的專項研究，也沒有相關的政策、資料，對其認識

嚴重不足，要努力解決專門針對於這個群體的各方面需要。由於

跨性別性工作者自身在身份、經歷以及生理構成的不同，所以研

究、政策以及資料必須是具有文化相關性和具體性。

建議：通過有效手段，減少社會對跨性別、性工作者的歧

視！

5、跨性別性工作者面臨的健康問題

從以往所關注的內容來看，儘管健康服務的內容在不斷增加

和完善，但是侷限性依然很大。國內變性手術沒有統一的標準，

隆胸手術在普通美容院就可以實施，美容材料的品質問題、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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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亂用等問題是目前急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資訊都是來源於

網路和同伴，但事實是這些資訊是錯誤的資訊。

愛滋病與性病也是跨性別性工作者面臨的巨大威脅，比如針

對性病和愛滋病的宣傳資料儘管很多，而淺顯易懂又受歡迎的並

不多。資訊的內容過於侷限在性病和愛滋病的防治方面，而且沒

有專門針對跨性別性工作者行為特點開發研製的材料。

建議：建立包括心理、變性、性病愛滋病等專業的健康支持

體系！有針對性的開展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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