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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

性工作者和吸毒者普遍遭受着
人权侵害 在世界各地 这两个人
群都面临着压迫和歧视性的法律
政策和行为 这加剧了他们所面临
的污名 歧视和各种暴力 这些政
策和行为也使这两个群体更容易感
染性传播疾病 (STIs) 艾滋病 乙
肝和丙肝

在施行惩罚性的毒品和性工作
法律政策的地方 由于污名和刑事
化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面临着多
重风险

在艾滋病应对中 性工作者和
毒品使用者被认为是重点人群 但
投入这些人群的资助很少 针对他
们的健康项目也不是以权利为基础
的

令人忧心的是对这两个社群交
叉群体缺乏了解 使用毒品的性工
作者经常仅被划分为性工作者 或
仅被划分为毒品使用者 当服务只
是为一个群体设计时 使用毒品的
性工作者的需求经常得不到满足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 尤其是注射
吸毒 面临着来自性工作者社群和
毒品使用者社群内部的污名和歧
视

性
涉及毒品使用的有害的法律政

策和实践包括
•	 对持有毒品的刑事定罪
•	 对使用毒品的刑事定罪
•	 要求强制“治疗”的法律
•	 监禁毒品使用者
•	 允许对毒品使用者进行盘查 询
问和搜查的法律

•	 将针头/注射器作为毒品相关违法
的证据

•	 没收针头/注射器和安全注射用
具

性
性工作

性工作

涉及性工作的有害的法律政策
和实践包括
•	 对提供和/或购买性服务刑事定
罪

•	 对第三方1 性工作者的家人 伴
侣和朋友刑事定罪

•	 对性工作相关活动刑事定罪 如
拉客 闲逛和牟利

•	 允许对性工作者拦截 询问和搜
查的法律

•	 将安全套作为性工作相关违法的
证据

•	 没收安全套
•	 没收针头/注射器和安全套作为证
据 使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无
法携带能够让性交易或毒品使用
更安全的工具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受到更严

重的警方骚扰和虐待 包括脱衣检
查和体内侵入性搜查 逮捕 拘留
和监禁 人们用伤害性的刻板印象
来辨认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 疑似
性工作者和疑似吸毒者 例如 与
白人相比 黑人和少数族裔更容易
因被怀疑使用毒品而遭到拦截和搜
查 如果发现毒品 他们也更容易
遭到指控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通常是暴
力的目标 因为性工作和毒品使用
被刑事定罪 他们不会因为受
到暴力去报案 暴力施害者
包括他们的客人 路人和
执法人员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
经常被拦截 骚扰 甚至仅因
为“看起来”像性工作者或毒品
使用者而遭到拘留 根植于种族主
义 阶级 性与性别的负面刻板印
象成为了骚扰的理由

人们通常认为使用毒品的性
工作者不能照顾好自己或家人 无
法为自己的生活做出知情决策 他
们受到强制健康检查 强制“治
疗”“康复”和“拯救” 强制绝育
和堕胎 丧失子女监护权

1	 第三方包括 经理 妓院所有者 接待员 服务员
司机 房东 出租房间给性工作者的酒店 以及任何
被视为协助性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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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遭受着
严重的污名 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
者既被看做消极无力 又被视为危
险的罪犯 这种污名化的认知可以
称为毒品使用者恐惧症和性工作者
恐惧症

污名具有负面的力量 人们会
将污名内化 开始相信对自身的负
面偏见

人们也会将自身与污名隔离
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会将社群中
的其他成员污名化 一些性工作者
将自己与某些性工作形式隔离 一
些毒品使用者疏远另一些毒品使用
者 或与某些毒品使用模式隔离
结果是 一些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
者拒绝将两个社群放在同一环境中
讨论 他们怕人们认为所有的性工
作者都使用毒品 或所有的毒品使
用者都卖性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经历着毒
品使用者恐惧症和性工作者恐惧症
的叠加压迫 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
性少数群体 这种双重污名会变成
三重或四重污名

污名在社会中形成歧视 加
剧政府歧视 歧视和污名使群体
更容易受到人权侵害 感染HIV和
STIs 就业受限 刑事定罪会导致
犯罪记录 这是就业又一个障碍

性工作

刑事定罪 污名 歧视和暴力
严重地损害了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
者的健康与福祉 它们造成的障碍
阻止了他们获取医疗保健和其他服
务 无法获取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
使他们更容易感染HIV和STIs

关键人群现在被认为是实现全
球零新增HIV感染的重要伙伴 然
而 医疗和社会服务必须考虑到性工
作者和毒品使用者的更多需求 其中
包括他们所遇到的诸多人权侵害
•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极易感染艾
滋病毒 性传播病毒 甲肝和乙
肝 他们有特殊的健康需求 需
要同伴主导的服务 理想情况是
同伴属于这两个社群 对获取服
务的困难有亲身经历

•	 降低伤害的目标是减低性工作和
毒品使用等活动的风险和伤害
有效的减低伤害项目并不试图减
少或阻止性工作或毒品使用 而
是要减少可避免的伤害

•	 减低伤害干预包括面向毒品使用
者的针具项目 毒品使用室 鸦
片替代项目 纳洛酮 安全毒品
使用信息 毒品内含物检测设
施 面向性工作者的安全套和润
滑剂提供 安全性工作指南等

•	 很多人认为减低伤害项目是在鼓
励性工作和毒品使用 所以反对
减低伤害服务 然而 证据显示
减低伤害项目不会增加性工作或
毒品使用

•	 全世界需要减低伤害项目的人只
有10%获得了这些服务 全球使
用毒品的HIV感染者只有4%获得
了抗病毒治疗 缺乏有关感染
HIV的性工作者获得治疗的
数据

•	 由于污名和歧视 或躲避
警方骚扰 性工作者和毒品
使用者可能无法获取服务 他们
可能受到服务机构人员的糟糕对
待 或人权侵害

•	 不恰当的转介 以及只专注于性
工作或毒品使用的服务和减低伤
害项目 都可能无法满足使用毒
品的性工作者的需求

•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会担心他
们的性工作或毒品使用情况被泄
露 但这种信息对为他们提供适
当服务和保健是非常重要的

性工作

性工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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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面临着
大量的人权侵害 他们面临政府暴
力和虐待 社会中的歧视和污名
公共空间的驱逐 以及被社会边缘
化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缺乏合适
的针对性的服务 他们也难获取现
有的服务 他们的可达到的最高水
平的健康权利经常受到侵害

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没有被
当做他们自己生活和经验的专家
涉及他们的法律和政策 制定过程
并没有他们参与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NSWP)和
国际毒品使用者网络 (INPUD)总结
了一些政策和举措 作为良好实践
建议

•	 对毒品使用者和性工作 包括性
工作者 客人 第三方2 家人
伴侣和朋友 的去罪化 对性工
作和毒品使用的刑事定罪会增加
性工作和毒品使用相关的伤害和
风险

•	 “关于我们的决策应当有我们参
与”原则应当是制定政策和项目
以及提供服务的基础 性工作者
和毒品使用者必须有效参与到每
一个阶段当中

•	 必须设计针对使用毒品的性工作
者的特殊需求的服务 或建立适
当的转介机制

•	 在由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所主
导的服务中 医疗人员和其他服
务人员需要提升意识 了解使用
毒品的性工作者的特殊需求 使
用毒品的性工作者不应当受到歧
视和评判 应当能够获得针对他
们需求的 友好的服务

•	 面向毒品使用者和性工作者的服
务应当为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提
供法律服务转介

•	 提供服务应当谨慎有礼貌 重视
知情同意 福祉和保密

•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的能动性和
自主性必须得到尊重 服务机构
必须将性工作当做合法劳动形式
来尊重 毒品使用应当被理解为
一种选择

•	 不应当逼迫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
停止性工作或停止使用毒品

•	 一切形式的“毒品使用者恐惧
症”“毒品羞辱”“性工作者恐
惧症”和“性工作羞辱”都是不
可接受的 服务机构必须根
除相关的污名和歧视

•	 避免污名化和歧视性的
语言 这些语言包括“娼
妓”“吸毒成瘾者”“罪犯”
或者称某个停止使用毒品的人
为“干净” 意味着使用毒品的人
为“肮脏”

•	 服务机构不应当认为停止毒品使
用或从事性工作的选择要优于继
续使用毒品和从事性工作 这样
会分化服务对象

•	 不要假设性工作导致的毒品使用
或毒品使用导致的性工作

性工作

2	 第三方包括 经理 妓院所有者 接待员 服务员
司机 房东 出租房间给性工作者的酒店 以及任何
被视为协助性工作的人



NSWP是“弥合鸿沟” 重点人群的健康与权利项目的参与者 我
们联合了近百家地方和国际组织 以实现这个使命 实现重点人群 包
括性工作者 LGBT人群和毒品使用者 艾滋病/性病预防 治疗 关怀
和支持的普遍可及

更多信息 参见 www.hivgaps.org

社群指南旨在为NSWP的简报提供简要概述 更多细节信息和参考
可见对应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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