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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组建和养育家庭的权利是一项

基本人权。
很多关键人群 (男同性恋、双性

恋、男男性行为者、毒品使用者、性
工作者和跨性别者) 的成员已经是或
希望成为父母。

污名、歧视和其他刑事定罪法
律阻碍关键人群实现做父母的权利
和他们子女权利。

本政策简报是由三个全球性关
键人群主导网络联合完成，呼吁对
关键人群及其家庭的生活经历的关
注，并强调污名与歧视对这些经历
的影响。

国际人权制度
因为污名和歧视，关键人群及其

家庭的人权经常被忽视或侵犯。国际
人权制度支持那些专门涉及关键人群
成员家庭的权利。
• 不受歧视权：关键人群家庭和其
他人享有同样权利。

• 性与生殖健康权：关键人群成员
有性与生殖健康权。他们也有权
在没有歧视、强迫或暴力的情况
下做出有关生育的决策。

• 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利：关键人群有
结婚和成立家庭的权利，以及社会
福利和照料子女的权利，以及教育
子女的权利。他们有在子女监护权
和离婚程序中不受歧视的权利，不
必要的家庭生活干预是一种人群侵
犯。新指南特别认可了性少数者成
为父母的权利，包括组建家庭和收
养子女。

• 儿童权利：关键人群子女 (包括移
徙工人子女) 有多种权利，包括健
康权、教育权、姓名与国籍权，住
房权，不受歧视权，以及享受父母
保护的权利。

污名、歧视和其他刑
事定罪法律阻碍关键
人群实现做父母的权
利和他们子女权利。

卫生指导与实施工具
联合国和社群组织开发了一系

列和关键人群实施权利基础的艾滋
病毒项目的工具。其中包括相关关
键人群成员有权拥有和养育子女的
指南。这些实施工具是：SWIT (性
工作者), IDUIT (注射毒品使用者), 
TRANSIT (跨性别者) 和MSMIT (男
男性行为者)。

社会法律框架
医疗制度

由于污名和歧视，关键人群的
身份和行为被医疗系统病态化 (归类
为精神或社会性不健康或异常)。这
种病态化增加了污名与歧视，且经
常被用于为侵害关键人群家长权利
而辩护。

法律框架
性工作、毒品使用、同性关

系、性别不确定，以及艾滋病毒暴
露、不披露和传播在很多国家被刑
事定罪。刑事定罪和国家控制增加
了关键人群对暴力、警方骚扰和任
意干涉家庭的脆弱性。而且减少了
重要服务与支持的可及性。

主流社会框架
社会普遍观念是关键人群不能

是合适的家长。一些关键人群用父
母身份来回应压力或掩盖他们的性
取向、性别身份、毒品使用或性工
作。作为关键人群的父母经历着污
名与歧视。

社群社会框架
关键人群同伴是家庭的情感和

实际支持的重要来源。但关键人群
同伴也会污名化家长。例如，生养
子女可能被视为与酷儿或性少数身
份有冲突。

http://www.who.int/hiv/pub/sti/sex_worker_implementation/en/
http://www.who.int/hiv/pub/idu/hiv-hcv-idu/en/
http://www.who.int/hiv/pub/toolkits/transgender-implementation-tool/en/
http://www.who.int/hiv/pub/toolkits/msm-implementation-to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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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孩子的权利
收养限制

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其他男男
性行为者，以及跨性别者，经常在
收养和寄养中遇到法律限制。有犯
罪前科也不利于收养。

跨性别者强制绝育
在很多国家，合法改变性别要

进行绝育手术。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面向关键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

服务极少是全面的，难以获得重要
服务 (如孕期和产后服务，或艾滋病
毒阳性者的生育支持，以及鸦片替
代治疗)，这阻碍了关键人群怀孕和
分娩健康子女。

新的生育技术，如生育能力保
存方法或代孕，很难获得。

在服务欠缺之外，污名与歧视
也为社群获取重要医疗服务制造了
极大障碍。

养育子女的权利
儿童支持与福利

关键人群经常难以获得儿童支
持或国家福利以支持子女。获取合
法监护权的障碍使他们难以获得儿
童支持和国家福利。对性工作者而
言，对女性性工作者不能明确子女
生父的刻板印象更是种阻碍。犯罪
记录和移民身份会导致关键人群无
资格获取公共福利。

社工和儿童福利系统
社工经常有主流对关键人群的

偏见。社工有广泛的酌处权 (如决定
什么是儿童虐待如何处理)。他们的
偏见影响其决策。儿童福利政策和
法律也会被偏见影响。

医疗机构的国家干预
关键人群在获取医疗时容易受

到国家干预，包括逮捕、监禁以及
丧失子女监护权。

儿童监护
由于偏见，很多关键人群的子

女监护权属于其前伴侣、家人或政
府。在监护权之争中，前伴侣能成
功将关键人群的身份作为武器来赢
得完整监护权。

刑事定罪与家庭分离
刑事定罪会造成短期和长期

的家庭分离。儿童经常被带离其被
监禁的父母。没有家庭支持的父母
在被监禁时可能被迫交出子女监护
权。监禁之后，犯罪记录、偏见与
缺乏法律资源让父母更难再取回子
女监护权。

儿童权利
公民身份

在一些国家，如果不能证明父
亲身份或目前没有有效身份证件，
儿童就无法获得身份证件，如出生
证或护照。

健康
关键人群在孕期难以获得适当

医疗 (包括抗病毒治疗和鸦片替代治
疗), 这对子女健康有负面影响。儿童
在获取医疗时也遇到障碍。没有身份
证件的儿童被排斥于政府医疗服务之
外。害怕被发现是关键人群成员，害
怕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干预 (导致子女
监护权丧失和逮捕) 使父母更难为子
女获取医疗服务。

在服务欠缺之外，污
名与歧视也为社群获
取重要医疗服务制造
了极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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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
关键人群的子女在获取教育时

遇到阻碍。他们可能不被允许入学
或因父母是关键人群而被开除。他
们可能受到来自老师、同伴或其他
家长的霸凌、骚扰、暴力和社交排
斥。

暴力与安全
关键人群面临多重形式的身

体、情感和性暴力。这种暴力以及
缺乏儿童支持 (儿童照料) 会损害他
们子女的安全。

住房
关键人群面临住房歧视。有

经济困难的家庭可能因为要求戒绝
毒品、性工作和酒精而被避难所排
斥，而父母有前科就经常无法申请
公共住房。

心理与情感健康
人权侵犯经历  (如上所述 )  对

关键人群子女的心理情感健康有负
面影响。儿童可能或经历自我污
名，用社会污名化的叙事来看待自
己和家长。儿童可能因为之前的家
庭分离或未来可能会家庭分离而感
到害怕和不安。

家长的自我认知
自我污名

自我污名会导致关键人群质疑
自身做父母的能力，在是否要孩子
的问题上感到矛盾。也会让优秀的
父母认为自己是糟糕父母。

污名阻碍披露
很多父母向他们的子女隐藏他

们的关键人群身份，因为害怕被拒
绝，也是想保护自己家庭。

污名阻碍赋权
自我污名让关键人群感到没有能

力或不配实现他们的父母权利。被削
弱权利的感觉会让人们将人权侵犯正
常化，这是倡导的阻碍。

社群主导干预
社群主导干预可应对那种被

削弱权利的感觉。社群主导干预能
有效回应家庭未满足的当下的需求 
(医疗、儿童照料、教育、情感支
持、法律援助)。社群主导干预也可
专注于倡导 (如研究、游说政策制定
者) 以应对污名和歧视以及他们的负
面影响。

建议 

•  对性工作、毒品使用者、同性关
系和性别表达进行去罪化和免除
惩罚。

•  处理污名问题，包括内化污名和
社群中的污名。

•  推动面向关键人群及其家人的技
术胜任的整合的全面SRH。

•  撤销针对同性伴侣、单身男性、跨
性别者、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有犯罪
前科者的收养和寄养限制。

•  应对阻碍父母及其子女的医疗可
及性的因素。

•  在社会服务、儿童福利系统、法
庭和司法流程中支持家庭保护模
式。

•  确保关键人群儿童有平等的教育
可及性。

•  推广服务为儿童提供支持，包
括家庭友好的住房和儿童照
料。

•  允许儿童获得出生证明和
身份证，无论其父母是否
有身份等文件。

•  优先社群主导干预和社群赋
权模式，支持关键人群及其家
庭具有变革的能动性。

被削弱权利的感觉会
让人们将人权侵犯正
常化，这是倡导的阻
碍。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领导机构的声音能够被听
到。社群指南是是文献研究和面向NSWP全球成员征询意见的结果，主要母的是为
NSWP的政策简报提供简单的摘要，更多细节信息可以在政策简报中找到。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女性、男
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感
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 (年龄在18-29
岁之间)；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生活在城市和
农村地区的性工作者；残障性工作者；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INPUD, MPact 以及NSWP是“弥合差距——重点人群的健康和权利”的联盟伙
伴。这个独特的项目致力于解决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
性恋和跨性别人士所面临的人权侵害，以及获得艾滋病和健康服务的情况。请登陆
www.hivgaps.org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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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London Road, 
London, SE1 6LN, UK 
+44 207 112 8781 
office@inpud.net 
www.inpu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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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swp.or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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