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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性别
Sex

对身体的男女两性划分。生理性别是在婴儿

出生时被指派的，指派基于社会对标志男性

或女性的系列生理性状的理解。这些生理性

状包括：染色体、荷尔蒙、内外生殖器。

社会性别
Gender

一个由社会建构的概念或分类，用以界定行
为、性格和角色的“阴柔”或“阳刚”。不
同文化对何为阴柔/女性、何为阳刚/男性的定
义各不相同，但所有文化都设定了男女各自
的行为规范。

性倾向
Sexual Orientation

对男性、女性或两性持久地产生感情、爱慕
和/或“性趣” 。性倾向包括同性倾向、双性
倾向和异性倾向。

性别多元基本知识

性别身份/认同
Gender Identity

基于“阴柔”或“阳刚”的社会建构而自我认同
的某一社会性别。一个人的性别身份可能是男
性、女性、两者皆非或居于其间。性别身份是一
种内在认同，它可能和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不相
符。性别身份独立于性倾向，但性倾向离不开性
别身份。

双性恋
Bisexual

情感上和生理上都受到男女两个性别吸引的人。 

异性恋
Heterosexual

情感上和生理上都被相异性别所吸引的人。

同志
Tongzhi

华文语境里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
的总称，由香港导演林奕华在1989年首次倡导使
用，取“志同道合”之意，以对抗社会对“同性
恋”的污名化。

跨性别
Transgender

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符的人。跨性别者包括但
不限于：变性别欲者/变性人、易装者、其他类型
的性别异议分子。跨性别指的是性别身份而非性
倾向，一个跨性别者可能是异性恋、同性恋或双
性恋。

直人
Straight

异性恋者。英语“bent”(弯曲的、扭曲的）一
词 曾 被 用 作 同 性 恋 的 贬 称 ， 同 性 恋 者 反 用
“straight”(直的)来指异性恋者，后来异性恋者
也用该词自称。

直同志/直人盟友
Straight Ally

支持同志争取平等权利、反对基于性倾向与性别
身份的歧视的异性恋者。

间性人
Intersex

解剖特征不符合常见男女标准的个体。间性人可
能在染色体、荷尔蒙、内外生殖器、第二性征等
诸多方面不同于标准的男性或女性状况。间性状
况可能在出生时即被发现，也可能随着身体发育
才逐渐明显。

出柜
Come Out

对他人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身份。由于歧视
和污名的存在，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常常
隐瞒真实的自己，犹如藏身暗柜之中。

酷儿
Queer

性倾向、性别身份或性行为不同于传统规范和主
流价值的人，英文原指“古怪反常”，后被性少
数者用于自称以示对歧视的反抗。不认同传统的
男 女 二 元 性 别 分 类 的 人 也 被 称 为 性 别 酷 儿
（Gender Queer）。

恐同&恐双&恐跨
Homophobia & Biphpbia &
Transphobia

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的非理性恐惧或憎
恶，这些恐惧和憎恶导致了对性少数者的偏见、
歧视、骚扰、虐待和暴力。

彩虹色/彩虹旗：

由红、橙、黄、绿、蓝、紫六色组成，分别代表
“生命”、“疗愈”、“太阳”、“自然”、
“和谐”、“精神”，象征性少数社群的多彩多
姿，是同志平等权利运动常使用的标志。

性别气质/表达
Gender Expression

社会性别的外在表现，一般通过“男性化”、
“女性化”或其他性别化类型的服饰、外表、举
止、语气等来呈现。性别表达并不必然暗示着性
倾向或性别身份。

同性恋
Homosexual

情感上和生理上都被相同性别所吸引的人。包括
女同性恋（Lesbian，中文谐音称为“拉拉”）和
男同性恋（Gay，英文也泛指男女同性恋者）。

关于性倾向与性别身份的
基本知识与常见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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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同性恋的生活都很乱，常常换
伴侣？

感情生活混乱与否、伴侣关系稳定与否，和性倾
向并无直接关系。社会对同性恋的误解，多是因
为媒体的负面渲染而造成。其实，不论是异性恋
还是同性恋，都有花心客和痴情人。在感情的本
质上，同志和直人无异；在性观念和性行为上，
同志和直人一样，有着极大的群体内部差异。

同性恋不怕得艾滋病吗？

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主要包括血液传播、性传播和
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和性行为方式有
关，和性倾向无关。任何性别的个体之间涉及体
液交换的性行为都有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而女
性间的性行为因为通常不涉及体液交换所以具有
较低的感染风险。艾滋不是恐同的借口，安全性
行为才是预防艾滋病的关键。

跟同性恋者做朋友，或是接触了太多
同志文化，会不会就变成同性恋？

很多人接触同志文化时，都会有这样的疑虑。其
实，感情与性倾向，都是自然而然、勉强不来
的。同性恋者从小就在异性恋文化的包围中成
长：被异性恋父母抚养、和异性恋朋友交往、绝
大多数书籍和电影中的爱情也是异性恋的，但他
们仍然没有“变成异性恋”。了解性倾向与性别
身份的相关知识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性倾向，而
只会帮助一个人更加全面地了解自我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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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违法吗？同性伴侣可以结婚吗？

当前中国没有任何法律对同性恋有所规定；依据
“法无明文规定即不为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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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都已从法条中删除。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同性婚姻（如荷
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
典、葡萄牙等），或者承认和异性伴侣权益相当的
“民事结合”。在中国，虽然相关立法还是空白，
但同性恋者被剥夺婚姻权这一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
组织部分，这一现状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

同志相关常见问答

我还是学生，同性倾向使我很压抑，
学业也受到影响，怎么克服？

首先要正视、接受自己的性倾向，要知道这并非
反常、并非病态，同时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与
自己同样倾向者大有人在。如果不能接纳自己，
为此内心受到煎熬，当然会影响生活和学习。另
外，你的性倾向并不决定你的一切，也不应该是
你自我评估的唯一或主要根据。

可以多了解同志知识，多涉猎同志文化，多参与
同志社区的活动。只有消除内心焦虑，增强自我
认同，才能健康积极地生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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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是心理疾病吗？同性倾向可以治
疗吗？

历史上，偏见和歧视常导致对同性恋者的残酷迫
害。现实中，也有人企图 “治疗”同性恋者，甚
至采用电击和化学阉割的非人道手段。但迄今为
止，全球尚无任何真正成功的“治疗”案例。一
些唯利是图的“心理医生”鼓吹能够“治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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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不是病，也不是心理变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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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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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声称能改变性倾向、
治愈同性恋的个人和组织都是违背医学常识
的。

男同都是娘娘腔、女同都是男人婆吗？

这是一种刻板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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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强的一面。此外，同性伴侣不一定按照异性
伴侣的男女二元模式来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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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因时代和文化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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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倾向最有可能是生物因素、环境和认
知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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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身
性倾向的形成，或者被他人问及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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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异性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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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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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同语

同语是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成立于2005年1

月。同语关注中国在性倾向或性别身份上遭受

压迫的群体，旨在通过社群动员、公共教育和

政策倡导，推动公众对多元性别议题的认知，

消除歧视，争取平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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