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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矛盾数据揭示商业性
性行为的三种“解释”
高一飞
渊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袁广东 广州 缘员园缘员缘冤
摘

要院文章通过探讨和解决滇西某高速公路工地艾滋病防治调研中出现的难题袁揭示了对于

某些公共卫生概念研究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可能存在重要的认知差异袁影响信息获得和干预效果袁
人类学视角对解决这类问题有重要意义和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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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令人费解的数据
圆园园缘 年 至 圆园园愿 年 在 滇 西 开 展 了 一 项 跨 境 高

速公路建设工程袁 该工程由地方政府向某多边发
展银行贷款筹建袁途经区域属于边远山区袁周边共
有 源 个州 辕 市袁圆 个处于艾滋病高度流行区袁圆 个处

于中度流行区 曰同时该跨境高速的彼端与缅甸北
淤

部相 连袁途 经区 域边 境 线 长 袁口 岸 通 道 多 袁而 缅甸

疾病控制水平较弱尧艾滋病疫情复杂袁静脉吸毒和
商业性性行为等多种与艾滋病传播相关的风险蔓
延遥 更令人担忧的是袁工程启动初期的社会风险调
研发现袁 在高速公路建设沿线不但存在着一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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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期间有商业性性行为袁 主要对象是工地周边
的性工作者曰同时袁工地周边的性工作者也印证工地
人群确实是她们的主要客源袁占顾客总量的 怨园豫以
上遥 根据国际惯行的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实践袁野最
后一次商业性性行为中的安全套使用情况冶 是重要
的艾滋病传播风险衡量指标之一 咱员暂袁此次调查也将
该指标作为问卷调查收集的关键信息之一遥 令人不
解的是袁 调查中高速公路工程沿途性工作者自述最
后一次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时 怨员援苑缘豫使用了安全套曰
然而袁 工地人群自述最后一次商业性性行为安全套
使用率仅有 远远援猿苑豫咱圆暂遥

既然男性筑路工地人 群和沿途女性性工作者

量的娱乐场所与商业性性工作者袁 而且一部分性

互为彼此的主要商业性性行为对象袁 为何对于同

工作者和娱乐场所业主有跟随以青壮年男性为主

一行为数据的报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钥 为了解

要从业人员的筑路工程流动的趋势袁 即筑路流动

释这组矛盾数据的意义袁 调研小组展开了一系列

大军流向哪里袁他们就到哪里安营扎寨遥 为了减缓

的追踪调查和回顾袁 排除了由于谎报和隐瞒或者

和应对可能由筑路工程引发的相关艾滋病传播风

抽样误差等原因导致的偏差袁 始终未能找到一个

险袁 贷款资助公路建设的多边发展银行在公路建

令人满意的解答遥 最终袁一次深入的长达两个月的

设期间发起并资助了一项公益性质的健康促进项

人类学调研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遥 通过广泛收

目袁笔者参与了此项目的监测和评估遥 项目开展之

集定性资料袁与性工作者尧工地人员以及研究小组

前袁进行了艾滋病传播风险的调研袁其中一项是与

开展深入的访谈和讨论袁笔者发现袁产生这组矛盾

商业性性行为有关的艾滋病风险调研遥

数据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野商业性性行为冶概念的理

对该工程男性筑路工地人群和沿途女性性工作
者的问卷调查显示袁部分筑路工地人员渊员员豫冤自述

解袁研究团队尧工地人群和性工作者三个群体之间
存在着重要的分歧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员原员圆原园员
作者简介院高一飞渊员怨愿员原 冤袁女袁上海人袁博士袁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袁研究方向为医学人类学尧社会发展与公

共卫生事业管理遥

淤野高度流行冶指估计成人感染率逸园援缘豫袁野中度流行冶指估计成人感染率在 园援圆员豫耀园援源怨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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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尧黑的袁没有小姐愿意接袁那种加钱我也不做
生意遥
噎噎

对于研究小组而言袁研究商业性性行为的意义
在于定位和测量与其相关的艾滋病传播风险袁因此

在这边做生意的时候袁 我也遇上过一个喜

他们把商业性性行为定义为野用金钱购买性服务的

欢的人袁是开挖机的遥 他一开始是我的客人袁虽

行为冶袁它的特征也即风险在于其野多性伴冶的性质袁

然长得不帅袁但是会讲话哄人开心袁第一次和他

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无保护性行为遥 这种理解在研

开房的时候用了安全套袁我觉得他人很好袁不粗

究小组成员中形成了高度共识袁从理论和技术角度

鲁尧又干净袁就很喜欢遥 后来他又和朋友来 运栽灾

来看袁此定义简单尧直接袁边界清晰且不容置疑袁可以
称为理想中野标准型商业性性行为冶遥

玩了几次袁几次都是点我坐台尧出台袁他说用套

子不舒服袁 时间长了我们也了解袁 不会有什么

令人惊奇的是袁在现实中工地人群和性工作者

病袁就没有用套子了遥再后来袁他每次下来玩袁就

两个群体对于野商业性性行为冶却有着与此截然不同

提前打电话给我袁有时我们就自己出去玩袁也不

的理解袁且每个群体内的理解又相对一致遥 这要从

用再收出台费给老板娘提成遥 慢慢地他就从熟

两者之间性关系类型的复杂性说起袁调查发现工地

客成了我男朋友袁 我和他做那事就再也没有收

人群与工地附近的性工作者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性关

过他的钱袁只是他每次都付开房间的房费袁有时

系袁而研究者眼中的野标准型商业性性行为冶不足以

候还送我点小礼物遥 和他谈恋爱期间我还在接

解释和分辨其中的微妙区别遥

客袁有时候遇到喜欢的客人也有不带套的情况袁

以高速公路工地沿线一处 运栽灾 里的情况为例袁

这里最多时有野小姐冶 于二十多人袁但是在寒尧暑假淡
盂

季期间 只有五六个性工作者袁阿兰渊化名冤就是淡季
仍然留在 运栽灾 上班的小姐之一遥 她来自距高速公路
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袁员怨愿怨 年生袁 受访时只
有 员苑 岁袁小个子尧圆脸盘袁由于皮肤白袁说话甜袁是
运栽灾 里生意最好的小姐之一遥 她 圆园园远 年开始从事
性服务工作袁时间并不长袁但每天都有客人叫她出
台遥 阿兰向笔者描述她以及 运栽灾 其他小姐与工地人

不过只有和他是从来不用避孕套的袁 我有时让
他射渊精冤在外面袁也有几次我事后吃紧急避孕
药遥为他吃了四五次紧急避孕药袁但是还是有一
次带了娃娃 榆袁我估计就是他的袁在附近村子的
私人诊所吃药打掉了袁肚子疼了好多天遥现在他
跟着他们老板到别处做工程袁不在这个高速渊公
路冤做了袁还是经常打电话给我袁说那边也有工
程也有渊性服务冤生意可以做袁说不定我下个月
就去那里找他了遥

员的几种性关系院

像我这样和客人谈恋爱的小姐还是多的袁

野我们的客人多数来自高速渊公路冤工地袁与

十个里面有五六个有男朋友袁 好几个都是跟工

他们大部分只是纯粹的顾客与小姐的关系遥 客

地上的袁因为工地上的人给钱爽快袁又比当地人

人光顾你一次就要付一次的出台费袁老板娘提

有文化尧有层次袁招人喜欢遥

成袁做完了之后也就没什么关系了遥 老板娘叫

噎噎

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尽量用套袁不然怀孕尧得病都

不过我们这种谈恋爱不算最好的袁 对面的

很麻烦遥 打胎和治病花的钱比赚的钱还多袁划

歌舞厅有个小姐袁直接被工地一个施工老板渊包

不来遥 但是多数客人还是不愿意用套袁说是不

工头冤包养着袁他男朋友把她接到工地上去住袁

舒服遥 有些有文化的怕得病袁还是会用的遥 也有

吃穿不愁袁还给她零花钱遥她下来玩的时候跟我

自己带着套子来的袁不过是少数遥 有些客人实

说袁 他们可能还会结婚遥 能这样被养着还是好

在不想用袁又看着下身没 病袁我们就加收一点

的袁至少不消每天面对不一样的男人做生意遥他

钱袁说是买避孕药的钱袁也照样做他的生意曰要

们俩处了那么长时间了袁知根知底袁都谈婚论嫁

是看着顺眼的尧喜欢的客人袁不戴套也就算了袁

了袁肯定不需要用避孕套了遥 不过袁我听那个老

不加钱还是会做遥 有几次工地上来了几个特别

板的朋友跟我说他是结了婚的人袁 孩子都快有

脏的工人袁怕是有个把月没有洗澡袁身上都是脏

我大了遥 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遥 冶

于 野小姐冶是工地人群和当地人对女性商业性性工作者的通俗叫法遥

盂 寒暑假期间通常是建筑工地人员回乡探望孩子和伴侣的时间袁所以性工作者工作量相应减少袁被称为野淡季冶遥

榆 这里野带娃娃冶指意外怀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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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定性访谈和观察资料印证了袁阿兰谈到的

必遵守商业性性行为中戴安全套的常规袁 但是性工

顾客要小姐尧男女朋友尧姘居袁是滇西高速沿线性工

作者与工地人员的男女朋友关系在性行为方面并不

作者与工地人群之间常见的三种性关系袁这三种关

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袁野恋爱冶 中的性工作者仍然与其

系在付款方式尧安全套使用和排他性上都有所区别

他顾客发生商业性性行为遥 姘居形式则是具有排他

渊图 员冤遥顾客要小姐关系是最直接的商业性性行为 袁

性的同居关系袁是三种关系中最为亲密的袁而经济偿

实行的是野钱货两讫冶的交易方式袁每次性行为都伴

付也从为每次性行为付账转变成长期的生活消费的

随着相应的金钱偿付袁在顾客要小姐关系中使用安

负担遥 从形式上来看袁 第一种关系的商业特征最明

全套虽然是一种常规袁但是多付钱或者野看着顺眼冶

显袁也被看作是纯粹的商业性性行为袁而后两种性行

的顾客可以例外袁尤其对于经常光顾的熟客遥 而熟

为的商业特征较隐蔽或不明显袁虽然涉及恋爱性质袁

客有可能转变为男朋友袁不需要对每次性行为付款袁

但也存在不同形式的性服务与物质或金钱的交换袁

金钱偿付有时转变为实物馈赠袁甚至无须偿付袁也不

是较复杂的性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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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朋友院不排他袁无须每次付款

姘居情人院具有排他性袁长期包养

图员

工地人群与附近性工作者多种类型性关系比较

如 图 员 所 示 袁从 顾 客要小 姐 袁 到 男 女 朋 友 袁再

向于以性行为的对象为依据来理解商业性性行为袁

到姘居袁 三种关系的商业性递减袁 而亲密程度递

因此他们把所有与性工作者发生的性行为都看作商

增袁随着亲密程度的增加袁性工作者坚持使用安全

业性性行为袁即野找小姐冶袁其外延包括了以上三种性

套的意愿和行为都在减少遥 从阿兰和其他性工作

行为遥而性工作者只把顾客要小姐类型的性行为袁即

者的讲述中不难看出袁 她们认为性行为中不使用

纯粹商业性性行为称为商业性性行为袁 其外延比工

安全套是好感尧亲密与信任的标志袁意味着愿意承

地人员的理解要小得多袁在她们看来袁野找小姐冶不全

担可能罹患性传播疾病和意外妊娠的风险袁 在一

是商业性的袁也有可能是恋爱或者姘居袁这些就不是

定 程 度 上表 示 了 她 们 对 一 段 关 系的 投 入 与 牺 牲 遥

商业性性行为遥

从这个角度来说袁 不使用安全套除了是商业性交

三尧结论与讨论

易中需要付款的附加服务袁 也可以是感情投入的

综上所述袁关于野商业性性行为冶这个概念袁研究

一种表现遥
访谈进一步发现袁两个群体在完成问卷调查时
对于商业性性行为的理解出现了差异遥 工地人员倾

研究团队
工地人群
性工作者

目的 辕 依据
艾滋病传播风险
性行为对象
亲密程度与商业性

表员

团队尧 工地人群和工地沿线性工作者有着三种相互
联系却并不相同的解释袁如表 员 所示遥

三个群体对于商业性性行为概念的理解

范围 辕 外延
标准型
包含与性工作者发生的尧男女朋友尧姘居
仅包含顾客要小姐关系

特 点
理论上的标准型袁但对现实缺乏分析力
忽略了各类型性关系中的艾滋病传播风险差异
范围最小袁忽略了男女朋友尧姘居关系

当问及野最近一次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时使用安

者回答这个问题时袁她们实际只把野顾客要小姐冶类

全套了吗冶时袁研究者期望得到的是有关野标准型商

型的野纯粹商业性性关系冶计算在内遥 因此就有了调

业性性行为冶的数据袁忽略了商业性性行为的复杂

查一开始出现的那组令人费解的矛盾数据袁 使得双

性遥因此袁通过提问这个问题得到的数据本身就是有

方自述的最后一次商业性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产生

问题的袁其流行病学价值也值得怀疑遥 当工地人群

了差异遥

回答这个问题时袁脑中浮现的是野与性工作者发生的

从以上结论可以引申出以下两点讨论遥

性行为冶袁包含了以上列举的三种性行为曰当性工作

首先袁这一组矛盾数据揭示出的对于野商业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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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冶概念的三种解释提示了袁公共卫生调查需要注

心理去审视相关问题袁 最终解决了调研分析中的难

意不同群体关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认知袁这些认知及

题遥 从根本上说袁人类学的视角就是一种以人为本尧

相关分类将直接影响各群体的风险识别和行为方

以服务对象为核心的视角袁是一种从社会文化尧政治

式袁从而塑造他们面临的公共卫生风险遥只有真正理

经济情境出发分析和关注卫生问题的综合性方法袁

解和认识了这种认知差异才能获得有效信息袁并据

它将为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独特而

此设计出有效的干预措施遥 以本文中的项目为例袁

必要的支持遥

如果忽略不同群体的认知差异袁在干预宣传中仅强
调野商业性性行为冶与艾滋病传播风险相关袁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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