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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医学、
伦理学和社会学对同性恋现象的深入研究, 对同性

战争、
饥荒、社会动荡和瘟疫, 没有这些威胁 存在的时候, 也 就没有

恋者婚姻家庭权利予以法律保障的全球化立法运动此起彼伏。同性恋

生殖欲望, 同样的道理, 在没 有繁殖 压力的 情况下, 男人 已经 女性
化, 不再对女人 渴求, 女 人也 不再 需要 分泌 雌性 荷尔 蒙去 诱惑 男

摘

者追求永久结合的诉求具有正当性, 但这基本的诉求却是被公共秩序
所排斥。本文试通过分析同性恋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 历史
发展; 现状分析; 合法性论证; 以及从法律层面上的解决方法来试论述
当同性恋者的诉求与公共秩序发生冲突时的解决之道。

人, 那么女人也会变得中 性化或男性化, 这样的社会必然滋 生出大
量男女同性恋者。这跟中 国几千 年来的 历史经 验相一 致。同时 ,
伊斯兰世 界的暴力倾 向, 可 能是由于 偏食荷尔蒙 含量比较 高的食
物, 这大概也是造成他们 胡子浓密, 以及特别不能容忍同性 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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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西方目前的同性恋 泛滥跟 物质富 足和社 会现代 化、信息
化有关, 它的主流人群是男性。中国目前的 同性恋化是社会动荡 、

一、
同性恋法律问题概述
( 一) 概述
要研究法律制度下的同性 恋问题, 我 们有必要 先从同 性恋 的
本质下手, 同性恋 究竟是人天 生的生理 性特征决定 的还是由 于后

不安定的结果, 它的主 流人群 是女性。 中国女性 同性恋 比例 要远
高于男子同性恋, 这是 因为目 前的社 会畸形、动荡, 没有 社会 福利
保障系统, 医疗混乱、治安 恶劣、食品有 毒, 人 口与就 业矛 盾突出 ,

天而生成的 畸形的精神 人格, 这对我们 分析当今的 法律制度 和提
出新的方法颇有帮助。

而在腐败政治之下, 社会最繁荣的 是服务业, 那么, 在这样的社会 ,
男子就业压力要比女子更大, 多数男子并不能给女子带来安全感 ,

首先, 我们从历史领域来看看同性恋问题 , 同性恋( ho mosex u
ality ) 是 由 一 名 德 国 医 生 Benkert 于 1869 年 创 造 的 ( P lummer,

女子与男 子恋爱的心 理负担以 及社会成本 非常大, 跟年轻 人男子
恋爱, 对方没有经济基础, 没有安全保障, 跟 成功男子恋爱, 又有年

1984) 。这个词描述的是, 对异性 人士不 能做出 性反 应, 却 被自 己
同性别的人所吸引。在 Benkert 创 造这 个医 学名 词之 前, 同性 性

龄差距造成的巨大代沟。
二、
同性婚姻的正当 性合法性分析

行为被谴责为罪恶而为人 们所不 齿。如今, 同性 恋是指一 个人 在
性爱、
心理、情感上的兴趣主 要对象 均为同性 别的人, 无论 这样 的

第一, 同性恋现象早在远古 时代就已有 之。在各种品性 中, 记
载得最多的是同性恋, 中外的历史里似 乎只有两 个时代, 在 西洋是

兴趣是否从外显行为中表 露出来。 那些与同 性产生 爱情、性欲 或
恋慕的人被称为同性恋者。同性恋经历了由! 犯罪∀ 到! 宽 容∀ 的发

希腊, 在中国就是两晋六朝了。
∀4000 年前埃及人把男性之间的性爱
行为看作神圣的事情, 在中国古代的六朝时代, 就有同性恋的记载。
有数字显示, 目前我国 15 岁至 60 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 3000 万。

展历程, 具有一定的历史的进步意义。
20 世纪初, 世界医学界否定 了同性恋性取 向与道德 相关的 观
念。认识到 同性恋是人性的一种自然流露, 并非内心的 扭曲, 应尊
重他们的个性化情感的 发 展。经过 医 学专 家从 生 物学 方 面的 研

其次, 同性恋是人权的应有之 义。人生 来就是平等的, 人的生
命, 自由和追求幸福 的权利 是不能被 剥夺的。# 世 界人权宣 言∃ 宣

究, 认为同性恋的形成有 如下缘 由: 生物本能、遗 传因素和 性激 素

称:!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不分种族、肤
色、
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
国籍 或社会出身、
财 产或其

影响。尽管 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 问的, 同性
恋并非由于 精神状态的 畸形导致 的, 它 是由于生理 上的原因 造成

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第三, 考察婚姻的形式, 不难发现。婚姻的形式从来就 不是一

的, 那么也就是说, 同性恋问 题并非 是个案, 而是 广泛存在 于人 群
当中的正常现象, 也就成为了人们的自然权利 之一。

成不变的, 而是处于 发展变 迁的过程 中。古代 的掠夺 婚、买卖婚 、
交换婚、
劳改婚、赠与婚、收继婚、聘娶 婚, 摩挲族至 今仍 在实 行的

如上所说, 既然同性恋权成为了人们的自 然权利, 那么同 性恋
对于社会公共安全 产生 的问 题与 同性 恋者 的权 利之 间产 生的 问

走婚, 在当时的社会环 境中无 疑是得 到主流 道德认 同的。既 然同
性恋者也是人, 也同样 需要家 庭生活。 尽管同性 恋者仅 仅是 社会
的少数群体, 仍然应当享 有作为人应当享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

题, 随着同性恋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成为了 热点问题之一, 那么
究竟用什么制度和方法才 能妥善 解决呢? 要 解决这 个问题, 我 们
有必要了解同性恋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 二) 同性恋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同性恋, 在学术上争论, 一直有两种划分, 一是先天 派, 二 是学
习派, 前者是生理的原因决定其性取向, 后者是环境和社会的 因素
决定其性取向。
在欧洲那样富足的高福利社会, 生存没有 压力和危机感, 社会
发展主要靠的是智力而非 体力, 因此荷 尔蒙分 泌降低。男 性自 身
女性化, 那么心理上就 会排斥 女人。人类 大量的 繁殖往往 是应 付
%

第四, 同性恋不违反法律。我国宪法第 33 条规定:! 中 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民法 通则∃ 第 10 条规定! 公民
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民法 通则∃ 第 103 条规定:! 公 民享有
婚姻自主权, 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 为∀, 平
等权是每 个人都享有 的重要权 利, 保 障公民的平 等权是每 个国家
政府的义务。先有权利的 诉求, 然后才 有权利 的保护。 同性 恋公
民和异性 恋公民享有 平等的婚 姻自由, 只要不违 背公序良 俗和社
会公共利益, 应在法律 上保障 同性恋 者的婚 姻自由。现 在所 缺失
的是在具体婚姻家庭法立法层面保障这些基本原则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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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同性 恋的现象说明, 同性
恋者不是人 类的异化, 同性恋 者以建议 婚姻和家庭 来追求幸 福生

犯, 甚至不受 多数人、不受民 选代 表的 侵犯 。
∀ 为 了在 宪政 状态 下
充分的保 障同性恋者 的基本 权利 不受 政府 机关 和其 他社 会群 体

活最基本的人权, 其诉求合法正当, 对同性恋结合立法保护已 经全

的的肆意 侵犯, 应该 从以 下 几 个方 面 加强 和 完 善对 同 性恋 者 的
基本权利 保护。

球化趋势, 我国法学应该正面同性恋这一庞大 群体的权利诉求, 借
鉴其他国家关于同性恋的立法例, 将同性恋者 的婚姻合法化, 制定
出符合我国实情的同性婚姻自由的法律保护制度。
三、
同性恋群体诉求与公共秩序的博弈
同性恋者 是一个处于 社会边缘化 的特殊的 弱势群体, 他们 的

1、加强宪法解释和宪法 修改, 补充和 完善同 性恋者 的基 本权
利保护, 虽然我国宪法也 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国家尊 重和保
障人权。但这些规定对同性恋者是否适用, 如何适用, 同性 恋者的

社会生存境 况较差, 基本权 利经常受 到公权力侵 犯和践踏。 这种

基本权利包括哪些, 具体是 什么? 尚不 得知。必须 加强 对宪 法的
解释工作, 在宪 法解释时将 普通公民 享有的基本 权利扩大 到同性

侵害主要来 自两个 方 面: 一 方面 是 来 自国 家 机关 及 其公 职 人 员
的侵害, 尤其是 公安机关的 侵害。另一 方面是来 自社会组织 和公

恋者身上, 明确人权的主 体包括同性恋者。
2、进一步完善宪 法 性法 律, 切实 保障 同性 恋者 的 基本 权利 。

民个人的侵 害。如一些 企业在招 聘员工时拒 绝录用同 性恋者, 这

具体来说包括: 1. 明确 同性恋 者享有 平等人 格不受歧 视权。 禁止

使得同性恋 者的基 本 权利 受 到了 侵 害, 亟 需 得到 宪 法和 法 律 的
有效保障。

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方 式对同 性恋者 进行侮 辱和歧 视; 2. 明确
同性恋者享有隐私权。任 何单 位 和个 人不 得 泄露 同 性恋 者的 姓
名、
住所、工作单位和病史等 资料; 3. 明确 规定同 性恋者 的合 法行

( 一) 从宪法层面保护同性恋者基本权利的必要性
第一, 民主宪政发展的 必然要 求。同性 恋群体 作为社 会中 的
一个特殊群体, 已经成为社会群体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 那么 根据

为与违法行为, 并规定其违法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 4. 明确同 性婚姻
或同性伴侣的法律地位。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定来保障同性 恋者的

宪政的要求, 他们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宪法的保 护。否则, 宪

基本权利得以实现。
3、改革现行婚姻 登 记制 度, 保护 同性 恋者 同性 婚 姻自 由权 。

法就纯粹是一种标榜, 是一种五彩斑斓的肥皂 泡沫, 那么民主 宪政
就很难实现。
第二, 同性恋者在我国人数相对较多, 必然要 涉及许多宪 法问

我国目前 实行的婚姻 登记制度 是男女双方 异性婚姻 登记制度, 排
斥了同性申请缔结婚姻 的可能。因 此, 为了保障 公民宪 法上 规定

题。男女同性恋人口在人群中会 占到 3- 4% , 在 中国就是 3900 万
- 5200 万人∀ 。面对这样庞大的群体, 同性恋者是否享有基本人权,

的权利能 够得以实现, 必须 顺应时势 之需要改革 现行的婚 姻登记
制度, 将现行的# 婚姻法∃ 和婚 姻登记制 度修改 为结婚 当事方 为异

享有哪些基本人权, 这些 基本人权受到侵 犯如何救 济, 同性恋 者的

性或同性 者皆可向婚 姻登记部 门申请结婚 登记, 婚姻登记 部门对
同性婚姻的登记申请不得拒绝。

基本权利行驶的范围和界限等问题只能在宪法学领域才能解决。
第三, 同性恋群体作为社会弱势群体, 其权利常常受到公 权力
机关的侵犯 和践踏, 只有将同 性恋者享 有的这些权 利上升到 宪法
的高度, 在宪法条文上确立并给与保障, 才能用基本权利去反 抗公
权力机关的侵权行为。
第四, 必须从宪法意识 的角度 引导人 们对同性 恋想象 的认 可
和接受。现在许多西方国家 已经认 可、
接 受了同 性恋 现象。在 中
国, 大多数人对同性恋想象只是肤浅的认识, 导致了他们歧视 同性
恋者, 肆意侵犯和漠视 同性恋 者享有的 基本人 权。为了保 障同 性
恋者的基本 权利必须首 先要改变 公众对待同 性恋者的 态度, 而要
改变公众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最 好方法 就是用 法律规 范( 含宪法 规
范) 来予以引导。
( 二) 我国同性恋者基本权利保护的缺失
从世界发展潮流看, 大 多数国 家逐渐 认识和接 受了同 性恋 群
体, 并寻求在宪法和法 律上对 他们给予 必要的 保护。但就 目前 而
言, 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同性恋者基本权益的保 护尚处于缺失状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宪法上没有明确的条文对 同性
恋者的基本权利进行承认 与保护。 其次, 缺少宪 法性法律 对同 恋
者的基本权利保护。再次, 缺少必 要的宪 法程序 保护同性 恋者 的
合法权益免受公权力的侵 害。最后, 没有 一个强 有力的人 权保 障
机构保障同性恋者的基本权利。

4、必须设置必要的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宪法程序。效 仿美国
模式, 在宪法中增设! 正当法 律程序∀ 条 款及逐 渐在宪 法修正 案中
补充、完善现有 宪法权利保 障程序的 模式来保障 同性恋者 的实体
宪法权利不受肆意侵犯。
5、建立专门的宪 法 权利 保障 机构 来保 护同 性恋 者的 基本 权
利。同性恋者就是特殊群体, 当他们权益受 到各个方面侵害时, 没
有机构能够帮助他们维 护权利。总 之, 随着政府 和公众 对同 性恋
者这一社 会弱势群体 的不断理 解与关注, 以及同 性恋群体 自身不
断的努力, 我们相信, 同性恋者的基本权利终会被宪法和法 律予以
确认和保护。
四、
结 论
总之, 随着政府和公 众对同性 恋者这 一社会 弱势群 体的 不断
理解与关注, 以及同性 恋群体 自身不 断的努 力, 我 们相信, 同 性恋
者的基本权利终会被宪法和法律予以确认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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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 被视为不 受所有机关 和所有政 治权威之行 使的侵害 。
∀
! 这种 权利观保 护个人不受 社会 的侵 犯, 不仅 不受 政 府官 员的 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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