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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6 年 8 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

实施了第六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在被

调查的已婚育龄妇女中，有过人工流产经历的达

22.6%，平均人工流产次数为 0.27 次。农业户口和非

农业户口已婚育龄妇女的平均人工流产次数分别为

0.24 次和 0.37 次，非农业户口已婚育龄妇女的平均

人工流产次数是农业户口的 1.54 倍。2012 年 9 月

26 日世界避孕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一组数据

显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 1300 万，位居世界第一，这

其中还不包括 1000 万药物流产和在私人诊所做的

人工流产。中国每年人工流产的妇女，一半以上是

25 岁以下的妇女，约有 600 多万人成为了人流的主

力军。[1]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国人口基金、北京

大学人口研究所合作开展的 2009 年全国 1.64 亿

15- 24 岁未婚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状况调查发

现，男性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为 42.3%，女性为

34.4%。其中首次性行为未避孕的比例高达 51.2%；

最近一次的性行为中，未避孕比例为 21.4%，怀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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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22.6%，多次怀孕比例为 5.9%。女性青少年意

外怀孕后 86%以人工流产结束。在有性行为的青少

年中，20.3%的人在过去 12 个月内有过不止一个性

伴侣。中国未婚青少年中，约有 60%的人对婚前性

行为持较宽容态度，22.4%的人曾有婚前性行为。在

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过 20%的人曾非

意愿妊娠，其中高达 91%的非意愿妊娠以流产告

终。未婚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需求方面，约有 60%
的咨询需要与超过 50%的治疗需求未能实现，原因

主要是“不好意思”或“问题不严重”。[2]

从已有研究看，国内对人工流产的研究多集中

在医学界，着重于人工流产的技术和护理。[3][4]医学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未婚女性人工流产承受巨大的

心理压力和患病风险，因人工流产导致一系列的并

发症，如宫颈炎、盆腔炎、性传播疾病、不孕等，闭经

也会随之增多。有学者从社会工作角度的研究认为，

人工流产女性多存在焦虑及抑郁心理，手术前后的

心理干预能改善人工流产女性的心理状态。[5]从性别

视角的对人工流产广告的研究表明，女性身处男权

的生态环境中，这些环境包括传统父权制，同时现代

媒介也具有男权特点。[6]有研究认为，消费意识形态

将人工流产手术符号化为女性留住爱情的一种手

段。[7]这些研究为认识人工流产带来的社会后果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人们是如何看

待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的风险的？这种不重事先防

备只重事后打胎的知识根源何在？又有怎样的办法

和有效政策减少人工流产的数量？

2012 年 3 月至 10 月，我们在济南 2 家公立医

院和 2 家民营专科医院进行现场观察和访谈，共访

谈了 14 个做人流的女性和其男友（或丈夫）。访谈以

半结构式进行，访谈内容包括 4 个方面：第一，两人

关系的整体状况。包括认识的时间、途径；是否同居

和结婚。第二，了解其有关身体、怀孕、避孕和流产方

面的知识。包括采用什么方法避孕？为何采用这样的

方式避孕？怎样得知自己怀孕的？第三，了解其获取

性知识的途径。第四，了解这次人流的基本状况、对
生活的影响以及对身体的影响；为何会发生意外怀

孕，是第几次人流，对医院的选择标准等。
二、“无痛人工流产”的宣传与女性的失声

无所不在的“无痛人工流产”宣传，以医学技术

的方式剥夺了人工流产女性言说身体经验的权利，

经历“无痛人工流产”者成为了失声者。
（一）“无痛人工流产”的身体与“有痛”的日常生

活

广泛的“无痛人工流产”宣传，使人们认为人工

流产是一件很轻松和简单的事情。但访谈资料显示，

“无痛人工流产”的亲历者是“有痛”无处说。
ZGJ，女，25 岁，已婚，某企业销售主管，已经是

第二次人流。她谈及“无痛人流”没有危害的宣传时

说：“怎么没有危害？危害真的很大，以前不知道。我

第一次人流是冬天，人流后自己继续用凉水洗衣服，

大冷天北风呼呼的，在站牌等公交半个多小时。后来

明显地感觉第二年夏天的时候不能吹空调了，热天

不盖床单小腿到脚丫子都凉得发麻。现在来例假都

不能沾凉水。这次是宫外孕，明明是事后立刻服用毓

婷，但是例假拖后几天，手术前一天晚上肚痛难忍，

阴道有流血。怎么都没有想到是宫外孕。幸好去医院

及时，否则自己的小命可能都要没有了。”
这世上真有“无痛人工流产”吗？亲历“无痛人工

流产”的女性对此大致有 3 种叙述方式：

一种是叙述“很痛，很痛”。所经受的痛苦除了手

术麻醉后的生理上的痛苦和术后并发症外，还要忍

受一些心理上的痛苦。心理上的痛苦有很多，除了对

两性关系质疑外，还有对人生和未来的质疑，严重的

还会发生抑郁和企图自杀。
WQ- 8，男，已婚，24 岁，妻子在哺乳期怀孕。在

谈及对“无痛人流”的看法时，他说：“无痛？所有的广

告宣传都是骗人的。医院所谓的‘无痛’是偷换概念，

在麻醉的情况下，是受术者毫无意识的状态下，而不

是真正的‘无痛’，这是花钱买罪受，要是聪明的还能

以后注意，要是傻乎乎不注意的，以后还会再来的。”
YC，女性，未婚，19 岁：“太疼了，那种疼痛是一

种撕心裂肺的疼痛。那种疼痛是语言根本没法形容

的。……比你食物中毒还难受一百倍。肚子里面的肠

子感觉都搅在一起了。又有种肚子要掏空的感觉。”
第二种叙述是“无痛”，这种状况多发生在手术

前后。
JXJ，女，22 岁，某高校大三学生。在手术前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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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她神采飞扬地告诉我：“不痛！现在医学很进

步，真的不痛。还没有觉得痛就结束了。”但是，JXJ
在邮件中诉说了她的抑郁，流产后，男友很快和她分

手。而分手后有一个男孩看上她，但是她走不出做过

人流的阴影，她抑郁得几乎崩溃，想要自杀。
第三种叙述方式是“去疼痛”的话语，以一种斗

士的心理去应对身心疼痛。
“小刘女士”已经做过 4 次人工流产，今年 27

岁，未婚，大专学历，目前在男友姐姐的公司打工。男
友小自己 3 岁，也在其姐姐公司上班。我们看到，她

在进手术室前仔细化了一下妆；被推出手术室时，脸

色苍白，她强打精神和男友打招呼说“我一定要像个

战士一样”，这是她和她男友说的第一句话，听后男

友顺势翘起大拇指。她告诉我们说：“怎么不痛啊，不

痛是假的，是骗人的！再怎么着也是一个手术啊！来

月经还有痛经呢，更何况是手术啊？但是我不能让男

友看出我的脆弱，我要像战士一样，不怕它。”
“无痛人工流产”之“无痛”不仅剥夺了女性叙述

自身“疼痛”的话语权，还在更高层面要求她们依顺

于男性期望，将此经验表述为“无关的紧要”的事。
现代医学技术的确为女性身体的自由和对消灭

传统意义上生育的病痛带来了解放。人工流产中使

用“麻醉药”减少了女性身体在胚胎被拿瞬间的疼

痛，但无法减少这一事实中内涵的诸多生理和心理

的痛苦。而这种 3- 5 分钟的“无痛”被广泛地宣传，

已经将“人工流产”装扮成了无关痛痒的一次“生病”
与“治病”的事件，这种对女性生育的病理化处置，使

医学上的“无痛”叙述剥夺了女性诉说流产之痛的话

语空间。
（二）“无痛人工流产”与无法命名的人生经验

任何的身体体验都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诸多意

义，但是无法诉说的人工流产之痛却由此成为女性

生命历程中无法被命名的人生经验，它的“无名”状
态让女性体验到对自我身体的厌恶、无处发泄的怨

恨和无以名状的愤怒。
LW- 14，23 岁，未婚，我们访谈时是她第二次做

人流。她说：“父母一直认为我在大学谈恋爱，第一次

人流是在大学时做的，不敢和家人说。但是暑假的时

候，我太粗心了，我父母看到了我去医院人流的病

历，他们并没有说我，但我爸爸一直喝酒，一下午都

没有说话，只是喝酒。我妈就一再说要好好学习，不

能谈恋爱。虽然爸妈没有说我一句关于人流的话语，

但是我真觉得对不起父母。这次又怀孕了，我恨透了

我自己。这个男人也真的很恶心，从我进手术室，我

就一直控制不住自己哭，但是从进医院到出医院，这

个男人都没有说一句话。我真的是恨透了自己。我觉

得自己特别肮脏、特别恶心。要是能洗澡，我一定要

全身洗一遍都不解恨。”
对人工流产的“无言”状况，不仅是当事女性的

经验，也是她们父母的经验，对女儿身体的心疼、担
心、无奈和痛慨亦是无法叙述的。而这进一步转嫁成

女性的自责和愤恨。
体验了人工流产的女性的身体被“无痛人流”的

知识叙述为客体，她们“痛”的经验被医学知识所替

代；女性身体的经验被淹没在各种“无痛”的期待中，

以至于她们不得不以沉默来应对这一无法言说的身

体经验，以痛恨或怨恨的态度来看待与生育相关的

现象和相关人。女性叙述身体之“痛”话语的丧失具

有重要的文化隐喻，这意味着即使所有经历了人流

的女性都感受到了身体和心灵的痛，但这种痛也是

虚假的，它无法抗衡以医学目标实现的“无痛”，这种

以被医学方式克服的“痛”的胜利将女性身体的自觉

符号化为医学的客体。没有人工流产经验的人们愿

意相信这一医学的成就，特别是当事男性更愿意相

信这种“无痛”以此减少自责。在女性“痛感”之话语

权消失的同时，一种视女性身体为客体的文化成功

建立起来，它将女性生殖的身体客体化和医学化，而

非主体化和自我控制。有学者将生育问题视为医生

和怀孕者权力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医生视怀孕为

医疗问题，是要在医生的监督之下来完成的生殖；而

女性视其为是自然现象，将其融入自身所扮演的社

会角色中。[8]“无痛人工流产”的出现和肆意泛滥则不

仅是医学霸权的胜利，更是女性作为一个孕育者之

社会角色和言说者角色的被剥夺和被抹杀。
三、扭曲的人工流产知识和处于高风险中的女

性

北京航空 466 医院妇产科主任朱医生表示：目

前人流趋于年轻化，但很多年轻女性对人流手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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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很重视。人流手术过程中的不当操作或是技术

不规范、器械不卫生、手术环境不达标甚至是麻醉技

术的不严谨，均有可能导致流产失败、吸宫过度或人

流不全、术中大出血等。而麻醉一旦出现意外，轻则

造成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重则造成接受手术者的意

外死亡。
14 名做人工流产的被访女性，有 1 人做过 4 次

人流，1 人做过 3 次人流，1 人做过 2 次人流，11 人

是首次做人工流产。她们多是自由恋爱，以同学、工
作伙伴、好友介绍和网络认识为主；大多数在认识半

年后同居。访谈表明，两性皆知人工流产手术有风

险，但我们观察发现，手术前的签字多是走形式，一

般是在女方都做好各种检查马上要推进手术室的时

候，由陪同人员签字。在某医院，一上午有十多个女

性来做手术，没有一个人在签字前好好地读一下风

险书的内容就签字了。
（一）男性视角：人工流产的女性身体风险被弱

化

调查发现，男性存有诸多错误的人工流产知识，

这些错误知识弱化了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的伤害。
1.错误的人工流产方法———自我实施人工流产

药物人工流产存在着因宫缩不正常而导致的大

出血等高风险，甚至会导致终生不育。调查中，有一

对男女自我实施药物人工流产，使女性身体处于极

度风险状况。
SF，男性，26 岁，未婚。他说：“我们是通过在家

用试纸测验怀孕，就立刻买药在家里吃药打胎，吃药

后一个多月仍然没有来例假，而且还不间断地有阴

道流血。那时根本不知道药流前要先做 B 超，排除

宫外孕的可能。也不知吃药后要到医院检查。这次来

医院是因为当时在家药流没有流干净，有一部分胎

囊没有流出，胚胎继续在子宫中生长。只好来医院做

刮宫手术。受双重的罪。幸好不是宫外孕，要是宫外

孕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2. 多次人工流产———“人流就像女人来一次月

经”
MJS，男，21 岁，未婚，某单位后勤工作人员。他

说：“人流不就是结束烦恼嘛，轻松解除爱情甜蜜的

麻烦。……人流的危害应该有一点，但是任何事情付

出和所得是成比例的，女人也享受了性的高潮快乐。
偶尔避孕失败一次，也情有可原。但是我还会好好爱

她的。”
LMY，男性，未婚。24 岁，高中学历，酒店服务

员。他说：“人流没什么危害吧，我女朋友的室友一年

流产好几次，也没有看到什么伤害，上午流产，下午

接着上班。因为平时休息时间很少。能休息一天接着

上班就不错了。现在的医疗发展很好了，无痛让女性

减少很多痛苦。……10 分钟的手术，能有什么大危

害？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男人死都不怕，女人承

担点小痛苦又能怎样？”
LJS，男，未婚，23 岁，高中学历，单位销售员工。

他说：“……这是小手术，年轻女性恢复能力强。生

殖能力也强。人流就相当于女性的一次例假。”问他

对这次手术的感受，他说：“已经习惯了。没有什么特

别的感受。”问他怎样看待手术后的两性关系，他回

答：“还那样呗，她能为我怀孕流产说明她是爱我的，

她爱我，我也会爱她。”
3.事后觉醒———一些男性在人工流产发生后认

识到手术对女性的风险和带给女性的身心痛苦

LJS－5，男性，未婚，23 岁，在读大学生。这是女

友的第一次人流。因为体外射精失败而怀孕，选择了

一家公立医院做手术。访谈过程中他的头一直埋得

很低，问及是否知道人流对女性身体伤害很大时，他

说“一开始并不知道的，以为就是小手术，以为年轻

女性恢复能力强。但真正在手术室门口等待时，我在

手术室外等了大约有两个小时。我原来真的以为 3
分钟就可以搞定的，我是个失败的男人。”

总之，男性，特别是未婚男性普遍对人工流产带

给女性的风险没有充分的认识，即使后悔也为时已

晚。
（二）女性视角：道德风险大于身体风险

那些做人工流产的女性，对人工流产的知识就

是医院告知的“无痛、安全、无副作用、保宫、不影响

再次怀孕”的正面宣传，没有医生告诫当事人人工流

产对生命的危害。同时，需要做人工流产的女性总有

“丢人感”，多以“不为人知”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人流就是一次小产啊！”一位不愿意透漏姓名

和年龄的女性这样说，她看上去大约有 40 多岁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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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带环怀孕的。没有人陪着她来做手术，吊瓶打

完了，看到她腰都没有直起来，一只手捂着肚子，踉

踉跄跄地出了医院的大门。从她的角度看，无论什么

原因导致的意外怀孕，都是件丢脸的事，不像其他的

病痛是可以言说和寻找帮助的。
JXJ（22 岁的女大学生）面对新的男友时说：“我

是不是有病啊！我是不是活该啊！现在喜欢我的男友

还是处男，而我呢，残枝败柳啊！我好压抑，好难受，

好后悔，我根本不配做他的女友。他对我越好，我越

觉得有愧疚。一个和别人流过产的女人，还配得到真

正的爱情吗？谁来救救我？我要是没有流产过，我要

是完整的，该多好啊！我到底还有没有脸活在这个世

上？我快崩溃了！”
人工流产将女性处于身体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双

重风险境地，身体风险看似女性自己可以面对和处

理的，但道德风险却使女性处于道德责备的境地，使

她们在行为选择时将道德风险看得比身体风险更为

严重。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一些未婚女性因不愿让人

知道而选择私立医院，不休息或少休息继续工作和

学习。
（三）避孕责任的女性化

避孕责任女性化使怀孕女性在身心两方面面临

风险。访谈发现多数人认为避孕是女性的事，未婚者

最多使用的避孕方法是用避孕套，已婚者采用的多

是节育环。而男人，特别是未婚男性多要求女人承担

避孕责任和怀孕后果；男性使用安全套被视为“牺牲

一下”。

XYC，男，未婚，23 岁，国企单位员工。他说：“避

孕责任这样的事情，是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的责任。
女人是生孩子的主体，正常说来的话，应该是女人承

担主要的责任。但是女人未婚，不方便去医院带环。
总是吃避孕药对以后的怀孕、孩子的质量又有影响。
所以男人在该需要站出来牺牲的时候，就要牺牲一

下。因为是男人嘛，虽然很不愿意用避孕套，还是要

将就一下。再说了，用避孕套也是一定程度上保护自

己。现在女人很随便了，只要你有钱，女人想上床的

多得很。见面就上床的女的有的是。万一碰上一个艾

滋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LJS，女，已婚。她说：“我一直采用避孕药的方式

避孕。因为他坚决不愿意带套，所以常年吃避孕药。
有一次意外怀孕，但不敢要，因为吃了几片避孕药怕

对孩子有影响，最终还是做了流产。”
总之，整个社会对性、性爱和避孕知识缺少广泛

的讨论，计划生育存在怀孕的“事后了结主义”，皆使

女性人工流产量居高不下。
根据以上分析，呼吁卫生计生委、全国妇联共同

出台政策，禁止一切有关人工流产的广告宣传，特别

是“无痛人工流产”广告宣传；对拒不停止“无痛人工

流产手术”宣传的网站进行查封；卫生、城管、公安等

部门应加大对非法从事人工流产手术的医院和私人

诊所的封查；要大力宣传安全套避孕知识；在一切与

人工流产的相关说明上，以显明的方式注明“人工流

产有害健康”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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