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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彩虹媒体奖 

2018-2019 年度 彩虹媒体监测报告 

 

1. 概述 

1983 年，“同性恋”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最为著名、影响力最大的电视节目

《新闻联播》上。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同志社群在中国仍面临从个人健康、家庭

生活、社会交往到社会参与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在法律政策上，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平

等保护仍处于空白状态；在文化上，大众对于同志群体的态度仍充满了无知、偏见和

歧视。 

媒体对于公共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对性少数群体进行客观、公正的专业报

道，推动非歧视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对于中国同志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同志运动都至

关重要。自 2011年开始，中国彩虹媒体奖以 LGBTQ 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及行动对象，追

踪 LGBTQ社群在公共媒体上的形象呈现，研究 LGBTQ 媒体报道内容并进行形象媒体趋

势分析，推动社群使用公共媒介进行发声，并通过与媒体、学术、艺术等行业的跨界

合作，推动传媒行业客观、深入、多元地进行 LGBTQ 社群的公共呈现，创造平等、非

歧视的社会。 

彩虹媒体监测年度报告通过研究和总结过去一年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的同志议题，

对媒体报道的对象、主题、立场和范畴等报道结果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旨在了

解媒体报道同志议题的现状和趋势，以更好地支持媒体从业者在同志议题上的专业报

道，支持同志社群与媒体的互动合作，促进性少数议题的公共讨论，以推动更多元、

平等、非歧视的文化转变。 

本监测报告在梳理和分析 2018年度中国境内同志报道情况的基础上，试图讨论和

回应三个问题：一，媒体报道 LGBTQ 呈现怎样的趋势，这些趋势对中国同志社群意味

着什么？二，从媒体的同志报道中，我们可以看见同志在中国面临怎样的内部和外部

处境？三，同志社群及其组织与媒体的互动有哪些可以总结的经验？ 

从数据层面来看，我们发现 2018 年以同志为报道主题的原创报道总量有 762 则，

是 2017 年报道总量的近 2倍，其中 86%为网络媒体报道；超过 50%的报道着眼于国际

同志事件；从报道主题层面看，对比 2017年度，“LGBTI权益、反歧视与 LGBTI 组

织”主题的报道总量减少约一半，而“名人与 LGBTI”、“LGBTI文化评论及相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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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主题的报道占比则迅速提高；在报道对象层面，以无特指的 LGBTQ 社群为对象的

报道占比为 37.1%，出乎意料的是，以跨性别社群作为报道对象的报道占比达到了

16.7%。 

这些变化反映了： 

1) 在报道空间受限，媒体行业分化的大背景下，网络媒体在同志议题的报道中发

挥了极其重要的力量。 

2) 媒体在同志议题报道方面持续寻找着新的突破，虽然权益类内容不再占据多

数，但文化娱乐和经济消费也成为增长迅速的报道方向； 

3) 跨性别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是跨性别群体在公共讨论中的新突破，而更边缘群

体如残障同志、老年同志在一些质量较高的报道也有所呈现。然而，女同性恋的报道

的数量低下及 HIV 与男同性恋相关报道内容偏负面等问题，也真实地反映着既有的性

别文化、HIV 污名化等结构性问题对同志群体的影响。 

最后，本报告还指出，同志社群及同志组织对媒体的同志报道有着积极且重要的

影响。同志组织除了提供媒体报道所需的内容、采访对象及专业意见外，还可以与媒

体人有更多的主动合作，共同决定在公共讨论中的议程设置，推动同志社群的多元形

象及平等诉求。而这些平等非歧视的公共传播，即使在日益收缩的公共讨论环境下，

媒体人与同志组织仍有许多可以一起探索、突破和发挥的空间。 

 

2. 研究方法 

本监测报告采取量化研究、质性分析及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中国境内媒体的同志（LGBTQ）议题报道进行量化梳理和文本分析，同时，

根据过去三年媒体监测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 

 

2.1 搜索范围及方法 

本报告所监测的媒体包括中国大陆境内平面媒体（全国性媒体及地方性媒体）、

网络媒体（综合性媒体和垂直性媒体）和电视媒体（所有上星频道及部分地方频

道）。搜索方法为设定关键词进行人工网络检索，检索平台包括谷歌搜索、搜报网、

必应搜索等。关键词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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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恋”、“间性人”、“酷儿”、“LGBT”、“拉拉”、“女同”、“男同”、

“变性人”、“变性”、“人妖”、“男男”、“女女”、“性变态”、“性少数”

等词及对应的英文翻译。 

 

2.2 分析比对的维度 

报告通过对搜索所得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分析维度包括报道对象（无特指的 LGBTQ

社群、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无性恋、间性人）、报道地域（国内

报道、港澳台报道、国际报道）、报道范畴（法律政策、文化娱乐、社会民生、健康

及 HIV、科学研究、教育发展、经济消费）、报道主题（LGBTI 权益、反歧视与 LGBTI

组织、名人与 LGBTI、经济消费、文化评论及相关作品、同志婚姻与亲密关系、职场

与社会领域、HIV 与 LGBT 群体、犯罪、国际政治及其它）、报告立场（正面立场、中

立立场、负面立场）、事件类型（正面事件、中立事件、负面事件）和媒体类型（平

面媒体、网络媒体）。对这些维度进行单独分类的同时，也进行多种维度的交叉分

析。另外，报告也跟据《2017年彩虹媒体监测报告》中的数据进行过去三年的比较分

析。 

 

3. 监测结果 

以下通过报道总体数量、报道范畴、报道对象、报道主题及报道立场进行总体结

果梳理。 

 

3.1 报道总体数量 

2018 年中国彩虹媒体奖共监测到以同志为报道主题的原创报道共 762 则，其中来

自平面媒体的报道 107则，占比 14.0%；网络媒体报道 655则，占比 86%，详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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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月份的报道数据看，报道分布都较为平均，最高报道量出现在 11月，共有

91则，其次为 12月的 88则；最低报道量在春节的 2月期间，39则；其余的月份较为

平均，在 50-70则之间，见图 3.2。 

 

通过分析这些月份的报道数量，也直接反映出 2018 年同志报道的主要特征。其中

最高报道量的 11月，主要报道范畴涉及两个类别：一是文化娱乐类的报道。由于明星

名人出柜或同性相关传闻所增加的报道，如“炎亚伦劈腿翘屁嫩男恋情”、“孟庭苇

离婚事件”、“成龙女儿结婚事件”，和国外明星、影视作品等，这些报道占 11月报

道量的三分之一；二是同志权益类事件，由于 11月发生的青岛教师歧视案仲裁判决、

耽美小说天一案、台湾婚姻平权公投等公共事件的发生，与 LGBT 相关的法律政策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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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超过了当月报道总量的三分之一。相比于文化娱乐类只有一则出自于平面媒体的

报道，在法律政策类的报道中，有三分之一的报道出自平面媒体，或者是其经营的网

络平台。 

12 月的报道，多集中在健康与 HIV 的报道范畴中。12月 1日为国际艾滋病日，针

对此类重要节点的报道，推动了大量地方性平面媒体聚焦和报道 HIV 相关话题。针对

该节日的报道，就占 2018 年平面媒体报道量的 29%。这些艾滋病的报道多指向男同志

社群，在 4.3中有对这部分报道的进一步分析。 

往年，针对骄傲月的报道会在 6月掀起一个报道高峰。然而，2018年的数据显

示，6月的同志报道数量在全年中仅是平均水平。2018 年针对骄傲月的报道大部分都

着眼于海外，只有 3则报道是关于国内的骄傲月活动。这一特点也较典型地反映了国

内媒体报道空间和中国同志社群组织的活动空间有限的实际情况。 

从媒体报道中的事件所发生的地域来看，如图 3.3所示，超过一半的报道地域是

国际地域，相关报道共 409 则，占总量的 53.7%。中国大陆内容报道则为 277 则，占

比 36.4%。另外有一成是港澳台新闻。 

 

 

3.2 报道范畴 

图 3.4为本年度同志报道中按报道范畴分类的分布图，其中法律政策类报道共有

283则，占 37.1%；紧随其后的是文化娱乐类报道，共 256则，占比 33.6%。在去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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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报道比例 64%的社会民生类报道，2018 年只占了 10.6%。健康及 HIV类的报道占

7.6%，其余如体育竞技、经济消费、教育发展及科学研究分别占 3.0%, 3.0%, 2.8% 

和 2.2%。需要补充的是，报道主题在同一篇文章中往往高度交叉，如许多法律政策类

报道也是由文化娱乐类事件带出，本统计以文章主要反映的范畴划分。 

 

 

3.3 报道对象 

    在 2018 年度的同志报道中，以 LGBTQ 作为整体对象进行叙述的报道接近四成，共

283则。以男同性恋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报道紧随其后，共 249 则，占比 32.7%。跨性别

报道的可见度在 2018 年的媒体报道中得到较好的提升，有 127则报道以跨性别群体为

主要报道对象，占总量的 16.7%。而女同性恋的报道则较少，只有一成多一些（共 83

则）。最后双性恋与间性人分别只有 14则和 6则，分别仅占 1.8% 和 0.8%。没有以无

性恋为报道主体的报道。详见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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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报道主题 

    “名人与 LGBTI”是 2018年媒体对同志报道里占比最高的主题，有五分之一比重

共 151 则的报道以此为主进行报道。随后是“LGBTI权益、反歧视与 LGBTI组织”，

共 126 则，占比 16.5%。其次为占 14.2%的“LGBTI文化评论及相关作品”报道。近一

成的报道以“LGBTI与国际政治”为主，占 9.8% 。需要指出的是，“HIV与 LGBTI群

体”主题的报道在报道总量中占 8.7%，但在所有的平面媒体报道中，该主题占比最

高，为 37.4%。其原因分析详见 4.1 讨论部分。其余主题如“LGBTI 与经济消费”、

“LGBTI与犯罪相关报道”、“同志婚姻与亲密关系”、“LGBTI在职场与其它社会领

域”和其它主题所占比例参见图 3.6。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平面媒体报道中，以“同

志婚姻与亲密关系”为主题的报道为 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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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报道立场 

区别与事件本身的正负面性质，报道立场指报道者自身在不同事件中进行报道所

带有的立场。2018 年所有报道中，超过一半的媒体报道者采取较为中立的报道立场，

意图呈现事件本身、平衡各方意见，这些报道占报道总量 52.2%。有 43.3%的报道采取

较积极的报道方式，分析事件背后对同志群体的歧视性因素，或是协助读者理解和客

观认识该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群体。这种正面立场也是新闻报道中应具备的专业写作基

本要求，特别体现在对于负面事件（如歧视、犯罪等）的报道中。在 2018年的媒体对

同志议题的报道中，负面事件 138则，其中 91 则以中立立场报道，33则以正面立场

进行报道。但总体报道中，有 4.5%的报道明显带有报道者的主观负面立场。其中有 6

起正面事件和 14起中立事件，报道者均采用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立场进行报道，在报道

过程中只表达单方面的负面态度。事件正负面性质与报道正负面立场的统计图请见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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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分析 

许多同志社群工作者都普遍觉得过去一年媒体报道 LGBTQ议题的空间在不断收

缩。但实际上在整体空间限制的条件下，过去一年的报道有什么样的特征？媒体报道

又有什么新的突破和问题？同志社群及其组织如何与媒体有更好的合作？这是报告想

跟大家一起探讨的几个问题。 

 

4.1 媒体 LGBTQ 报道新趋势 

4.1.1 与过去三年媒体 LGBTQ 报道的数据比较 



10 

 

 

从监测总量来看，2018年录得同志主题原创报道的数量为 762 则，同比 2017 年彩

虹媒体奖的报告中录得原创报道的总量 447 则提高了近一倍，与 2016 年监测得数据

710则相近
1
。2015 年至 2018 年同志报道总量年变化图，详见图 4.1。其中，网络媒体

的报道大量增加是报道总量上升的重要因素。2018 年共 762 则同志议题的原创报道

中，有 86.0%(655 则)为网络媒体报道，平面媒体的报道量总占量的 14.0%(107 则)。

这一比例与 2017年的数据较为一致（网络报道 81.2%，平面媒体报道 18.8%）。 但相

比 2016 年（网络媒体报道 58.6%，平面媒体报道 41.4%）则有较明显的变化，详见图

4.2。网络媒体报道所占比例逐年升高，除了与同志议题在平面媒体中受审查限制的制

约有关系外，也与媒体行业本身的发展变化有关。平面媒体所占份额逐渐减少，网络

媒体发展在整个媒体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1 2018 年研究方法与之前略有不同，加入个别影响力较大的自媒体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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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报道主题的变化所反映的 LGBTQ 议题媒体报道空间 

如前述 3.4 可以看到，2018 年同志议题的报道中，以“名人与 LGBTI”、“LGBTI

文化评论及相关作品”和“LGBTI权益、反歧视与 LGBTI 组织”三个主题占较多的比

例，其他主题的分布较为平均，见图 3.6。下图 4.3为 2017年度同志报道的主题分布

结构图2。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主要的变化，一是在 2017 年占比最高的两个主题——

“LGBTI权益、反歧视与 LGBTI组织”和“LGBTI在职场及其它社会领域”的报道比例

均下降了一倍；与之相对，“名人与 LGBTI”、“LGBTI文化评论及相关作品”为主题

的报道所占的比例有所升高。这些报道主题所呈现的结果，既反映了法律政策及社会

民生类同志议题报道越来越受限的媒体环境，也反映了同志社群在目前社会政治及文

化下紧缩的生存空间。 

                                                 
2 来源：2017 彩虹媒体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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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I权益、反歧视与 LGBTI组织”主题的报道在范畴上都属于法律政策或社会

民生类报道。在这些范畴报道中，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英文媒体的报道空间差别较

大。在 13则该主题的国内报道中，6则报道只发表在该平面媒体运营的数字平台上。

以 2018 年发生的三则 LGBT 反歧视重大事件，“微博清理同性恋内容”、“青岛幼儿

教师被辞退案”及“上海同志起诉广电’通则’案”为例，可以看到平面媒体和网络

媒体在报道面上的不同空间。 

在“微博”事件中，“Vista 看天下”对该事件进行了过程相对具体的梳理3；

“中国青年报”撰写评论文章提出对同性恋标签清理属于歧视，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4。而“人民日报”的评论发在其自媒体上，没有直接提及“微博”事件的内容，而是

引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性教育读本表达性倾向的“正常化”公民权利，其发表日期似乎

表达了对该事件的正面回应5。在网络媒体方面，“好奇心日报”、“界面”、“环球

网”及英文媒体 “Sixth Tone”、“CGTN”均报道了该事件。其中“好奇心日报”连

续发了三篇报道，从最快速地刊出关于该事件的第一篇媒体报道6，到跟进同志社群及

社群组织的反应7，到最后梳理整个从“清理”到声明不再针对同性恋的整个过程8。三

                                                 
3 《72 小时，6 亿阅读量——#我是同性恋#，为何能刷爆微博？》2018 年 4 月 19 期 封面故事 
4 《一个“#”号标记的伤痕》2018 年 04 月 18 日 09 版，作者：陈卓 
5 《“不一样的烟火”，一样可以绽放》2018 年 04 月 15 日 
6 《微博展开集中整治，清查耽美 CP、暴力游戏等图文视频》2018 年 04 月 13 日，作者：顾天

鹏 
7 《一夜之间增加的#我是同性恋话题，停在了 2.4 亿阅读量上》2018 年 04 月 14 日，作者：陈

莉雅 
8 《从微博宣布“清查”同性恋内容到撤回，66.5 个小时内发生了什么？》2018 年 04 月 16 日，

作者：陈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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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报道在一步步探索该事件的媒体报道空间。 

国内媒体的英文报道则有较多深入报道的空间。在“微博”事件中 “Global 

Time”的报道除了对事件的描述外，还采访了同志社群的看法、梳理同志社群在中国

的现状、分析该政策本身的合理性
9
。另一篇评论性报道分析事件背后公众对同志社群

的态度论化，指出平等法律保障的重要性
10
。“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则梳理了整个

过程的发展，并加入引用“人民日报”的报道，简单提及 2017 年广电总局下属单位出

台关于将同性恋等同于“非正常性关系”并禁止同性恋内容的“通则”
11
。 

在“青岛幼儿教师就业歧视案”中，“新京报”在其微博中发了两则短消息，分

别介绍该案劳动仲裁立案及裁定结果，试图突破歧视案件报道的限制。而根据同志平

等权益促进会反映，案件过程中不少平面媒体采访后均无法出稿，例如一杂志媒体记

者已成稿，但最终未能过审。与此同时，网络媒体“网易新闻”及“好奇心日报”进

行事件报道。同一段时期的“上海同志起诉广电总局’通则’案”，平面媒体中文报

道也无法出稿，但“Global Time”发表关于案件立案的消息，网络媒体“好奇心日

报”则采访事件原告、律师、同志组织及相关志愿者，详细报道“通则”案始末，反

映性少数被污名困境及同志社群行动者抗议污名的过程12。在此两例法律案件中，我们

可以看到相较于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有相对较多的报道空间，可以对事件及背后的脉

络进行详细报道。平面媒体尝试突破，但的确空间有限。种种限制，与 2014-2016 年

期间的由同志组织和媒体共同合作，通过报道进行权利倡导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同样的，“LGBTI在职场及其它社会领域”报道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在过去一年在

该主题下发生的事情少了，而是上述该主题的社会民生、法律政策这两方面的报道范

畴在报道空间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不得不“转换跑道”。在 2018 年的监测数据

中，该主题的报道共只有 47篇，其中平面媒体的报道只有 4篇。在这总共的 47篇

里，只有不到 1/4 的报道关注写中国 LGBT群体的状况。而在 2018年，职场领域发生

了几起性倾向职场歧视的案件，如青岛同志教师就业歧视案，公众人物陈咏开爆出因

性向遇到的工作歧视等事件，但只有前者引起了两篇平面媒体和一篇英文媒体的报

道，而国外名人、运动员在职场中的出柜变成了这一部分报道的主要来源。这非常典

                                                 
9 <Chinese gay apps stop short of fighting homosexual ban on social media> 2018 年 04 月 17

日，作者：Zhang Yiqian 
10 <Homosexuality debate shows progress in society > 2018 年 04 月 17 日 
11 <China’s Twitter-like Weibo reverses ban on gay content after online backlash > 2018 年 04 月

17 日 
12 《一场没打算赢的官司，和几个不想被污名化的同性恋者》2018 年 01 月 9 日，作者：刘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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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地反映了目前民生、权益类报道的空间，媒体报道无法指出同志群体的实际生存状

况、以及社群所遭遇的歧视及其原因。  

“名人与 LGBTI”、“LGBTI文化评论及相关作品”主题报道增多，是媒体进行同

志议题报道空间的另一反映。在此类报道中，绝大部分的报道区域为国际及港澳台报

道，占“名人与 LGBTI”主题报道的 81%，占“LGBTI 文化评论及相关作品”主题的

83%。从内容上看，在“名人与 LGBTI”有关的报道里，国际报道中的名人都是因为出

柜或被传闻是同性恋而产生的正面事件。而在 29则与“名人与 LGBTI”有关的国内报

道中，关于明星与 LGBT相关的新闻均是被传闻是同性恋而极力否认而产生纠纷的事

件。在“LGBTI文化评论及相关作品”的国内报道中，近一半的报道是与同志社群组

织的个类型酷儿电影节等文化活动有关。在国内 LGBT 相关文化作品无法通过审查的情

况下，媒体推出的国内报道也是媒体从业者有意识突破报道题材的一种体现。借奥斯

卡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映撤档一事，“Sixth Tone”梳

理了同志题材的中国影片面对审查的困境
13
，“好奇心日报”则带出《网络视听节目内

容审核通则》对同性恋的歧视性规定14。 

此两主题所形成的文化、体育及娱乐报道的范畴的报道，占据超过所有报道总量

三之一，这也较为真实地反映目前 LGBTQ议题在中国的媒体报道空间：网络报道空间

较大，讲国外，讲文化娱乐而少讲权益。如何通过文化、体育及娱乐类别的报道，带

出同志社群的真实生活及处境，是对媒体报道者的重要挑战。 

 

4.2 报道对象、报道视角、报道主题上的突破 

    如 4.1 所述，媒体从业者在报道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运用明星名人、国际事件来

争取空间带出中国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同时，通过 2018年媒体报道的监测可以看

到，媒体在报道对象、报道主题和报道视角均有更多样化的选择，不断突破现有的报

道空间和报道题材选择。 

 

4.2.1 跨性别群体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报道大量呈现 

                                                 
13 <Cut Sleeve, Cut Scenes: Gay Films Have a Real Hard Time in China> 2018 年 3 月 29 日，作

者：Qian Zhecheng 
14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从北京电影节撤档，或许并不令人意外》2018 年 3 月 27 日，作

者：周哲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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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媒体监测数据中以跨性别为报道对象的报道仅有 38则，占所有报道总量的

8.5%。而 2018年这个数据翻了 3倍多，有 127则报道以跨性别为主体对象，占所有报

道的 16.7%。这些报道的内容也非常多样，从跨性别的基本人物故事，到用药、性别

手术，跨性别人群的工作、文化作品及名人，再到跨性别的权益，都有不同程度的呈

现。区别于以往对跨性别群体的猎奇性描述，本年度多数报道均通过人物深度访谈带

出该群体的生存环境。“南方人物周刊”以李银河和大侠为例，引出跨性别的几个概

念，如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的区别、男跨女和女跨男，并对其进行了科普式报道15。“腾

讯平台谷雨”通过知名跨性别代表刘婷的人物故事，描述了当事人的性别身份认同、

性别重置手术、及其家庭、情感生活
16
。跨性别社群的药物可及性也在媒体中有所呈

现，“Sixth Tone”通过采访不同跨性别用药的故事呈现药物可及难及费用高的状况

17
，“澎湃视频”更是推出 4期影像报道讲述“药娘”的故事

18
。在性别表达方面，

“VICE”对于变装皇后的图文报道和视频报道直观展现了变装表演的工作及生活。

“南都周刊”对“伪娘”网络主播现象及背后的商业链条进行报道，介绍这些主播的

生活，并通过专家介绍“伪娘文化”带出非二元的性别划分19。在跨性别社群的整体权

益方面，“Global Time”、“Sixth Tone ”及“新浪微天下”均通过联合国开发署

发布《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调查》，讲述跨性别社群遇到的手术、药物及家庭接

纳的问题。“好奇心日报”则通过采访跨性别公益小组——跨性别热线接线员自己的

故事20，讲述跨性别关于性别认同焦虑、性取向、与家人出柜、求医用药、职业生涯等

问题
21
。 

跨性别群体多样且正面的形象呈现在媒体影像报道中，这也是这一系列跨性别主

体报道的共同突破。在“谷雨”的影像及图文报道中，刘婷以未经图像处理的形象在

视频及图片中展现自己。“澎湃视频”的“药娘”系列报道，通过影像采访，呈现跨

性别社群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国全球电视网”、“VICE”和“一条”等网络媒体平

                                                 
15 《面孔 | 跨性别者≠同性恋》2018 年 1 月 3 日，作者：刘珏欣 
16 《忘记她是他：变性后的刘婷，想谈一次恋爱》2018 年 4 月 24 日，作者：范俭、许晔 
17 < Bitter Pills: Trans Women Face Shrinking Access to Hormones> 2018 年 11 月 21 日，作者：

Yang Ziyu 
18 《“药娘”（1、2、3、4）》2018 年 4 月 24 日，记者：朱莹、谭瑶，视频编辑：曾怡文，实习

生：庞家慷 
19 《伪娘直播：既是鲜肉，又是女神》2018 年 5 月 31 日，作者：韩嘉琪、张玉飞 
20 《这些人每周倾听全国跨性别者困惑，他们被称为“跨性别热线接线员”》2018年 10月16日，

作者：陈莉雅 
21 《这些人每周倾听全国跨性别者困惑，他们被称为“跨性别热线接线员”》2018年 10月16日，

作者：陈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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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均有出品跨性别视频报道，呈现清晰跨性别人物形象。 

跨性别群体的大量呈现离不开国内同志社群的勇敢出柜，及同志组织的工作推

动。也与国际跨性别运动的发展息息相关，其推动了大量跨性别议题的国际报道，也

影响了中国国内的跨性别运动，和媒体对国内跨性别议题的报道。 

 

4.2.2 老年、残障等交叉议题的呈现 

2018 年的报道中，有几篇优秀作品分别呈现了 LGBTQ 群体中的边缘，分别将中老

年和残障议题与 LGBT 议题进行结合报道。“Ellemen 睿士”杂志通过对 80、90 年代

同志舞厅——来来舞厅的兴衰梳理，平实记录了同志社区的历史，讲述中老年同志的

生活、交友及爱情
22
。该报道所记录的老年同志，不像传统印象里的孤独无助，而是在

来来舞厅这一片空间里，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的生命轨迹和交往历史。这段老年同

志生活的历史，从同性恋被罪化，到除罪，舞厅兴盛到衰落，和他们未知的未来，展

现得丰富且真实。“网易人间”的报道讲述 71 岁老年同志老巴黎的故事
23
，在那个同

性恋被当做流氓罪的年代，老巴黎与其它同志的交往导致他前后三次被送去劳改。老

巴黎从 60年代起的社会交往也见证了北京城市公共空间里同志约会场所的变迁。而在

同志生存环境好转的今天，老巴黎也找到了他养老问题的解决方式。 

“Sixth Tone”关于残障性少数面临的双重歧视一文采访了 5位不同城市不同障

别的残障同志24。就业难是残障群体普遍的困境，残障同志更面临复杂的多重歧视。但

同时他们的故事里也带出了残障同志在出柜、交友方面的现实，以及在同志社群内部

的边缘处境。残障性少数在国内同志运动中也是尚未得到很好支持的一个议题，但这

些报道敏锐地带出了残障性少数公益小组的处境，与同志运动未来的需要相互呼应。 

 

4.2.3 经济类报道视角的切入 

经济类媒体在 2018 年报道同志相关议题有所增加，粉红经济、创业故事背后所反

映的 LGBTQ 群体状况让我们看到了同志社群的多重面向。从 2017年 14 篇报道到 2018

                                                 
22 《应许之地：来来舞厅的罗曼消亡史》2018 年 2 月，撰文 刘蕴奕，编辑 黑塞，摄影 林斯

彧 、刘蕴奕 
23 《这就是那个年代最大的错》2018 年 1 月 4 日，作者：李桦杉 
24 <China’s Gay and Disabled Face Double Discrimination > 2018 年 2 月 23 日，作者: Fan Yi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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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4 篇，占总量 5.8%。“中国企业家杂志”在报道同志企业 Blued 创始人耿乐的故

事中，除对企业家本人的创业故事及公司发展进行讲述外，也带出同志群体在中国所

面临的政策环境及社群需求25。两款网络游戏所反映的同志议题也引起了媒体的报道讨

论。游戏媒体“触乐”介绍游戏《模拟人生》中的同性情节设置及其背后所反映的

LGBT国际权益变化
26
。而“好奇心日报”对国产网络游戏《A Gay’s Life》的报道，

则通过游戏内容带出中国同志社群在面对家庭、工作及伴侣交往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战

27。以不同产业的发展为切入报道的同时，粉红经济的政策环境在这三篇报道中都有所

呈现。 

 

4.3 从依然存在着的报道问题看同志群体生存状况 

4.3.1 不可见的女同性恋 

2018 年全年的报道中，关于女同性恋的报道共有 83则，占总量 10.9%。但国内报

道共只有 5则，且均为负面事件。其中只有一则来自于平面媒体的报道，且该报道是

关于网络诈骗的新闻，而 4则网络报道中，有 3则内容是关于用 “女同性恋” 身份

去攻击他人所引发的纠纷。 

女同性恋在媒体报道中的不可见，与女性在公共讨论中的不可见有相似之处，但

也有些许差别。首先，在性少数群体里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刻版认识，仍逃不开

传统性别二元文化里的性别定型。对比男同性恋的报道和女同性恋的报道，除去男同

性恋的报道中有较多 HIV相关的主题外，男同的报道多数与犯罪、权益有关，而女同

性恋的报道多与文化娱乐相关，国际报道亦是如此。此种报道规律可比拟对男女二元

性别气质的展现。其次，女同性恋的身份在同志运动里的“不可见”也直接反映了其

在媒体报道中不可见。一方面，女同社群工作方式、需求与男同志社群有所不同，同

志运动内部女同志社群的声音也常不被听见；另方面，近年随着全球同志运动议题的

发展，国内同运重心也随之有所发展，在议题推动的重心中，女同性恋这一身份并没

有被运动内部广泛列为彰显标签。与之相对应的是，女性身份在全球性别议题中有重

要持续的推动，许多国内女同志行动者也是男女性别平等推动的重要力量，但在运动

                                                 
25 《Blued：仅仅活着没有意义》2018 年 4 月 25 日，作者：李佳 
26 《游戏中的 LGBT 进化史：同性话题在“模拟人生”系列中的演变》2018 年 6 月 28 日，作者：

胡正达 
27 《他做了个游戏模拟同性恋人生，但不希望它太火 | 100 个有想法的人》2018 年 11 月 22 日，

作者：朱凯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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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性身份的展现优先于女同性恋身份的展现。加之性别议题在国内报道中的限

制，这也是在 2018 年媒体报道中女同性恋报道较难呈现的另一原因。 

女同性恋在国外及港澳台的报道中，绝大多数都是与名人明星、国外影视作品所

带动。在这些报道中，也有不少关于女同性恋出柜、在职场上的困境、参政等相关的

权益报道范畴，这未必不可成为未来媒体进行国内报道的突破口。只是如何将这些国

际新闻与国内女同志社群的现实处境有更多连接，需要有更多报道上的努力。 

 

4.3.2 HIV 与男同性恋 

“HIV 与 LGBTI群体”主题报道是唯一一个平面媒体的报道比网络媒体报道多的主

题，根据 2018年报道监测数据录得平面原创报道 40则，为平面媒体报道中报道主题

最高的主题，占 37.4%。而网络报道有 27则，只占所有网络报道的 4%。在总体的 HIV

主题的报道中，多数报道涉及感染趋势和新技术发展，包括检测方法、预防和阻断药

物的研发等。在 66 则 HIV 主题报道中，共有 14例谈及法律政策的范畴。这些法律政

策主要为艾滋病预防、治疗相关政策，个别报道强调青少年健康教育政策的重要性，

但均未能提及目前在感染者社群里的普遍存在的就医歧视和就业歧视，甚至未有任何

强调《艾滋病防治条例》所规定的平等权利保障。 

占多数比例的“HIV 与 LGBTI 群体”主题平面媒体报道展示出了两个主要特点，一

是较为集中在“1201 国际艾滋病日”的节点报道，二为较多集中在地方性媒体。地方

媒体在 LGBTQ 整体报道中报道量较少，但在“HIV与 LGBTI群体”主题报道中有较多

的呈现。这个特点与“HIV与 LGBTI 群体”主题报道在平面媒体报道中的占比一起，

进一步显示在目前收缩的空间里，HIV 仍然有部分空间，可以被放在公共媒体讨论和

呈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分析这些“HIV与 LGBTI群体”报道的范畴，健康主题是现

有空间里的报道重点，只有 10%（4则）的报道提及法律政策的内容，且如之前的论

述，没能指出艾滋感染社群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歧视挑战。 

在“HIV与 LGBTI 群体”的报道中，仍存在较大的报道质量差异。“青少年/大学

生感染率升高”、“男男性行为增长速度高”是最为普遍内容。有较为专业的报道试

图澄清这些“标题”及“结论”背后的数据组成。如“三联生活周刊”通过采访疾控

专家吴尊友，澄清了几个报道中常见的问题28：1，如何解读各种感染率的数据：数据

                                                 
28 《艾滋病在中国：仍有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未被发现》2018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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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数、不同人群检测量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数据变化背后的原因等。2，避免对特定

性向与感染的框定，如：在高危行为中提及同性和异性的不安全性行为，除男同性恋

外，解释其它易感人群。 

但同时，HIV 为主题的报道仍存在报道者带有负面立场的报道。在总共所录得的

66则 HIV主题报道中，有 7例报道带有报道者本人的负面立场，这 7例报道均来自平

面媒体。而其中 5 例报道中的事件本身为中性或正面事件，仍被报道者以负面立场进

行报道。其中一篇较为典型的报道来自“衢州日报”在艾滋病日后所刊登
29
。该报道核

心故事以一艾滋感染者社群的志愿者为主线引出感染者的处境及对治疗的期待。但文

中存在 1，大量对艾滋病恐怖化及污名化的描述： “艾滋病毒一现身，便以其恐怖的

姿态撞开了衢州的大门”、“病毒在疯狂游走”、“逼近的阴霾”、“使得它与生俱

来成了见不得光的脏病”，最终只得由病人默默地吞咽苦果”。2，渲染艾滋病与死亡

的联系而没有正确解读其治疗性：“就像一封来自地狱的信笺，宣告着死亡的降临，

闪烁着异域变色太阳的诡谲之光”、“从住院到死亡，只经历了短暂的 3天”。3，直

接将艾滋病与同性恋相连：“男同性恋群体，一直是易感艾滋病的高危群体”、“艾

滋病的背后连接着性交易、同性恋、吸毒等隐秘行为”。 

 

4.4 同志社群及同志组织在媒体报道中的积极作用 

媒体提供了同志社群与公众交流的平台，但如何让这个平台发挥更好的作用，则

离不开同志社群及同志组织的主动发声。同志社群及同志组织的主动发声主要体现在

同志组织有意识地将其长期工作的议题推到媒体面前，提供报道题材、人物及专业观

点。而同志社群在媒体呈现过程中的积极表达，也可以促进媒体对同志群体更真实、

客观、更多样的报道。 

 

4.4.1同志社群组织工作内容推动下的媒体报道 

2018 年 LGBTQ 媒体报道中，有大量报道内容与国内同志组织的工作相关。以往， 

“LGBTI权益、反歧视与 LGBTI组织”主题报道多由同志社群组织与媒体记者合作推

动产出，近年来该部分的持续减少,反映出同志社群组织公共活动空间的压缩。但在空

间受限的环境下所发出的报道，依然离不开记者与同志社群的共同努力。分析该主题

                                                 
29 《向死而生，手挽手一起活下去》2018 年 12 月 3 日，作者：李啸 王炜 吕佳 

http://qzrb.qz828.com/qzrb/html/2018-12/03/content_23356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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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报道，在 13 则平面媒体报道中，只有一例不是因为同志社群及同志组织主动发

声推动的；而在 47 例网络媒体的报道中，也有 38则报道中的事件与同志社群及同志

组织主体发声相关。 

2018 年同志组织推动的“青岛幼儿教师就业歧视案”和“上海同志起诉广电总局

案”带动了媒体在有限的报道空间下进行报道。同志社群活动如“亲友恳谈会”也带

动媒体讲述同志社群出柜、家庭接纳的故事”；骄傲节系列活动促成了在国际骄傲月

背景下，中国同志社群的骄傲样貌；酷儿影展让不能上线公映的酷儿电影，尤其是国

内制作的同志影片有机会登陆公共平台上进行讨论和传播。此外，2018 年大量跨性别

作为主体的报道，更离不开跨性别组织的工作开展。 

总结 2018年同志议题报道分析，同志社群及同志组织在媒体报道中有四方面作用

的突显： 

一是同志组织在 LGBT群体相关的特定议题上的长期工作及战略规划，促成了该议

题在媒体上的传播，而参与公共传播的议程设置，带动进一步公共讨论。举例来说，

跨性别议题的推动在 2018 年媒体报道中的呈现就是个典型例子，让跨性别群体的呈现

不仅停留在猎奇八卦，而是把该群体面临的现状及需求得到体现。“同性恋亲友会”

在同志家庭接纳方面所推动的公共讨论，让公众通过媒体看见家庭里的亲情与爱，促

使对同志社群的理解与接纳。“VICE”关于酷儿合唱团的影像报道30就是“北京酷儿合

唱团”主动联系推进的结果，通过他们的故事展现同志社群的新样貌。 

二是有能力为成稿提供各种资源。在关于“广电总局诉讼案”的报道中31，同志组

织介绍该案件的当事人、律师、参与相关行动的志愿者、同志家长及同志组织者接受

采访。在跨性别接线员的报道中32，接线员小组里成员的采访，组成不同跨性别故事的

群像。在“好奇心日报”对于同志亲友恳谈会的报道中33，采访多位同志及家长、形

婚、直同婚、代孕、志愿者等不同的同志故事，同时通过同志组织工作者及律师带出

同志社群正在面临的社会环境。 

三是同志组织在特定议题上的经验可以提供较好的论述，推出社群最需要的问题

及解决方案。同志组织及联合国开发署推动的中国跨性别生存报告被许多媒体引用，

                                                 
30 《VICE 在现场 ｜ 酷儿合唱团》2018 年 2 月 8 日，VICE 团队，制片：宫羽 
31 同 12 
32 同 20 
33 《济南，一场 300 多人参与的同性恋亲友恳谈会上发生了什么》2018 年 4 月 16 日，作者：

刘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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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关于性别重置手术、药物可及的权利问题。在许多报道中，同志组织工作者也以

其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充当专家的角色，说出在同志社区的共同诉求及观点。当然，

这离不开前两点的要求：在一个议题上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及与社群有深入的互动。 

四是同志组织及社群在公共事件中的介入行动，是发声的基础。在《网络视听节

目通则》将同性恋列为“非正常性关系”并禁止在所有节目中播出时，同志组织介入

动员社群进行法律行动，推动了事件的持续讨论及后续媒体报道34。而更典型的是新浪

公告要“清理”同性恋时同志社群的大量发声，一方面带动了网络同志话题的热议，

另方面是媒体对该事件进行全面报道的重要内容，和来自社群观点的反映。 

同志组织在媒体报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离不开同志社群工作者媒体从业者两者的

持续讨论和互动。需要创造更多机会，让两者有更日常的互动，彼此相互学习、讨论

和合作。 

 

4.4.2 媒体报道中的社群形象 

新浪微博“#我是同性恋”是中国同志社群 2018年在网络上的最重要的集体呈

现，该网络行动让大量同志勇敢表达自己。或许，这些呈现出来的形象还不够多元，

但其所反映的是部分年轻同志在网络上自我认同以及对于审查制度的抗议。“微博事

件”在媒体报道中在微博的热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呈现了不可被忽视，或者不能轻易歧

视的群体，因为他们的勇敢发声，让事态发生了改变。在这一年度多数的权益类媒体

报道中，同志社群不再是隐匿的可怜的形象，而是一个个普通同志面对压迫时勇敢站

出来的公共形象。 

勇于展现自己是现阶段媒体报道中同志形象的主要特征。在 2018 年各种影像报道

中，“酷儿合唱团”的年轻人们在镜头前展示他们的青春与自信；老年同志在图像中

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变装表演的演员们在镜头中展再她们的美；正在服食荷乐蒙的

跨性别者也在镜头前记录她们的生活。多元的形象与多元的报道对象和报道视角结

合，形成媒体中同志社群的丰富形象。 

 

                                                 
34 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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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建议 

根据 2018年媒体报道同志议题的监测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媒体给同志议题在

中国的公共讨论发挥了重大作用。加之媒体行业本身的发展变化，替代性媒体是未来

同志社群互动不可或缺的平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同志报道空间的限制和新突

破，LGBTQ 反歧视与平等权利主题的报道越来越多，文化、经济类的报道成为媒体进

行 LGBT 公共讨论的重要载体。如何在这些载体中展现同志社群在中国面临的压力，是

媒体报道者重要的功课与挑战。另外，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的多样性在 2018 年的同志

报道中体现，许多垂直类媒体在不同的角度切入同志议题，而残联性少数、中老年同

志、跨性别等相对边缘的性/别少数群体也得到较深入地呈现。深入的人物访谈成为主

要报道形式，从个体故事带出群体处境。这些都是媒体报道同志议题的重要路径。 

同志社群的主体发声和同志组织的工作推动也在过去一年的媒体报道中发挥重要

作用。同志社群以不同的姿态和样貌真实地展示自己，协助媒体对社群的多样化呈

现。而同志社群组织基于其持续深入的工作，在不同的议题上提供媒体报道题材、人

物、专业看法及论述，与媒体一同设置推动同志议题进行公共讨论的进程。 

然而，我们从本报告中也可以看到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两个问题：一，媒体编辑和

从业者在同志议题报道上的空间把握，需要更加勇敢和更多的想象力。我们看到过去

一年有许多优秀的稿件都在突破既有选题、视角，甚至审查限制。许多记者在新闻正

义驱动下努力寻找报道空间，而我们认为这一空间并不如想象中小，需要专业工作者

的偿试与突破。二，同志组织在保持多元议题推动的同时，需要有公共讨论层面中更

集中的着力点，或者说目标。明确在现阶段的运动目标中，与公众沟通的主要议题和

诉求是什么，保持与媒体工作者进行日常持续地互动合作。为共同的目标，一起推动

改变的发生。 

改变，从发声开始。 

 

中国彩虹媒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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