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丽尔·斯特里普的超凡成就让人相信，读书多也可以演戏好，并且让演得好来的更长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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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性与生殖健康调查

权威调查
这是一次特殊的调查，16位调查员和450名受访人均为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这一调查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感染者的困境，也发现了她们积极应对性与生殖健康

及相关权利挑战的诸多努力。这种努力呼吁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和社会各界为改善她们的
境遇而积极行动。

口述人：达娃央宗达娃央宗
访谈人、整理人：普布昌居普布昌居
访谈时间：20112011年年33月月1313日日
访谈地点：西藏大学团委办公室西藏大学团委办公室

达娃央宗：圣火之女

21年前，一个普通的藏族
女孩在念青唐古拉山下点燃了
北京亚运会的圣火，她那清纯、
圣洁的形象被人们记忆至今，
她就是达娃央宗。21年里，雅
典奥运会火炬手、北京奥运会
火炬手、广州亚运会火炬手，达
娃央宗的圣火之缘始终延续
着，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圣火之
女”、“圣火使者”。21年里她从
一个艺术学校的懵懂少年成长
为西藏大学团委副书记。2011
年3月的一天，我在西藏大学团
委明亮的办公室找到了她，听
她讲述这21年里她的圣火之
缘，以及与之相伴的成长故事。

访谈印象

我是1988年考入西藏自治区艺
术学校的，1990我被选去采集亚运
圣火。当时我14岁，是艺术学校三
年级的学生。1990年是中国第一次
举办亚运会这么隆重的体育盛会，自
己能参加这样的盛会，而且是作为点
燃圣火的选手，我感到很自豪。

我记得当时的选拔很简单，不像
现在的海选。那天是星期天，我们住
校生是星期六回家，星期天回校。那
天我和几个女同学一起出门，看到有
几个有点像旅游者或者记者打扮的人
一直跟在我们几个女孩后面走。其中
有个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
的？我当时还想，哎呀，问这么多干
吗？你知道1990年的时候到拉萨来
的外地人很少。后来我说我叫达央
（当时班里的同学叫我达央），是舞蹈
班的。他说你能不能到西藏饭店去，
我们就试一下镜头。我那时什么都不
明白，也不知道“试镜头”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看你在镜头里好不好看
呀！我说，不行，我不去，我们要给班
主任请假呀。他就给我说了好多关于
亚运会的事情，就是说这是一个盛大
的活动，中国是第一次举办。当时我
都不知道，没有那个概念。我就一个
劲地说不去，不去。如果非得要去，就
给我们班主任说。

然后我把他带到我们的班主任
索次老师那里去。索次老师听了就
特别高兴嘛，说太好了，太好了，就
带我们去试镜头了。我记得当时李
宁也在那里，但当时我不认识他。
有人问我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我不认识嘛！不过那时胆子小，不
好意思说出来。吓得不敢说，后来
看他挺结实的，就猜他是举重的。
当时他们笑得不行，说这孩子连李
宁都不认识。

那天试镜头的有四五个女孩，
试镜头很快，时间不长。拍了几个镜
头，他们就让那几个女孩回去了，让
我留下，我当时还不想留下来呢。第
二天5点多钟，我们就去了当雄县的
采火点。圣火采集的地方，在念青唐
古拉山下的一个草原上。这个地方
有雪山，又有草原，非常漂亮。那时
拉萨到当雄的路没有现在这么好，到
那边8点多钟，太阳刚刚升起了，时
间也刚刚好嘛。当时我记得整个拍
摄挺快的，也没有什么彩排。他们让
我从指定的地点走过来，采集好火种
后交给李宁。拍完后，他们几个都特
别高兴，说是非常成功什么的。我就
想什么叫成功啊，这有什么可成功的
呢？不就是把火炬放在太阳能灶上
点着嘛。还想他们至于那么高兴吗？

回到酒店，工作人员把采集圣
火拍摄的录像带放给我看，我看了，
哎呀，真的是挺好看的，把我拍得像
仙女一样。

第二天他们把我送回了学校。
那时电视里每天新闻联播之前都在
播亚运会的报道。别人可能觉得采
集火种太了不起了，我回到学校还是
很平静，还像过去一样。有一天，我
爸爸在家里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是
热地委员长打的，当时把我爸爸吓了
一跳。热地委员长说，北京人民很想
看到你的女儿，能不能让她到北京
来。我爸爸说可以可以。好像是亚
运会开幕的前十天左右我就去了，当
时是和西藏代表团去的，代表团里有
很多都是劳模，那次是我第一次到内
地。在开幕式上，我到哪里人们就都
挤到哪里，签字呀照相呀，挤得不得
了。当天开幕式的时候，现场有那种
特别大的电视播采集圣火的片子，我
看了才觉得自己可能是做了一件了
不起的事。

1990年我是第一次去内地，确
实内地各方面要好很多，比如学习的
机会、交流的机会很多，但是没有想
过留下来，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恋家，
一直想回来。还有就是环境啊、生活
节奏啊，可能各方面吧，我喜欢留在
拉萨。可能是自己本民族的一种文
化影响吧，总觉得藏族小孩待在父母
旁边就是一种孝顺。

1993 年我 17 岁从艺术学校毕
业，也面临着毕业分配。你知道我们
藏族不会特别在乎自己的一点名气

或者成功，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让我
留校，我就留校当了一名舞蹈老师。
家里人特别高兴，说一个女孩子做教
师这个职业是最好的。之后也拍过
不少适合自己的电影、电视剧，比如

《在那遥远的地方》、《拉萨往事》、《向
往拉萨》。《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部影
片是根据“西部歌王”王洛宾那首《在
那遥远的地方》改编的，在里面我扮
演女主角——一位聪明美丽的牧羊
姑娘。当时很多人都说你应该到北
京发展，也有人说你应该进入影视
圈，但我好像没有这个概念，我不是
特别看重名气啊、地位啊什么的，在
拉萨，走在街上也没有什么人认得
我，就是认出来了，也最多是点个头，
笑一下。

2000年我结婚了，是妈妈给拿
的主意。那个时候我不少跳舞的朋
友嫁了生意人，但是生活都不太如
意。因此，妈妈就说，第一个你不能
找做生意的，第二个不能离开家。有
钱也好，没钱也好，最重要要看人怎
么样，只要人好，有个稳定的工作，就
行了。我老公是西藏民航局一名普
通的机务维修人员，叫普布丹增。我
们当时认识也很偶然，我当时要坐飞
机去内地，丢了身份证，临时通过同
学的男朋友，再找到在机场工作的普
丹帮忙，就这样认识了，然后交往，谈
了两年多的恋爱后决定结婚。现在
我们的孩子已经10岁了，在上小学
四年级。平时我们就住在我父母家，
你知道我们藏族没有非要把女儿嫁
出去的习惯，平时我和老公都忙自己
的工作，他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我
的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
我希望过的就是一种平淡的生活。

2000年，西藏艺术学院和西藏大
学合并，学校领导根据我的优势安排
我到学校团委工作，后来担任了团委
的外联部部长。去年又被任命为学
校团委副书记。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火炬在全
球传递，我在北京参加了火炬传递。
当时我做火炬手是他们直接来电话
邀请的，可能是之前的亚运会的印象
太深了。接到电话我当时也很激动。
亚运会传递火炬后，他们说藏族女孩
这么漂亮，改变了以前看过的一些片
子中对藏族的印象。真的，我听了也
很高兴，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藏民
族有很多优秀的文化，比如说礼仪，如
果这些优秀的东西能从我身上释放
体现出来，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情。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第
二次举办大型体育活动。当时联想
集团在我们这边搞活动，他们又找到
我，问我能不能在布达拉宫广场做火
炬展示，我说没问题。展示完了后，
他们说有权利推荐火炬手。我说太
好了，能不能推荐我。他们说也有这
个想法。然后，就这样火炬传递地点
定在拉萨，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的白塔
那边，当时我真的很激动。

2010年我又参加了广州亚运会
火炬传递，这是我第4次做火炬手，
又是时隔20年做亚运会的火炬手。
这次火炬手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

从一个小女孩到现在，火炬一直
陪伴着我。我是1975年的，今年36
了。从14岁到现在做过4次火炬手。
从14岁比较有名气，到现在我一直过
着平平常常的生活。我觉得最重要
的就是心态，心态对了什么事都好做。

（作者为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舟子

近日，现年63岁的梅丽尔·斯
特里普凭借在《铁娘子》中的精湛
演技，勇夺第84届奥斯卡影后，从
而，“梅开三度”。频频接演《铁娘
子》撒切尔夫人、《时尚女魔头》大主
编这样的强势女人，她也被视为铁
娘子似的“女强人”。面对人们的
疑问，她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
人们很少问一个男演员为何会演
一个强势的男人。在我的从艺过
程中，每次都只有女演员才会被问

到对于“强势”的感想。
不过，不管愿不愿

意，她的“强”还是有目
共睹的：很多评论称她
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女
演员。除戛纳影后、柏
林影后等荣誉外，她还
16次获奥斯卡提名，不
仅是获该奖提名最多的
演员，还三获奥斯卡影
后桂冠。日前，柏林电
影节又把第62届柏林电
影节的终身成就奖授予
梅丽尔·斯特里普。“终
身成就奖”是很多电影
人梦寐以求的，不少人
垂垂老矣才拿到，而她
尚“年轻”——还在演，
还依旧有活力。

她的确很强。于我
而言，最早是在十多年前的大学电
影课上知道的她：梅丽尔·斯特里
普和她主演的《法国中尉的女人》，
主讲电影课的郑老师对其推崇备
至。虽然看得当年的我一头雾水，
但剧中那个“法国中尉的女人”天
天站在海边眺望的镜头，任岁月流
转却始终流之不去。然后是《廊桥
遗梦》、《走出非洲》、《时尚女魔头》、

《狂野之河》、《时时刻刻》，我不时地
与她相逢，因为她演过的好电影太
多了，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她的演

艺生涯漫长而常青，于我，她是一
个同代人，而非止于大学课上凝固
的电影经典。

那么，一个影界“女强人”是怎
样炼成的呢？去年年末她来到北
京参与中美文化艺术论坛活动，面
对人们送给她的“完美女性”、“伟大
的女演员”等称号，她说：“世上并没
有完美之人，大家对我过于抬举
了，其实，我只是一个面对角色时
会惊慌失措的演员而已。”

“完美”不存在，但一个“完美
女性”的“惊慌失措”还是能给人以
启示，那就是：不管如何强的人，都
曾是“菜鸟”一只，“几乎每次面对新
角色，我的感觉都是不知所措。”幸
运的是她总会在最终一刻找到感
觉，这是一个恐怖的、历经折磨、化
茧而成的过程。每一次接了新剧
本，她都会抱怨：“太难了，我为什么
要接？”但正是这种焦虑和不安全
感督促她动用全部的思维和人生
经验，在危急关头走出迷宫，推开
通往正确道路的大门。她的话说
明，不管你在别人眼里是如何“游
刃有余”，但在不断进取的路上，仍
会有退缩和恐惧，只有经历了这
些，你才能更加靠近你的“终身成
就”；不管你此生的“终身成就”是大
还是小，危难都曾是不可或缺的源
泉之一。

她的另一个源泉是：利用一切

机会来充实自己，不为名、不为利，
只为充满激情地去热爱电影。她
认为自己演戏费劲但是不差劲，对
扮演的每个角色都能饱含激情。

与她漫长的电影青春相比，大
多数演员尤其是女演员的演艺生
涯显得是那么惊鸿一瞥地短暂；而
与大多数演员的“炫目”生活相比，
她的个人生活又显得是那么乏善
可陈：她未成名先成家，与一个原
装丈夫一直生活至今，有孩子。她
对家庭生活的这段感言简直不像
演员所言：“做演员的好处就是不
拍戏的时候可以好好过家庭生活，
我不拍戏的时候可以有几个月待
在家里，做饭给家人吃，虽然他们
认为我做得很难吃，但这就是家庭
生活。”她这么居家而家常，不担心
没“花边”没绯闻、知名度关注度不
够吗？但对真正的“强人”来说，不
论男女，不论是演员、导演还是其
它艺术创造者，作品才是最硬和最
后的说明和证明，才气如“钻石恒
久远，一颗永流传”，而名气则常如
过眼云烟。

电影的历史自会记取她的名
字。最后想说的是，作为好莱坞

“最科班的女演员”，毕业于美国耶
鲁大学戏剧学院的她，还佐证了

“知识改变命运”那句名言，让人相
信读书多也可以演戏好，并且让演
得好来的更长久一些。

影界“铁娘子”如何炼成？

■ 冯媛 何小培 葛友俐

这是首次就此议题对女性感
染者的调查。访问者和受访者均
为感染者，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
450名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8.5岁，
其中，71%有孩子，而且93%的受访
者孩子未感染HIV；近51%的受访
者经性传播途径感染，其中生活在
全国疫情相对严重的云南、新疆、四
川、河南、广西、贵州、广东七个省区
的受访者占三分之二；少数民族
119人，占26.4%，共有13个少数民
族。16位主要调查员均为各地女
性感染者中的活跃分子，她们不仅
是调查员，也是本调研的参与者，全
程参与从研究方案的讨论、确定，问
卷和访谈提纲的修订到实地数据
采集、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的起草
和定稿。

调研发现

本调研的主要发现为：
一、女性感染者的性与生殖健

康四大需求亟待得到政府部门有
关机构的正视和有效回应

——基本生活状况明显受损
55%的受访者的基本生活条件

在感染HIV后显著降低，约16%的
人失去收入来源；47%的受访者因
为感染HIV而遭遇亲密关系和生
育方面的负面变化（性伴去世、亲密
关系解体或失去生育机会和生育
力）；48%的受访者对女性生殖系统
的了解相当有限。这些问题严重
影响了女性感染者的性与生殖健
康水平。

——缺少安全而满意的性生活
47.6%的受访者在过去三个月

内没有性生活，56％的受访者虽然有
性伴但苦恼于非情愿和不安全的性
行为，约32%的受访者苦于没有对象
或没有稳定的性伴，不能享有满意的
性生活。关键利益相关者（如伴侣和
家人、医生等）不能充分正视和认可
女性感染者的性需求。21%的受访
者感染后，压制自己在爱情、性和生
育方面的需求和欲望。

——得不到受尊重有质量的
医疗保健服务

半数受访者希望得到政府工
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平常心/非歧视
的态度。女性感染者在妇科检查、
人工流产、妇科手术等生殖保健或
治疗方面的需求远未满足，且经常
遭受盲视、否认和歧视。

——性与生育的权益受阻
女性感染者结婚和生育与否、

免受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离婚后的
子女监护和财产、得到治疗和保健
服务及合理赔偿的权利，受到个人、
机构等影响。如服务机构工作人
员、家人（尤其是男方和男方家人）
的影响；如有关机构服务人员不告
知或误导女性感染者结婚和生育的
权利；约30％的受访者因生育问题

偶尔或经常受到责骂或殴打、排斥和
孤立，并在性生活、监护子女、使用和
支配合法财产方面遭遇家庭暴力。

二、女性能够能动地应对自己
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积极应对性
与生殖健康和权利方面的挑战

——通过个人努力，扭转负面
因素，寻求积极变化

积极争取享有性生活、爱情、
婚姻和家庭。34%的受访者比较积
极（少数民族受访者的比例为42%，
高于总体8个百分点），主张“我仍
然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自己努力争取”。感染后
居住地有变化的占全部受访者的
51%，跨省的亦占22%。流动仍然
是一些女性感染者的选择，使她们
可以避免感染和亲密关系变化后
周围的歧视和心理阴影、开拓新的
亲密关系和自立养家的空间。

——壮大群体力量，建立支持
网络

略多于半数的受访者参加了
一个或多个支持感染者的小组或
民间组织。20%的受访者所在地有
专门支持女性感染者的小组或民
间组织。遇到难以言传的感情、婚
姻或性和生育方面的困扰时，48%
的受访者回答是找感染者组织。

——积极行动，包括运用各类
媒体，声张本群体的性和生育需求

85%的受访者为女性感染者的
性和生育需求有所行动。其中71%
（318人）的行动是“和其他感染者
一起讨论”，17.8%给政府建言献
策。受访者积极运用各类媒体，包
括从互联网新媒体获得知识、信息，
进行交流、分享，发出意见和呼声。
46%的受访者曾经给媒体提供线索
和写稿、在网上发布信息和意见。
24%的受访者在互联网上发贴或发
布视频音频。

政策建议

根据调研发现，并结合其他相
关研究的结论，我们认为：

女性感染者应对自身的性与
生殖健康需求的努力多种多样，但
要改善女性感染者的性与生殖健
康，还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相关机
构采取积极行动。因此，提出如下
政策建议：

一、增强医疗保健服务的内容
及其可及性——

增强服务信息的覆盖面和可
及性，帮助感染者了解现有政策和
服务以及相关权益，避免、杜绝推诿
现象和歧视性态度和歧视性乱收
费和高收费，确保服务项目，如免费
安全套的合格、足够并以尊重人的
方式发放；

规范、及时地履行告知，如告知
病情、药物副作用，告知安全性行为
和母婴阻断的免费政策和相关信
息；告知选择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

在门诊、咨询中，有可以帮助
女性感染者的心理、社会工作、同伴
教育方面的人员；

在疾控中心或定点医疗机构
等感染者相对集中的地方，经常或
定期举办有关性与生殖健康（包括
心理层面）的讲座、咨询和各种形式
的教育活动。

二、改善公众教育和信息传
播——

考虑到女性感染者文化程度
较低，使用适合她们的方式，特别是
非文字、可视性的手段，传达有关预
防保健知识、权益保障和服务信息，
包括免费检测和治疗信息，基本的
妇女健康和保健信息，识别、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包括性暴力）的信息
和方法；

提升媒体工作者的敏感性和
能力及媒体产品的质量，正视和认
可女性感染者对爱情、性等亲密关
系的需求，促进女性感染者在性生
活和是否生育等方面的自愿、自主
和自决；

支持女性感染者运用媒体包
括互联网络，开展包括性与生殖健
康方面的交流、互助、倡导；避免以

扫黄打非等方式进行的互联网管
制殃及促进女性感染者性与生育
健康的信息和网站。

三、改进政策、法律——
向基层倾斜资源，如医疗保健

投入、医护人员（包括非艾滋病专科
医护人员）接受足够的业务培训和
平等、反歧视等的培训；确保生活在
艾滋病高流行区中的农村，尤其是
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感染者，得到
有质量的服务和正确可靠的信息
和意见；

解决医疗机构推诿、拒绝或不
合理的高收费等剥削女性感染者
的行为，保障女性感染者能够获得
价格公道、有质量、不限于母婴阻断
的孕产期保健服务、人工流产或其
他妇产科治疗及生育保健服务；

加快有关女性掌握的避孕和
安全措施（如女用安全套等）的研
究、开发和应用，增强女性感染者进
行安全性行为的能力；

根据各级各地政府财力，酌情
扩大免费检测（如常规检测、基本的
妇科检查）、免费治疗或报销的范
围；提供医疗救助机会，让并发恶性
妇科疾病等有需要的感染者能得
到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

在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中，取
消户口的限制，让女性感染者能够
在居住地获得基本的性与生殖保
健服务，其子女能够享受当地的公
共教育资源；

在设计、实施、评估和调整低
保、廉租房、特困救助等惠民政策
时，注意照顾女性感染者，尤其是单
亲母亲的需要，并避免在申请过程
中隐私暴露引起歧视；

出台政策和措施，帮助女性感
染者改善生计，如鼓励和扶持女性
感染者结成小型企业和合作社，让
女性感染者可以获得小额贷款在
经济上增强自立；

顺应保障权利的法律改革趋
势，认可感染者结婚、生育和领养，
以及得到有关商业保险服务的权
利；

鼓励和促使男性改善行为，积
极采取安全的和负责任的性行为
及生育行为；

提供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让民间组织能够开展相关研究、服
务和关怀活动。

女性感染者的性与生殖健康
需求的满足，不是单一的生物医学、
或者医疗服务的问题。这牵涉到
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性别角色、性别
分工、妇女地位、妇女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以及妇女的教育机会和社会
参与。改善女性感染者的性与生
殖健康状况，是保障她们享有合法
权益的重要内容，也是艾滋病防控、
提升社会福祉的应有之义。

（作者冯媛现任反对家庭暴力
网络/北京帆葆负责人、中国妇女研
究会理事；葛友俐为生殖健康和艾
滋病问题研究专家；何小培为联合
国妇女发展基金、中国社会性别主
题工作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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