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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同意”的是与非
———关于美国性侵认定标准争议的一个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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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同意是判断性侵的一个标准，强调沉默和缺乏抵抗不能被视作对性行为的同意，只有口头上或者行为上表达

的同意才构成有效的同意，而未经同意的性行为、性接触即构成强奸或者其他性侵犯。这个标准在美国的刑事法领域并没有

获得广泛接受，却在教育法领域被大多数大学作为判断性侵的标准。支持者认为这种标准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女性的性自主

权，彻底抛弃了性侵判断标准中的暴力和反抗要件。反对者或者认为“同意”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认为积极同意标准

固化了男性担负责任、女性无助被动的刻板印象。不同女权主义流派对积极同意表达了多元丰富的观点，深化了对这一问题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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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irmative consent is a standard to identify sexual assault． It emphasizes that silence and lack of resistance cannot be regarded

as consent to sexual behavior． Only consent expressed orally or in behavior can constitute effective consent，while sexual behavior and

contact without consent constitute rape or other sexual assault． This standard is not widely accepted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law in the U-

nited States，bu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law，it is used by most universities as a standard to identify sexual assault． Supporters believe

that this standard protects women’s sexual autonom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completely abandons the elements of violence and resist-

ance in the sexual assault judgment standard． Opponents either think that the concept of“consent”itself is problematic，or that the af-

firmative consent standard solidifies the stereotype that men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women are helpless and passive． Different feminists

expressed diverse and rich views on“affirmative consent”，which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包括强奸、性攻击等在内的不同等级的性侵害

案件如何认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除了性的私密性

所带来的证据难题之外，传统性道德、父权制、女权

主义等不同价值观长期以来也在这个问题上聚讼

纷纭。近年来，一个新的思潮开始在美国兴起，无

论是在制度建构层面还是在话语传播层面，都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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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个新的范式转换的到来。引领这些变化的核

心凝聚在一个词上面，那就是“积极同意”( affirma-
tive consent) 。对于这个词，中国大陆刑法学者将其

译为“肯定性同意”，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将其译为

“积极同意”，笔者认为后者更能传达这个词的实质

内涵。
这一思潮也对中国反性侵的讨论产生了影响。

一些反性侵的倡导者开始使用“积极同意”话语，媒

体上也出现了编译文章来介绍这个概念［1］。一些学

者开始在论文中讨论这个标准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强

奸罪。罗翔教授认为这个标准只能限制采用，不能

普遍化，因为很难获得公众的普遍支持［2］(P112)。也有

学者支持中国刑法采纳积极同意的观点，认为沉默

不能代表同意，只有权利人明确表达了同意，才属于

真正的同意［3］(P128)。
这些讨论无疑在填补国内空白方面有着积极意

义，然而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待开拓。迄今为止，

国内仍然缺乏专门分析“积极同意”这一重要概念

的论文，更遑论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的深度剖析。
中国刑法学者以往的文章主要专注于中国的强奸罪

是否应该采纳这一标准，并进行了相对简单的对策

式论证。本文希望能够对“积极同意”在美国语境

下的来龙去脉和理论交锋进行梳理，以拓宽对这一

问题的认识。或许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论断: 对于性

侵认定标准的讨论来说，缺乏社会性别和性研究的

视角，就等于缺乏理论品质。
一、什么是积极同意

美国学术界讨论积极同意主要在两个领域展

开: 一是刑事法领域，主要涉及强奸法的改革; 二是

教育法领域，主要涉及大学校园中防范治理性侵的

制度建构。积极同意作为一个理念由来已久，而作

为一项制度建构则在各州的刑事法领域接受度较

低，反而大多数高校纷纷将性行为是否获得积极同

意作为认定性侵的标准。2014 年，加利福尼亚州议

会通过 SB967 号法案，要求接受州财政拨款的大学

和学院必须在校园反性侵规则中适用积极同意标

准。加州是全美第一个做出这样规定的州。在这项

立法当中，对积极同意的界定如下:

“积极同意”是指积极、有意识和自愿同意从事

性活动。参与性活动的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他或她

得到对方或其他人的积极同意从事性活动。没有抗

议或抵抗并不意味着同意，沉默也不意味着同意。
积极同意必须在整个性活动中持续进行，并可随时

被撤销。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约会关系，或者过去

是否存在性关系，都不应被认为是同意的标志①。
2015 年，纽约州通过法律，要求该州所有高校

都要制定并适用积极同意准则。这项法案强调积极

同意可以通过语言表达，也可以通过行为表达。当

一个人因为受到酒精、药物或其他麻醉剂的影响时，

可能会丧失行为能力，因此无法给予同意。威胁、恐
吓下的同意也不构成有效的同意②。

从立法的文字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积

极同意立法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相比于发生在陌生

人之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威胁的强奸而言，发生

在熟人之间的，大部分情况下不使用暴力或者暴力

威胁，但没有获得一致同意的性行为很难被认定为

性侵。大学校园里纷纷采用积极同意标准，与“约会

强奸”概念在高校的普及有关，也与一系列校园文化

紧密相关。例如，大学里盛行“勾搭文化”( hookup
culture) ，学生们频繁发生不追求长期关系的性行

为，青年人中常见的狂欢聚会和饮酒文化既为这些

性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契机，也引发了性行为是否得

到有效同意的大量争议。
积极同意标准常常被一个简单的口号所概括:

“同意才算同意”( yes means yes) ，这个口号希望能

够超越“不就是不”( no means no) 这个口号。本文

题目《“积极同意”的是与非》中的“是”与“非”，既

表达了积极同意面临的争论，也暗中对应了这两个

口号中的“yes”和“no”。“不就是不”这个口号是什

么意思呢?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认为，有时候女性嘴

上说“不想要”或者做出抵抗的表现，其实内心同意

发生性行为，这种现象也被称作“象征性抵抗”(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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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resistance) ，强奸罪中的被告人就常常以女性欲

拒还迎来作为辩护。“不就是不”模式否定了这种

辩护，认为需要认真对待女性表达反对的意见。积

极同意的支持者认为还需要更进一步，哪怕没有反

对或者抵抗，只要性行为没有获得同意，就仍然构成

性侵。
有学者用“肯定模式”和“否定模式”来概括这

两种情况。在“否定模式”下，性行为是合法的，除

非性伴在身体上或口头上表达了反对; 而在“肯定模

式”下，性行为是非法的，除非性伴在身体上或口头

上表达了同意［4］(P1411)。这位学者还指出，肯定模式存

在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主张女性的沉默并不表

示同意，另一方面又主张女性可以通过非口头语言

的行为来表达同意［4］(P1405)。很多人对积极同意有一

些误解，以为积极同意就是“以口头明确同意作为合

法性交的前提”［5］(P39)。当然，积极同意概念本身也有

一定的多义性，确实有人主张一定要口头同意( 包括

手语) 才能构成有效的同意，但大部分积极同意的学

术观点和制度建构都承认行为也可以表达同意。事

实上，加州议会通过的要求高校实行积极同意标准

的 SB967 号法案草案当中曾有一个条款是“仅仅靠

非语言交流可能会导致误解”，而在正式的法案中这

一条款被删去了［6］(P54)。尽管行为表达同意可能为男

性误读女性的行为提供了空间，可是必须要口头语

言表达同意的观点还是被立法者认为过于严苛，并

且难以操作。
有学者澄清了笼罩在积极同意概念上的误解，

认为积极同意既不像支持者所想象的那么好，也不

像反对者所认为的那么糟。大部分的积极同意标准

并不要求必须口头表达同意，甚至积极同意也不必

然等同于“毫不含糊的同意”。“沉默不代表同意”
也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是沉默以及缺乏抵抗与同意

没关系; 二是仅仅沉默和缺乏抵抗本身不足以代表

同意［7］(PP66－81)。
这些都显示了积极同意标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

简单，它试图去除模糊性，可是又带来新的模糊性;

它试图消弭过去标准中的矛盾，却必须直视自身概

念里的张力。或许正是这些模糊和紧张才催生了深

度分析的必要和可能。

二、积极同意的制度展开

( 一) 刑事法领域: 强奸法的改革与积极同意

在美国语境下，积极同意标准的产生和引发的

讨论与强奸法的改革和演变息息相关，只有对西方

相关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才能了解有关积极同意

争论的来龙去脉。
已知的第一条禁止强奸的法令出现在公元前

1900 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当中。希伯来法律对强

奸已婚妇女罪犯的惩罚是处死，然而如果强奸的对

象是未婚妇女，那么罪犯所得到的处罚仅仅是少量

经济赔偿并且与受害者结婚。根据早期的罗马法，

掳走女人，无论是否发生性行为，其罪过都不是对

女人权利的侵犯，而是把女人从父母、监护人或政

府身边偷走。到了 12 世纪，将强奸罪视为财产犯

罪的观点开始受到挑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学者

意见都开始将强奸罪与其他财产犯罪区分开来，于

是就产生了要求女性在被强奸时抵抗的要求。这

一时期的法律辩论集中在以下问题: 究竟多少暴力

和多大程度的抵抗才能把一个男人的性侵犯认定

为强奸［8］(PP225－227) ? 普通法传统上要求女性使出最大

的力气抵抗，认为只要女性拼死抵抗，强奸就不可能

真正完成，父权制社会甚至发明了一句谚语来说明

这一点: “移动的针孔不能穿线。”［9］(P68) 这样的标准

体现的是对女性贞操的强调和社会道德风化的考

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要求完全无视受

害者的抵抗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人身危险。
对强奸罪受害者有抵抗的要求，还有证据上的

考量，这也是女权主义长期以来所批判的，强奸罪中

女性的指控常常不被信任，一定需要撕破的衣服、身
上的伤痕、邻居听到的呼救声等作为补强证据。在

17 世纪，英格兰皇家首席大法官马修·黑尔( Matthew
Hale) 爵士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强奸是很容易被提

出的指控，但是很难被证明。被指控的一方更难辩

护，尽管从未如此无辜。”［10］(P509) 在美国的很多司法

辖区，即使在 20 世纪，这句话仍被作为警告一字不

差地读给陪审团听［10］(P510)。强奸法的改革一路走来，

从要求受害者拼尽全力抵抗转变为要求合理抵抗。
如今，美国绝大部分州已经在立法中废除了对受害

者抵抗的要求，但无论是执法者还是陪审团成员，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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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时常从是否有抵抗行为的角度来判断性行为是否

得到了同意。
普通法传统对强奸罪的界定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力，抵抗要件的消失不等于暴力要件的消失。生活

在 18 世纪的英国普通法权威学者威廉·布莱克斯通

爵士 ( Sir William Blackstone ) 对强奸罪的定义是:

“对妇女实施暴力和违背其意志的性交。”( “the car-
nal knowledge of a woman forcibly and against her
will”) ［11］(P89) 该定义看起来似乎略显重复，然而其表

明违背意愿的性生活不足以构成强奸，还必须有暴

力或者暴力胁迫。这样的模式在美国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此后，一些女权主义法学家和刑

法学家以及倡导女性权利的活动家发起了改革强奸

法的号召，并收获了一系列的成果。从实体法上来

讲，受害者的性别不再限于女性，婚内强奸不再得以

豁免; 从程序法上来讲，不再需要受害者马上报案，

立法上基本废除了受害者的抵抗要求，证据法上的

盾牌规则不允许被告律师以受害者的过往性史来展

开辩护。
很多领域的改革都有一个基本规律，已经取得

的改革成果，将会使现行制度的弊病更不能被容忍。
对强奸法的改革也不例外。当一切外围的改革已经

初见成效之时，学者们要攻坚克难，向最难的那个堡

垒进军，并希望取得这样的成效: 废除强奸罪的暴力

要件，一切违背意愿的性行为都是强奸。“不就是

不”“表达同意才是同意”等口号和主张的出现，必

须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可以理解。
有关积极同意的一个里程碑案件发生在新泽西

州。M． T． S． 是一个 17 岁的男子，在被指控的强奸

罪发生前一直住在一个 15 岁的女子 C． G． 家中。尽

管双方对一些事实存在争议，但是法院认定在发生

性交行为之前双方有接吻和亲密的爱抚行为。性

交发生时男子没有任何暴力和暴力威胁，女子也没

有不愿意发生性交的任何声明和行动。新泽西州

最高法院判决被告 M． T． S． 构成二级性攻击罪。尽

管新泽西州的刑事立法规定性侵犯罪必须包含暴

力要件，但是法院做出了如下解释: 发生插入行为

如果没有取得其他个体的积极同意，这种行为本身

就构成了立法所要求的暴力。对于没有经过同意

的性行为而言，性行为过程中的力量已经足以构成

暴力，不需要额外的更多的力量，否则与立法者的

目的不符。舆论对于这个判决的反应非常两极化，

全国妇女组织等妇女团体高度赞扬法院的判决，被

告的辩护律师却讽刺说，那些要去约会的人应该戴

上安全套和同意契约。新泽西州律师协会的刑法

部门主席评论说，这项判决告诉大家你在进行性活

动之前必须宣读米兰达警告［12］(PP1005－1007)。法院的判

决很巧妙，在刑事立法保留了暴力要件的情况下通

过司法解释的技术，把未经同意的性行为中所使用

的力量直接界定为暴力，变相地完成了对“暴力”要

件的抛弃，从而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积极同意的“革

命”。这种解释也是采纳了一种内在强制力的标

准，以区别于传统意义的暴力那样的外在强制力标

准。当然，美国大部分法院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外

在强制力标准。
大部分州立法机关不采纳积极同意的立法，尽

管有些州看起来用了一些积极同意的措辞，但是又

明确把强奸解释为需要暴力要件。在另外一些州，

积极同意仅仅适用于更轻一些的、不需要暴力以及

不需要插入的性接触犯罪，有学者称之为“被稀释的

积极同意”。比较纯粹的积极同意标准仅仅在威斯

康星州、佛蒙特州、新泽西州三个州适用。如威斯康

星州立法规定，同意“指的是拥有知情同意能力的人

通过语言或者明确的行为，表明自己自由地同意进

行性行为或者性接触”。未经过同意的性插入行为

是重罪［13］(PP450－451)。

学者们希望强奸罪抛弃暴力要件的努力遭遇了

挫败。唐纳德·德里普斯( Donald A． Dripps) 教授有一

种形象的说法，刑法是古老的父权制的工具，如今女

权主义要把它转化，服务于女性权利的目的，这是在

玩一种社会性和知识性的高阶柔道，这种策略之胆大

就像“骑在老虎背上”，可能会预示着失败［14］(P1785)。这

也许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反差，美国专注于强奸法研

究的学者基本上都同意抛弃强奸罪里的暴力要件，

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却屡屡受挫，仅取得屈指

可数的战果。然而，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积

极同意的标准在大学校园里却遍地开花、落地生根

了，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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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育法领域: 校园反性侵活动与积极同意

积极同意在刑事法领域的挫败还有一个标志性

事件。模范刑法典( Model Penal Code) 对美国各州

刑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2016 年，美国法学会有

人提出修改模范刑法典的建议，希望能够采纳积极

同意标准，然而美国法学会成员以压倒性多数否决

了这项主张。这个事件对于我们理解改革者转战教

育法领域、积极在高校推广积极同意标准有重要的

帮助。并非偶然，加州也是在刑事法领域推行“未经

同意的性行为即为犯罪”的构想遭遇失败之后，很快

率先立法，要求大学采纳积极同意标准。如今全美

已经有一千多所大学在学校的纪律行为规则中实行

积极同意制度。
难道治理性侵害的活动不是刑事司法的专利

吗? 为何大学校方要积极受理学生之间的性侵犯指

控并且作出裁决呢? 从刑事法领域转到教育法领

域，才能回答这个问题。197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规定“在美国，任何人不得

因为性别而被排除在接受联邦资助的教育和项目活

动之外，也不得剥夺此类活动或项目所应该享有的

待遇，或受到任何歧视”③。2011 年，美国教育部民

权办公室( OCＲ) 向各教育单位发出一封“致亲爱的

同事”的信函，认为包括强奸在内的性暴力、性骚扰

行为侵犯了学生接受教育免于被歧视的权利，教育

机构必须负起责任，立即采取积极有效的步骤来终

止性骚扰和性暴力。如果高校不能尽到责任，那么

教育部将给予处罚并且拒绝联邦再给予其资助。各

高校纷纷设立机构和“第九章协调员”( Title IX Co-
ordinators) 来处理性侵犯的投诉，并且进行防范性骚

扰和性暴力的教育活动，以确保教育领域性别平等

的实现。
这其实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目前，“第九章

投诉”一词通常是指一名学生指控另一名学生对自

己的性侵犯，但是 1972 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

通过的时候，对这一部分的行政解释仅仅是要求学

校设立申诉机构和程序，以受理有关学校违反第九

章规定的投诉。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性骚扰

被理解为第九章性别歧视的一种形式，学校有责任

来纠正性别歧视的敌对环境，于是，本来是受理投

诉学校的机制变成了学校裁决学生之间性暴力的

机制［15］(PP898－900)。
当然，学校内部机构处理性侵犯问题时，如何拿

捏指控的一方和被指控一方的权利也是个困难的问

题，以至于有一种声音认为，关于性侵的投诉不应交

由学校处理，而应交给刑事司法系统处理。不过一

直致力于强奸问题研究的女性主义法学家米歇尔·
安德森( Michelle J． Anderson) 反对这一看法，并清晰

地指出教育法领域和刑事法领域在处理性暴力问题

上的不同侧重。她认为，大学的处理机制并不在于

刑罚，而在于教育机会的平等。《教育法修正案》第

九章更多的是对机构的问责，是一种敦促机构提供

平等教育机会的民权法机制; 相比之下，刑事司法系

统是指向罪犯的个人责任。教育法领域的反性侵是

为了保证教育平等的实现，而刑事法并不能纠正教

育领域的歧视。所以，大学必须处理性侵犯问题，以

提供安全和平等的学习环境［16］(PP1998－1999)。需要指出

的是，大学处理性侵并非不牵涉个人责任，只是校园

施与性侵者的责任不是刑事责任，而是停课、开除、
留校察看、失去得到奖学金的机会等纪律制裁; 有时

候也会调整宿舍，以减少性侵者与受害人的见面机

会。整体而言，教育法领域更多的是机构的责任，是

敦促高校确保性别平等价值在校园的落实。这也是

积极同意标准为什么能在大学落实的一个原因。教

育法本来就隶属于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民权法范

畴，当然对于性别平等的各种呼吁更加敏感。更重

要的是，因为大学校园处罚性侵者的责任是纪律责

任，比起刑事责任轻很多，所以避开了刑事法领域偏

重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重重障碍，性侵标准上也比

刑事法的标准更加有利于被害人。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的演变与舆论对大学

校园性侵问题的广泛关注有关。提到校园性侵的治

理，很多人都会随口而出一个数字，即 1 /4 或者 1 /5
的大学女生曾经遭遇过性侵犯，这个印象与几次很有

影响的调查紧密相关。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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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告显示，19% 的女性和 2． 5% 的男性自上大学

以来都曾经被人强奸或者被人企图强奸。美国大学

协会( AAU) 2015 年对 27 个校园的调查发现，女性大

学生受访者中因暴力、暴力威胁或丧失行为能力而遭

受性侵犯和性不当行为的发生率为23． 1%，其中发生

性交的情况为 10． 8%［17］(P2046)。这样的数据当然是比

较惊人的，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教育部对校园

性侵治理的推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校园

里同意标准的改变对性侵问卷的影响。例如，美国

大学协会的这项研究中用性侵犯涵盖了未经过同意

的性插入和性接触，性接触包含了接吻、以性的方式

抓摸以及摩擦、甚至触碰别人的衣服。在这项调查

中，性的不端行为还包括因承诺好处而发生性行

为［18］(PP1034－1035)。也就是说，问卷调查中的性侵犯标准

已经是新的进步的标准，而这些调查数据又进一步

推动了校园采纳积极同意模式来加大反性侵的力

度。这种变化其实也反映了校园里的性侵治理与刑

事司法的性侵治理的一个很大不同: 对于陌生人之

间牵涉暴力行为的强奸，刑法是一个合格的工具; 可

是对于熟人之间没有明显暴力的性侵犯，刑法常常

是笨拙的工具。而大学里的性侵纠纷大多发生在熟

人之间，大学校园里的性侵治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试图填补刑法所留下的空白。
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美国教育部对治理校园

性侵的气氛为之一变，很多奥巴马时代的措施被一

一搁置。在奥巴马时代，联邦政府积极推进校园性

侵治理，有时会就《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的遵守情

况对一些大学进行调查，甚至直接敦促大学校园采

取积极同意政策。性侵治理不到位的学校还会被点

名，并以丧失联邦资助作为可能的制裁手段。
积极同意制度在大学的展开，背后有大学对丧失

财政资助的恐惧。当然，这进一步证明了教育法所强

调的机构责任和民权法的性质，性别平等的理想价值

观也必须借助失去金钱的威胁，才得以妥妥落地。
三、为什么积极同意———积极同意的理论证成

明确了积极同意的概念和制度框架之后，我们

要重点梳理的是积极同意的理论基础。积极同意的

支持者认为，只有扎实的正当性论证，才能巩固积极

同意在校园里的既有成果并且拓展至刑事法领域。

( 一) 一个类比论证

普通法遵循先例的传统使得类比论证成为一种

很重要的法学方法，强奸罪也经常被拿来和其他罪

名进行比较，以论证类似的情况没有得到类似对待，

以此揭示强奸罪背后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从而达到

为强奸罪“去特殊化”的效果。例如，殴打行为的违

法性就不需要以受害人的反抗为要件，而强奸罪长

期以来以被害人的反抗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
一种观点认为，积极同意立法根本不是什么重

大改革，不过是一种常识罢了，就是不经过允许不能

剥夺别人的自由和财产。有学者论证说盗窃罪、非

经授权挪用财产、盗用他人身份信息获取钱财，这些

都涉及没有经过同意的财产占有。在这些财产犯罪

中，法律并不要求财产所有权人对犯罪人发出不同

意的信息，以证明他人侵犯自己财产权是没有经过

同意的。只要检察官提出证据证明被告取得财产没

有得到 所 有 权 人 许 可，就 足 以 满 足 不 同 意 的 要

件［19］(P41)。按照这样的类比论证，财产的所有权人什

么都没有做，当财产被他人占有，相关罪名就足以成

立，并不需要以受害者表达不同意为要件; 而性侵犯

罪的受害者如果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表达不同意，也

没有表达同意，则人们就倾向于认为性侵害很难成

立。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尤其是考

虑到性侵犯罪还侵犯到了远超过财产权的性自主

权、尊严和安全感，就更不应该如此。
面对积极同意标准太过于激进的指责，也有论

者通过举例来反驳: 借用室友的车要获得主人的许

可，这还需要很多论证吗? 然而，为什么在约会中确

定对方也想参与性活动才可以进行下去会被认为是

一种强加的标准，是一种女权主义变得疯狂的产物

呢?［20］(P1352)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类比，本来女权主义

者经常反对拿性侵和财产犯罪做比较，因为那意味

着对女性的一种“物化”，然而积极同意的支持者却

经常拿财产来做比较。不过，这也许并不矛盾，因为

总不能把性自主权的保护水平降低到财产权的保护

水平之下吧。
这个领域最有影响的类比论证是纽约大学法学

院刑 法 教 授 斯 蒂 芬·舒 尔 霍 夫 ( Stephen J． Schul-
hofer) 提出的，他参与过提出修改模范刑法典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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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希望在刑法中采纳积极同意标准。他以外科手

术为例来论证: 一个运动员的膝关节患有慢性疾病，

向一位外科手术医生咨询。手术既可能成功，也可

能失败，优势和弊端都很明显，并且有许多不确定

性，运动员犹豫不决。医生鼓励道:“试试看，你会喜

欢的。”运动员仍然不确定。医生有些不耐烦了，在

向麻醉师发出准备好麻醉药物信号的同时，对病人

说:“你不是必须要做手术，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停下

来，就直接说吧。”运动员这时仍然充满了怀疑、恐

惧，什么也没说。外科医生就开始做手术了。舒尔

霍夫提醒我们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同意，而在性生活

方面也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21］(P74)。或许会有一

种质疑，积极同意是否是要求性爱就是外科手术式

的，需要签订知情同意书? 不过的确有学者认为，手

术场景中患者的精神状态，与一些女性在性侵犯情

境中的精神状态相似，她们有可能会僵住，言语完全

无法表达［22］(P985)。这些论证都体现了一种“停下来

问一问”( stop and ask) 的模式，没有说“不”不能证

明是同意。
上述种种类比论证想要显示的是: 积极同意的

提出并不突兀，在其他法律领域中，沉默都不足以证

明同意，因此倡导积极同意后才可以发生性行为并

不是哪一方在谋求特殊权利。
( 二) 性自主权的最大化

积极同意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性自主权的最

大化。女性主义法学家米歇尔·安德森认为，积极同

意源自这样一个理念: 人的身体一般来说不是性插

入的对象。如果人的身体一般来说是性插入的对

象，那么一个人随时可以插入别人的身体，除非是别

人表达了反对。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一般来说

不是性插入的对象，那么一个人不应该进入另外一

个人的身体，除非得到了积极同意。积极同意的模

式认为屈服和沉默不足以构成同意。因此，积极同

意是一个最大化性自主的机制［16］(P1979)。从社会性别

视角来分析，这其实是一个预设的转换。传统男权

思维的理解是，当女性没有反抗、没有说“不”的时

候，就预设她同意了性行为的发生; 而在积极同意的

模式下，只要女性没有用语言或者行为明确表达同

意，就预设她不同意性行为的发生。而积极同意所

针对的，就 是 被 学 者 称 为 存 在 于 美 国 的“强 奸 文

化”，这种文化助长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并鼓励

“男人觉得自己有权利从女人身上得到任何东西，因

为他们是人，而女人被指定为性阶层”［23］(P1065)。

大学校园里发生的性侵事件很多涉及醉酒的情

况，这种醉酒不一定达到当事人无意识的地步，但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事人进行同意的能力。这种情

况下，女性往往表现为被动，对性生活的发生既没有

表示同意，也没有反抗或者表达不同意，是一种不置

可否的状态。当事人处于睡眠状态或者恐惧状态

时，也会出现同意缺失的情形，如果这被理解为同意

进行性行为，那么出现纠纷后，被控告者很难通过积

极同意的拷问。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时女性同意进行亲吻、爱抚

等行为，但是不愿意进行性交行为，她们或者是因为

害怕怀孕、害怕染病，或者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但

是，很多执法者或者陪审团成员形成了这样一个预

设: 同意某些性接触就是对所有性活动的普遍同意。
这样一个没有明确言明的假设广泛存在。一个专栏

作家曾经写道:“同意几个小时的爱抚但不想完成性

行为的女性是自找麻烦，很可能到最后她真的自讨

苦吃了。”［24］(P2346) 按照积极同意的标准，征求同意是

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同意可以随时被撤销。在这

样的模式下，即使是发生性行为前真的签订书面契

约，也不能限制当事人在性活动过程中撤销同意的

权利。
积极同意还完成了另外一个转换。传统上，对

强奸罪中男性被告的审判常常也是对女性受害者的

审判。受害者必须向陪审团成员证明，她使得男子

知道她不愿意从事性活动。积极同意在一定程度上

免除了女性的负担。法律假定，除非有人提出要求，

否则女性不会给出同意。如果女性声称没有同意，

被告如果进行积极辩护就要证明女性以非语言的方

式表达了同意。这样，不断受到交叉盘问的将不再

是她的故事，而是他的故事［20］(P1345)。这常常被认为

是举证责任的转移，从控方转移到了被告一边，实则

不然。积极同意立法不是程序法上的变革，而是实

体法上的变化，尽管这个变革与证据问题息息相关。
积极同意仅仅是改变了对以下问题的解释: 传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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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什么都没有做而被解释为同意发生性行为;

在积极同意模式下，受害者什么都没有做意味着不

同意发生性行为。这个转变可以使刑事审判更多地

审查被告人做了些什么，而非被害人做了些什么。
( 三) 彻底废除性侵界定中的暴力和反抗要件

普通法传统上界定强奸需要暴力和“未经女性

同意”作为要件，而无论是要求女性受害人“尽最大

力量抵抗”还是逐渐改革后的“合理抵抗”，都要为

暴力提供证据。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的进

步主义力量开始推动强奸法的改革，近 50 年的努力

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大体上强奸罪的界定仍然是

以强调“暴力”和“未经过同意”为核心，和 18 世纪

布莱克斯通的界定相比，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带

有女性主义价值观的法学家认为这样的界定是重复

的，希望废除强奸罪认定中的暴力要件，强奸罪的本

质应该是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性行为。法学界对于

“同意”的诸种争论，都要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得到理

解，即只有把是否同意作为认定性侵的核心，才会有

关于什么构成有效同意的争论。
经过改革者的努力，如今美国绝大多数州的强

奸罪立法已经取消了要求受害者抵抗的规定，然而，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即使在取消抵抗要求的州，有

时法院仍然会给陪审团指示，可以将缺少抵抗作为

一个判断指控是否成立的因素来考量。“消极抵

抗”( passive resistance) ，是指受害者对强奸行为的

口头的、非身体力量的抵抗。例如，受害者说“不”
是一种常见的消极抵抗形式。有些法院承认立法机

关废除了要求受害者抵抗的要件，但是仍然认为需

要某种形式的消极抵抗来证明性交是未经同意发生

的，这样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25］(P463)。

有学者认为，在大多数熟人之间发生的强奸案当中，

如果要求有暴力要素，实际上就是要求有抵抗要素。
因为一个手无寸铁的熟人强奸犯通常不会使用暴

力，除非他遇到受害人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暴力

要件和抵抗要件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法

律将暴力定为强奸罪的一个要件，那抵抗要件就很

难完全消失［26］(P356)。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美国

大部分州立法废除抵抗要件而保留暴力要件的状态

是难以持续存在的，常常是为了证明暴力的存在，抵

抗要件死灰复燃。从女性主义法学的视角来看，要

求受害者抵抗的要求不但加大了受害者受到伤害的

概率，而且把重心搞错了，使得受害者被一次次地盘

问做了什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积

极同意的倡导者要放弃“不就是不”的模式，尽管这

个否定的模式在提出之时，也是为了对抗暴力要件

和抵抗要件。“不就是不”意味着，不需要侵害者有

明显的暴力，也不需要受害者用力抵抗，一方只要说

了“不”，就意味着拒绝，另一方必须停止，否则就构

成性侵。积极同意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否定模式仍

然是一种抵抗的要求，哪怕被叫做“消极抵抗”。为

了彻底抛弃抵抗要件，哪怕是要求受害者口头拒绝

的模式，也必须放弃。“不就是不”之类的消极抵抗

似乎是一个后门，使得已经被驱赶的抵抗要求又悄

悄溜回来了。暴力要件也经常需要抵抗来作为证

据，需要受害者的抵抗简直成了强奸罪的幽灵，挥之

不去。有学者讽刺说，这意味着妇女要想受到保护，

必须要先做点什么事情作为先决条件，没有做到这

一点的妇女造成了自己的被强奸［27］(PP1112－1113)。

于是我们可以大概拉出这样一个逻辑链条: 一

开始普通法对强奸的界定需要暴力和违背意愿。慢

慢地，女性权利的崛起及非陌生人之间的强奸开始

被重视，于是强奸罪中的暴力要件和抵抗要件越来

越被诟病，争论的核心就从强制力转向了同意。接

着，“不就是不”出现了，这个颇为进步的标准后来

被发现仍然是要求受害者抵抗，哪怕这叫做消极抵

抗。为了彻底废除暴力和抵抗要件，积极同意闪亮

登场。
事实上，“不就是不”这种消极抵抗模式在大多

数法院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因为法律对暴力要件

的坚持，使得这种口头抵抗很难证明“外在暴力”的

存在。然而，司法实践中越是出现这样的困境，支持

积极同意的声音越是高涨，希望能够在立法上彻底

放弃暴力和抵抗要件，只以是否获得同意来作为判

断性侵是否成立的标准。如果这样的诉求不能在刑

法上实现，那么就先在教育法领域实现。
四、积极同意及其不满

本节标题借用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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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 书的题目《文明及其不满》［28］，来梳理反对积

极同意的一些观点，正是这些互相辩驳，使得我们

“深化”而非“神话”了对积极同意的认识。
( 一)“同意”的失败———激进女性主义的批评

激进女性主义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支配论女性主

义( dominance feminism) ，认为在一个充斥着父权制

的社会里，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基本上以“支配 /服
从”为特征，很难清晰区分所谓“正常”的性行为和

强奸。在性行为上，女性鲜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压

迫是男性压制女性的核心，美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

义不能反映女性的体验。
在这样一个理论脉络之下，激进女权主义的领

军人物、著名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 Catharine A．
MacKinnon) 把“同意”概念问题化了，认为企图用这

个词来界定强奸是一个错误的尝试。“同意”这个

概念描述了一个具有刻板男性气质的男性 A 和刻板

女性气质的女性 B。A 主动提出性要求，而 B 默许

或者屈服于 A 的要求。表面上的自愿，掩盖了 A 的

霸权侵害到 B 的自由这一事实。同意的概念本质上

建构了“行动主体”和“被行动客体”，根本不顾及双

方互动的平等性。同意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概

念，同时又默默假定互动的双方是平等的，而不管这

是否是事实。对同意的强调就像是一直扇动单边翅

膀，无休止地关注 B———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或者

她准备让别人对她的身体做些什么［29］(PP439－441)。麦金

农认为，如果从同意的视角分析，那么 B 是被强奸了

还是仅仅参与了一个性行为，最终是由 B 的感受来

决定的，而不是看 A 对 B 做了什么。因此，无论是

“消极意义上违背她的意愿”这样的措辞，还是用

“她的积极同意”这样的措辞，同意视角就是控告者

反而被审判的原因［29］(P452)。试图突破性别刻板传统

的积极同意，在麦金农眼里也是一种性别刻板; 传统

上，女性受害者一再被追问是否抵抗，是否表达了不

同意，积极同意试图改变这种控告者反被审判的局

面，但是麦金农认为，只要执着于同意概念，哪怕是

积极同意也会落入同样的困境。
所以，麦金农认为同意概念是无效的，生活中发

生的你侬我侬、激情澎湃的性行为从来不用同意这

个字眼，没有一个人会说: “我度过了一个很性感的

夜晚，她( 或者我，或者我们) 同意了。”所以，她建议

用“是否受欢迎”的标准来代替同意的概念。“是否

受欢迎”已经成为性骚扰的判断标准。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也已经明确，与性行为有关的“自愿”的事

实，不能作为对性骚扰行为的辩护，关键要看其是否

受欢迎［29］(PP450－452)。麦金农在性骚扰领域的开创性研

究深度影响了美国反性骚扰的制度和实践，也一直

不遗余力地批判自由主义法学执着于“同意”而罔

顾结构不平等的现实。她认为“同意”是个非常可

怜的标准，应该用反性骚扰机制中的“受欢迎”标准

来替代。就像下属害怕被解雇，而与上司发生了性

行为，这满足了同意的标准，却不能通过“受欢迎”
的标准。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更多的

研究: 民事诉讼中的标准是否可以被拿来用作改造

刑事法? 性骚扰的判断基准是否可以和强奸罪的判

断基准统一适用?

不过，大学校园里的纪律规制不牵涉定罪的问

题，可能会另当别论。已经有追随麦金农的学者注

意到，“是否受欢迎”的标准比积极同意更加重视

平等，可以从客观和主观角度判断行为是否是冒犯

的和不受欢迎的。可以通过积极同意审查的行为

不一定可以通过“是否受欢迎”的审查。此前，大

学里的反性骚扰制度已经适用了“是否受欢迎”的

标准，因此，在大学里推广积极同意标准充其量是

一种重复，往坏里说，反而破坏了“是否受欢迎”的

判断标准［30］(PP300－301)。

总之，激进女权主义认为积极同意无助于突破

性别刻板印象，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批评，因为她们

认为，性 侵 犯 领 域 的“同 意”概 念 本 身 就 是 有 问

题的。
( 二) 积极同意的消极性———性积极女权主义

的批评

性积极女权主义是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兴起的

一个女权主义的分支，围绕着色情、虐恋( SM) 等问

题与支配论女权主义展开论战［31］(P71)。性积极女权

主义认为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自由的基本成分，她

们反对压制色情言论、支持性工作是一种工作，反对

把男女之间的“性”本质化地看作男性压迫控制女

性的工具，并积极与各种性少数群体的性多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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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盟关系。一些性积极女权主义者认为，积极

同意标准的引入扩大了对“性”( sexuality) 进行惩罚

的范围和力度，这完全有可能和保守主义对“性”的

整肃压制达成共谋，两者对“性”的负面看法成为合

作的基础。
进步立法中有保守因素，这在女性权利的立法

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根据证据法上的“强奸盾牌

规则”，有关受害人过去性生活的历史，不得作为品

格证据来提出，也不得采信。这当然是进步的法律，

也应该得到支持，因为性生活开放的女性当然也有

性自主权，她们的性生活史不应该拿到法庭来审判。
然而，强奸盾牌规则屏蔽掉女性的性生活史，也巩固

了女性的“性”应该被隐藏的旧观念。
性积极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积极同意试图把性生

活里的困惑、纠结、复杂、危险清除殆尽，这既不可能

做到，也不应该这么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性与性

别的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弗兰克( Katherine M．
Franke) 有一段论述被广为引用: “欲望不需要被收

拾地干干净净，不需要把肮脏、混乱、危险净化掉。
不需要排斥‘同时渴望又拒绝’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正是与危险的接近、禁欲的诱惑、羞耻的阴暗面，共

同催生了我们趋向欲望的激动，也使得欲望和快乐

是如此地抵制理性的解释。”［32］(P207) 事实上，这是一

个根本的制度性困境: 性的模糊性是很难避免的，大

部分积极同意制度也不得不让步，允许人们可以用

行为来表达同意。而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构成同意，

也很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he said，

she said) 的境地，然而法律却不得不在性侵的灰色

地带做出“非黑即白”的判决。
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的女权主义法学家珍妮

特·伊丽莎白·哈丽( Janet Elizabeth Halley) 教授认为

积极同意标准受到支配论女权主义的影响，实质是

一种保守主义的思路，而不是解放的思路。这种标

准是压制性的，过于负面地看待性行为，是一种保护

主义的立法，鼓励了它所要保护女性的软弱感，灌输

了一种男性担责、女性无助的传统社会规范。加州

积极同意立法就体现了保守的性别价值观，在鼓励

男性负起责任的同时鼓励女性的被动，将人类各种

令人眼花缭乱的性行为缩减为异性之间的男性统治

和女性从属的模式［33］(PP259－276)。在这一派女权主义者

看来，尽管麦金农批评同意概念，但她的“是否受欢

迎”的标准不过是积极同意的加强版而已。
性积极女性主义对积极同意的批评，我们当然

不必完全赞成，但是积极同意的支持者中也有评论

者认为，美国落后的禁欲式性教育和传统性别机制

使得女性容易对性产生矛盾心态，所以，即使为了实

行积极同意，也必须积极地看待“性”［34］(P770)。这当

然是正确的，因为积极同意鼓励人们在性行为发生

前进行交流，可是阻碍人们交流的往往是性话题被

污名化，说不出口。在“性”的双重标准之下，男性

的性欲望被鼓励，女性的性欲望被排斥。如果女性

从事性活动的欲望被压抑，那么如何能做到勇敢地、
积极地表达同意呢?

( 三) 暴力要件不可或缺———来自传统观念的

批评

尽管美国绝大多数州的刑法对强奸罪的界定仍

然保留了暴力要件，但是如今美国研究强奸法的学

者很少有人支持暴力要件，更鲜有人去写长篇累牍

的论文以论证暴力要件的不可或缺，倒是耶鲁大学

宪法学教授贾德·鲁本费尔德( Jed Ｒubenfeld) 敢冒

天下之大不韪发表了支持暴力要件的论文，结果一

石激起千层浪，引来诸多讨论。
鲁本费尔德教授的论证是这样的: 美国刑法中

基本上不承认“欺骗而发生性行为构成强奸”( 有很

少的例外) 。如果强奸是未经受害人同意的性行为，

不需要暴力，那么通过欺骗进行的性行为就应该是

强奸，因为在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里，通过欺骗获得

的同意根本不构成有效的同意。他认为性自主权根

本不应该是强奸罪的核心，强奸罪可以类比为强迫

奴役和酷刑，“强奸罪构成要件包含暴力”这个传统

观点没有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么恶劣［35］(P1372)。这个

观点逻辑性很强，如果同意概念对于强奸罪如此重

要，而欺骗得到的同意根本不是同意，那么为什么大

部分因欺骗发生的性行为不构成强奸呢? 所以，他

认为性自主权的概念根本是一个神话，只有暴力才

能解释强奸罪的本质，才能解释为什么刑法基本不

承认“骗奸”。
这个观点当然引来诸多批评。有学者指出，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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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费尔德试图追求法律教义的纯洁性，这个目标在

任何法律领域都值得怀疑，在强奸法方面尤其不适

当。强奸法牵涉到对性行为的规制，充斥着厌女、性
暴力和政府漠不关心的凌乱和肮脏历史。现代强奸

法是基于历史偶然性的一系列不完善妥协的产物，

是各种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影响下的结果。基于单

一概念对强奸法进行描述必然是不准确和不明智

的。鲁本费尔德用强迫劳动的奴役和酷刑来类比强

奸罪中的暴力要件，那将意味着被告使用更大的暴

力和暴力威胁才构成强奸，结果就是只有极少数的

强奸案件才可能被起诉。鲁本费尔德很少考虑非陌

生人之间的强奸，在这种类型的强奸案中，罪犯很少

使用暴力，而这种类型的案件占到美国强奸案件

的 90%［36］(PP3－37)。

鲁本费尔德面对批评还是软化了自己的一些立

场，强调自己所声称的暴力包含了暴力威胁，也不需

要受害者的抵抗。暴力指的是任何形式的身体限

制，包 括 下 药、把 受 害 者 锁 在 屋 里、按 住 受 害 人

等［37］( P397)。当然，虽然这个立场已经接近于把性行

为中的“压倒”等动作解释为暴力，类似于“内在暴

力”的立场，强奸罪并不需要额外的更多的暴力。然

而，只要保留了暴力要件，就可能浮现对抵抗的要

求，积极同意的立场就会遭到釜底抽薪。
鲁本费尔德对于耶鲁大学校规中的积极同意标

准也颇有微词。耶鲁大学强调性活动中的同意必须

是清晰的、毫不含糊的和自愿的，没有说“不”并不

代表同意，通过语言或者其他方法清楚表达同意是

必要的。那么，如果一个女孩没有经过男友的同意

给了他一个飞吻，就属于耶鲁大学规定的性行为不

端。如果一个男生亲吻了正在睡觉的女友，就显然

构成了耶鲁大学规定的性侵犯。甚至，两个人自愿

从事性行为，如果关于哪一个具体的行为是否得到

同意有了模糊性，任何一个人( 或者互相) 都可能被

指控性侵［35］(P1387)。

类似这样对积极同意的批评在学术期刊上并不

多见，但是在媒体的评论上却不少见。很多人担心，

积极同意把性生活变成了一连串机械的询问和回

答，性生活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幸免。虽然大学

里的积极同意规定一般都允许用行为表达同意，但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这一点不放心: 支持

者担心这一点被滥用，男生倾向于把很多行为理解

为同意，为误解女生的行为提供了可能; 反对者则担

心这个条款变成了一个陷阱，扩大了对轻信的男生

的惩罚。但是如果积极同意一定要求口头表达同

意，否则就构成性侵，也过于严苛了，很少有性行为

的每一个步骤都能经得起这样的检验。
五、结语

通过对美国积极同意“是”与“非”的梳理，笔者

发现有两个大的落差( gap) 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刑

法领域和教育法领域的落差: 除了屈指可数的州接

受了真正的积极同意标准，主流的刑事立法还是保

留了强奸罪的暴力要件; 而在教育法领域，或者通过

州立法强制，或者绝大部分高校自发地以积极同意

作为界定性侵的标准。二是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的

落差: 大部分研究强奸法的学者支持废除强奸罪中

的暴力要件，很多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学者也支持

积极同意标准; 而在刑事法的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

落实积极同意标准的寥寥无几。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达恩·卡汉( Dan M． Kahan)

教授的文化认知理论可以为回答这两个落差提供一

些启发。他认为，法律改革既会带来一些后果，也会

带来一些意义。关于改革的唯一一个确定的效应是

表意功能。通过强奸法上同意的争论，霸权性的性

别规范遭到了废黜。无论法律改革的工具性效果如

何，法律的表意功能确认了某一些文化规范比另一

些文化规范具有更高的正当性。而为了避免文化意

义上的失败，反对改革的一方会坚持“暴力或者暴力

威胁”的要件［38］(P799)。按照这样的思路，就美国 而

言，我们可以说，积极同意无论在大学校园的实施效

果如何，在文化意义的表达上已经大获全胜，教育法

领域完成了一次重大意义的同意范式的转换，法律

宣布女权主义的话语模式胜出。尽管刑事司法领域

还没有接受积极同意，然而美国学术界对积极同意

的高度支持也几乎等于宣布了文化意义上的胜利，

暴力要件的支持者或者保持了沉默，或者软化了

立场。
把对积极同意的梳理简单地划分为支持或者反

对两大阵营，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我们看到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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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主义阵营内部的讨论也是丰富的。激进女权主义

认为“同意”概念是自由主义的虚妄构想，然而看起

来另辟蹊径的“是否受欢迎”标准却像是一个积极

同意的加强版。性积极女权主义的批评提醒我们，

进步主义脉络下的积极同意标准，可能有与保守传

统共谋的一面，然而吊诡的是，坚持传统立场希望保

留暴力要件的一方却反对积极同意标准。这一切都

只能是挑战了我们“是”与“非”二元对立的思维，以

至于本文的标题，也成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带有反身

性思考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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