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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性婚姻合法，为了爱与自由
       

       40年前，当Larry（左）在洛杉矶的同志酒吧里被警察“钓渔”执法时，他可能不
会想到有生之年，还可以与他的同性伴侣Rick合法结婚，更难以想象全美国的同志都
能争取到婚姻平权。
         2015 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同性婚姻合乎宪法。这
意味着同性婚姻在全美50个州全部合法，14个州对同性婚姻的禁令将随之撤销， 美
国成为第21个在全境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消息传出后，全美狂欢，很多同志伴侣喜
极而泣。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在社交网站发帖说，这是向平等迈进的一大 步，还专
门发来贺电，称赞大法官，“你们今天的表现将改变整个国家”。这被认为美国民权
运动史上，又一伟大胜利。撇开宏大的政治叙事，对于美国的LGBT 人群来说，这是
几十年来，无数人，为了爱与自由，所努力的结果。
         Larry记得，40年多前的那个晚上，他悄悄的来到同志酒吧，那时候他 年青帅
气，不像今天这般身材肥壮，他期待销魂的夜晚。刚坐下来，要了杯酒，老板乘着送
酒的机会向他使眼色，身边一个男人跟他打招呼，还伸手在他背上抚摸。 老板神秘
的眼色，让他不敢回应陌生男人的亲密动作，他酒未喝干，带着惊恐离开，第二天才
听说，是警察跑去同志酒吧钓鱼执法，有人被带走。Larry吓得一 年多再没有敢去同
志酒吧。
        那是同志最艰难的时刻，警察可以临检同志酒吧，同志们不堪其扰。1969年，6
月27日晚，纽约石墙酒吧的变装女皇们，再也受不了警察的骚扰，他们合力将来临检
的警察关在了酒吧里，趾高气昂的警察受到挑战，并因此曝发了现代同志历史上最具
标志性的“石墙事件”。
Larry说，美国的同志平权是千千万小人物，一起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千千万同志
的浴血抗争，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同志平权成果。同志的运动史上，可能没有他们的名
字，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默默的行动者。”
        2011年，我在美国洛杉矶同志中心学习，也为骑行活动做志愿者，有机会接触到
很多普普通通的同志们。与他们的交流，让我意识到，美国同志运动这些年的成就，
不是因为大人物们的一句话，也不仅是因为同志活动家们的努力，而是每一个人的参
与。
其实，一次亮相，一声纳喊，一次同志骄傲游行，汇聚成每一次的改变，还有今天的
成果。千千万万的人，为了爱与自由做所的一切，才争取到今天的成果。
分享我在美国做志愿者时，记录的两位小组伙伴的故事。或许，你更容易理解，为什
么是小人物促成了这些改变。
       
        琳达：我要为儿子做些什么
        65岁的琳达在AIDS life Cycle 10（以下简称ALC 10）做志愿者，我们一起被分在
交通组，负责维持起点和到达站的交通秩序。
        琳达个头不高，身体有些发福，金黄的头发在加州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更显夺目。
        她喜欢站在骑行终点站的入口处，每当有骑手从旁边走过，她用双手在空中夸
张地划出一个大圈，伴随腰肢摆动，双手的指尖轻轻指向终点站，口里不停得重复
着 “almost there”(就要到啦)、“you made it”(你搞掂啦)等句子。经过一天的艰难骑
行，就要到达终点，骑手们大多充满欢乐，回应琳达的是一张张笑脸和“谢谢”。
        这是琳达第一次 参加AIDS life Cycle做志愿者，她的儿子，41岁的马修是一位同
性恋者，今年第十次参加骑行。琳达从家乡飞到旧金山，然后跟随骑行的队伍一路前
行，历时一周到达洛杉 矶。在这期间，她跟年青人一样睡在野外的帐篷里。对于为
什么要来做志愿者的提问，琳达说，“我要为儿子做些什么。”
        直到21岁之前儿子都生活在“柜子”里，琳达记得马修向她出柜的时候，她有些
沮丧。不过，因为跟儿子关系一直很亲近，情绪很快就平复了下来。琳达并不担心儿
子的生活，她说儿子现在还是单身，她无所谓，到是她的丈夫有些着急，“他希望儿
子有个伴不孤单”。
你会在意亲戚朋友的看法吗？我问琳达。“对于我来说，儿子的幸福是最重要的，相
比之下，其他人的看法都算不了什么。”琳达这样回答。
        ALC 骑行的车手，必须为艾滋基金募集至少3000美元方能参加。这对马修来说并
不困难。琳达说，她每年会为儿子捐600-800美元，同时，她会在家里做一顿 非常丰
盛的晚餐，邀请30名左右的朋友参加，每位朋友会捐出30美元，这样能助儿子一臂之
力。因为她的帮助，马修每年都能募集5000美元左右。

        迈克：孙子比我早出柜四年
        与琳达来做义工支持儿子不同，58岁的迈克是来支持自己的。这个身材高挑，被
阳光晒的黝黑的男人几个月前才向家人出柜。“在这里我精神上解放了” ，迈克毫
不掩饰在ALC做义工的几天经历对人生带来的巨大改变。
       迈克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时，他靠酒精麻醉自己，夜夜买醉，前妻不堪忍受
离他而去。几年后，他有了第二次婚姻，并育有两个孩子。起初，性并未成为夫妻关
系 中的障碍，因为他总是喜欢“先让别人得到满足”。过了几年，他开始觉得力不
从心，但宗教的力量、自我不认同的恐惧，每当对男性有想法后，他总是告诉自己， 
那只是欣赏，并不说明什么。五年前开始，信仰已阻挡不住他寻找同性的内心渴望，
他背着妻子，在外面有了同性伴侣。
        四年前，他的孙子13岁 时向全家出柜，迈克装着很轻松的样子对他说，“OK，
这没什么大不了。”其他的家庭成员也都很容易就接受了。然而，迈克却没有孙子那
份勇气，他在“柜子” 里又多呆了四年。直到今年初，他的一位同志朋友鼓励他“
应当做真实的自己”。迈克犹豫了很久，他说，实在不想再撒谎。他鼓足勇气喊妻子
一起好好谈谈。向妻 子出柜时，他一直哭，等他说完后，发现妻子却异常冷静，妻
子对他说，永远把他当亲人。现在，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迈克说，他羡慕孙子这一辈，可以很坦然得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出柜时，家人都
能轻松接受。他恨不得自己生在这个年代，他说社会在进步，同志可以做真实的自
己，他为孙子这一代感到开心。
        迈克的出柜并没有引起家人的太大震动。女儿对他说，“老爸是GAY我一点也
不吃惊”，他83岁的老母亲略有不适，她问迈克，“你确定你真是同志吗？”“是 
的，我确定，100%确定”。迈克的母亲在跟当地同性恋亲友会的家长们沟通和分享
后，也很快平静下来。迈克说，很多人帮了他，所以他要来ALC做志愿者， 算是对社
区的一点回馈。
        ALC的第五天，所有骑手和志愿者都要换上红色打扮。迈克穿上他超短的红内
裤，对着身边经过的骑手们兴奋地舞蹈。他说，他的人生从没有像今天这般真实。
        “在这里没有什么顾虑，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是GAY。”迈克说，“明年我还
要来。”

（转自凤凰评论，作者：阿强）

 
亚裔社区门诊 2015年服务时间  

日期  基础科医生  专科医生  特别服务  

7/25/15 Peggy Hu 胡培怡 Jane Chen, dentist, 陈剑，口腔科 
HepB 
screening 

8/29/15 Xiong Guo 郭雄 Amy Dich, Pediatritian, 陈雅瑜，小儿科  

9/26/15 James Zhang张晶   

10/31/15 Qinwang-Joy 王勤   

11/21/15 Juan Chang Raymond Wong, dentist 王重光，口腔科  

家庭科：胡培怡，毛海洪，严皓，Juan Chang，郭雄   
内科：何成诗，杨红梅, 张晶（神经科），韩新强（心血管科），王勤（肾科），李志雄
（神经科），田建明 （消化科）   

其他专科：张宏星（药剂师），李清（眼科），Millie Chang （口腔科），陈剑（口腔科），王重光（口腔
科）， 
Gene Hsiao (整形外科) ，陈雅瑜（小儿科），萧苏红（针灸中医科），   

地址：印城华人教会（地下室） 
            3450E. 116th Street,Carmel,IN 46033 
时间：周六上午 9-12时； 
            就诊两天前预约，额满即止；必须有电话回复。如无电复，恕不就诊。 
预约电话：317-550-9703 
亚裔社区门诊是由印城华人医学会（ICMA）组织的为没有医疗保险的印州亚裔居民服务的免费门诊。 

        我本身是一个支持同性恋的
人。因为我觉得所有人对爱和追
求爱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不应该
因为性别的原因而遭到歧视。就
我本人而言，我的身边有很多的
同性恋朋友，他们人都很善良，
并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的生活。其
实同性恋者的行为并没有像同性
恋恐惧症（恐同症）患者宣传的
那样极端，我遇到的大部分同性恋者心地都很善良，他们和我们异性恋一
样，只是为了能够追求自己所爱。而且同时也想要和异性恋者一样拥有同等
的权利。让自己的一份感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我对于这次法案的通
过非常支持。简单来说就是“Love Wins”。

曾文青
异性恋者

匿名
同性恋者

        我认为此次同性婚姻法的通过是同性恋维权的一大进步。对于身为一个
外国人的我来说，其实这项法案的通过对我本人并没有影响。在这个法案通
过之前，在美国的很多州，比如加州和伊利诺伊州，同性婚姻都是合法的，
若你在以上州结婚的话，你享有的是和异性恋一样的权利。但这次法案通过
后，就不再存在对于同性婚姻权利无法保障的州了，这减少了很多的顾虑。
另一方面，我认为合法婚姻这件事情对于异性恋者来说从出生那天就享有
了这项权利，但是人的一生并不是以结婚为最终目的，所以即使是身为一个
异性恋者，活到了适婚年龄，也可能从来没有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对于生活有
多大意义。对于同性恋来说也是一样的，哪怕今天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了，
但是我的生活依然还是我的生活，我并不会为此开始寻觅一个适合结婚的伴
侣，并以此为我人生一个重要目标。对于已经在一起很多年的伴侣，他们的
确得到了一些婚姻法给他们的保障，比如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还有继承财产
等等。但是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一代来说，生活依然照常。况且异性恋也有很
多选择保持单身的人。

Erika Johantges
异性恋者

I was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the passing of 
this new law. After all the hatred and controversy 
that’s been surrounding this issue for years, it 
was exciting to see a positive ending. And it’s 
comforting to know that now my gay friends not 
only have the choice but the right to marry their 
partners and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我一直非常期待能够通过这项新法令。在这么多一直围绕着这个话题的厌恶
跟反对后，能够看到这么一个积极正面的结果无疑是激动人心的。更让我欣
慰的是，我的同性恋朋友们现在有正当的，法定的权利与自己的另一半结
婚，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匿名
双性恋者

自我有性意识起，我就有幸在一民风开放的学校就读。
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出柜”的同性恋。逐渐地，我也不
清楚我的性取向到底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培养的了。不
过也不重要了。在以前大家对同性恋还接受程度还并不
是这要么高的时候，网上有一句流传甚广的为同性恋开
脱的话：我不是同性恋，我只是喜欢他/她这个人而已。
如今随着“同性恋是基因导致”这个说法逐渐被接受，
我倒是觉得“我只是喜欢TA这个人而已”这句话从我们
双性恋嘴里说出来更有说服力。
性取向原本对我而言也不是忌讳，但是毕竟也不是什么
需要大肆宣扬的事情。因此也少有人知道我的取向。一
次我与好友聊天，聊到双性恋的话题，他直直抛给我一
句，“你不觉得双性恋比同性恋更恶心吗？”犹如一记
闷棍打来。我差点以为他知道了我的取向故意来嘲笑
我，但其实他并没有。这不过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而
已。也是这时我才意识到，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异
性恋”来说，我跟同性恋一样，都是“非我族类”。以
前我总觉得自己跟同性恋是不一样，说的难听一些自私
一些，实在不行，我还有“异性恋”这一条退路。从此
对同性恋的权益问题更为关心了一些，因为开始有真切
的同病相怜的感觉。
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其意义不仅在于同性恋终于在权益
斗争中取得胜利，而是在于，他给了所有“少数人”一
个胜利的曙光：也许前路很艰辛，也许这需要耗上几个
世纪，但是，只要有胜利的希望，就让人有继续斗争的
力量。我们为什么需要关心“少数人”？因为我们每一
个人，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少数
人”：也许你是不婚主义者，也许你对功成名就毫无热
忱只想做一名支教老师，也许你是丁克一族……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理想开了
一个小型演唱会。我替他高兴，但是我实在不喜欢参加
那种活动，在去跟不去之间犹豫了许久。后来我的伴侣
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不去支持别人的理想，以后你的理
想，要谁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