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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影响调查——北美和加勒比地区 

介绍 
2020 年 4 月，NSWP 发起了一项全球调查，以了解 COVID-19 对性工作者的影响。调查

共收到来自 55 个不同国家的 156 份答复，其中 53 份答复来自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6 个国

家: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苏里南、特立尼达和美国 1。 

 

法律概况 2 
 
加拿大 

在加拿大，性交易是合法的，但在学校、操场或日托中心附近的公共场所拉客是违法的。

作为一名性工作者，仅仅是在被禁止的地方拉客都是违法的。购买性行为和为购买性行为

而进行的交流是违法的。性工作不被视为工作。 

 

圭亚那 

在圭亚那，以“卖淫为目的”而闲逛和强制要求（别人购买）是违法的，但购买性服务或与

之相关的活动则不违法。在公共场所拉客、靠性工作的收入生活、拉皮条和妓院经营等相

关活动都是违法的。有一条法律禁止“妓女”在室内聚会。移民法规定，如果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这个人是为了“卖淫”目的而来的，国家有权拒绝入境。 

 

墨西哥 

在墨西哥，性工作的法律在地方层面有所不同。在一些州，性工作是受管制的，而在另一

些州，它是非法的。提华纳市提供了一个管理的例子，性工作在该市受到管制，性工作者

必须登记并接受强制性健康检查，才能获得健康卡并合法工作。如果你有健康卡，你可以

在指定的区域或有执照的场所从事户外工作。如果你以其他方式工作，就会被认为是非法

的。购买性服务不犯法。墨西哥的反人口贩卖法将人口贩卖与性工作混为一谈。危险的

是，它的范围很广，包括“以卖淫为生”。 

 
1 注:完整数据仅来自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特立尼达和美国这 5 个国家。 
2 ‘全球性工作法律概况’， NS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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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 

出售和购买性服务并不违法。虽然性交易场所经常得到当局的容忍，但从技术层面上讲，

相关场所的经营、拉客和购买服务都是非法的。 

 

特立尼达拉岛 

在任何地方为“不道德的目的”拉客都是违法的。靠性工作的收入生活，拉皮条和经营性服

务场所都是违法的。购买性服务不犯法。移民法规定，如果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个人是为

了“卖淫”目的而来的，国家有权拒绝入境。 

 

美国 

性工作在州和国家层面都有规定，美国各地的性工作法律也各不相同。在美国许多州，购

买性服务是违法的。在移民方面，在过去 10 年内从事过性交易或“试图从事卖淫或收买妓

女”的人可被拒绝入境。 

 

COVID-19 对北美和加勒比地区性工作者的影响 
 
COVID-19 大流行与其他健康危机一样，暴露了现有的不平等，不成比例地影响了已经被

列为犯罪、边缘化和生活在财务不稳定状况下的人，这些人往往处于社会保护机制之外。

来自各地区的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报告说，他们缺乏获得国家社会保护计划的机会，而且

正在被为其他工作者制定的紧急社会保护措施被排除在外，特别是在性工作被定为犯罪的

地方。由于 COVID-19 大流行，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都面临困难，收入完全丧失，歧视和

骚扰增加 3。 

 

请描述您所在地区的性工作者社区是如何受到 COVID-19 影响的。 

“（生活）完全摧毁了。人们正在挨饿。人们害怕工作，或者不能工作。”——性工作者组

织，加拿大 

 

 
3 COVID-19,” NS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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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的性工作者社区受到冠状病毒的严重影响，州和联邦政府的歧视政策禁止向性工

作者提供与其他公民同样的帮助，这导致我们很多人继续工作来支付账单。”——美国性

工作者组织 

 

由于性工作者及其客户自我隔离，性工作者得不到保护，越来越脆弱，无法养活自己和家

人。许多性工作者现在发现自己处于更危险的境地，遭受暴力的风险也更大 4。 

 

“俱乐部都关门了，所以我没有跳舞的地方。客户开始以傲慢和辱骂的方式联系我，期望我

是绝望的，接受他们的任何要求。甚至还要比平时便宜！身体攻击性强，令人讨厌。尽管

事实上没有额外的补贴，许多顾客仍然觉得我有资格在危险的社区/场所和条件下的私人聚

会上出来为他们服务。”——性工作者，美国 

各国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当被问及对本国政府应对 COVID-19 的措施作出回应时，答复如下。 

•33/33 的受调查者报告了社交或身体距离措施 5。 

•28/33 的受调查者报告了易感染人群的自我隔离 6。 

•22/33 的受调查者报告隔离了某些地区或人群 7。 

当被要求列出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时，16 名受访者给出了答案，更多地谈到了封锁限制及

其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8。 

“酒店房间只给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只测试特定的人群。健康指导方针规定，必须停止

所有面对面的身体活动，并处以罚款。增加了警察的投入。无证工人没有资格获得紧急福

利，只有纳税的人才有资格获得紧急福利。”——性工作者组织，加拿大 

 
4 COVID-19,” NSWP. 
5 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特立尼达，美国。 
6 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特立尼达，美国。 
7 加拿大，圭亚那，特立尼达，美国。 
8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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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了华盛顿州的经济。在这一紧急时期通过的联邦救济法案被限制给予任何从事性产

业的人，即使他们是合法的工作，如脱衣舞娘或性玩具制造商。”——性工作者，美国 

“关闭酒店、酒吧、餐馆，暂停不必要的政府服务。”——性工作者组织，墨西哥 

 

针对 COVID-19，各国政府或执法部门是否采取了直接针对性工作者的压制性措施? 

 

根据有关措施一览表，回应如下: 

•19/33 的受调查者报告关闭了性交易场所、酒吧、按摩院等 9。 

•12/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在以街头性工作闻名的地区进行了打击 10。 

•8/33 的受调查者报告了对独立的性工作加强了监控 11。 

•6/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突袭、逮捕和起诉增加 12。 

•1/33 的受调查者报告 COVID-19 强制检测 13。 

•1/33 的受调查者报告因 COVID-19 检测呈阳性而被起诉 14。 

当有机会补充其他措施时，10/33 个受访者提供了答复，其中涉及加强对性工作的监测以

及政府正在执行的对已经处于危险状态的性工作者产生不利影响的措施 15。 

 

“要求酒店工作人员如果怀疑性工作者在酒店工作，必须通知警方，否则将面临吊销营业

执照的处罚。”——性工作者，美国 

 

“在安大略省，当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时，我们必须出示身份证件，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身

份证件，这对每个人都不安全，尤其是非法移民。”——性工作者，加拿大 

 

“政府不会给需要支付孩子抚养费的人支票，这意味着政府不在乎你的死活。”——美国性

工作者组织 

 
 

9 加拿大，墨西哥，特立尼达，美国。 
10 加拿大，圭亚那，特立尼达，美国。 
11 加拿大，特立尼达，美国。 
12 加拿大，圭亚那，特立尼达，美国。 
13 美国。 
14 美国。 
15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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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对性工作者有什么影响? 

有 26/33 名受访者回答了这个开放式问题，每个人都深入了解了性工作者在这一流行病期

间所面临的极端不平等程度 16。 

“经济上、身体上、情感上以及作为父母（都受到了伤害）。”——性工作者，圭亚那 

 

“我们无法遵守政府的所有指导方针和法律，因为除了密切接触工作，我们没有其他收入来

源或支持，而这正是我们应该避免的。””——性工作者，加拿大 

 

“尽管在性工作者工作的许多地区，警察/安全部队的出现增加了，但逮捕人数并没有上

升，但是外出帮助性工作者的支持组织正受到警察/安全部队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使得支持

性工作者变得困难。”——美国性工作者组织 

 

COVID-19 是否减少了基本卫生服务和商品的获得? 

除了全球经济危机之外，目前的危机也严重影响了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性工作者正面临

以下方面的影响: 

•19/33 的受调查者报告避孕套和润滑剂的使用减少 17。 

•20/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获得减少伤害服务的机会减少 18。 

•9/33 的受调查者报告说获得艾滋病毒治疗的机会减少 19。 

•21/33 的受调查者报告获得性传播感染检测和治疗的机会减少 20。 

政府或地方当局有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帮助保护性工作者? 

33 项完整调查的回应如下: 

•2/33 的受调查者报告暂时禁止突袭、逮捕和/或起诉与性有关的犯罪 21。 

•3/33 的受调查者报告该国政府正在确保有证件和无证件的移徙性工作者能够获得保健服务

22。 

 

 
16 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美国。 
17 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特立尼达，美国。 
18 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美国。 
19 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特立尼达，美国。 
20 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特立尼达，美国。 
21 美国。 
22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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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机会补充其他积极的政府或地方当局措施时，8 名受访者提供了答案。许多回应反映

了性工作者仍然无法企及的救助计划 23。 

 

“只有一些食品供应和经济支持，但只是给那些提交官方文件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

是女性，不相信数据使用的保密性，所以很多人被排除在外。”——性工作者组织，墨西哥 

 

“华盛顿州对无证移民非常友好，允许他们享受州医疗保健和其他项目，但如果他们知道这

个人是性工作者，就会拒绝他们。”——性工作者，美国 

 

性工作者是否包括在社会保护/经济支援计划内? 

答复者得到了一份社会保护和经济支助计划的清单，并被要求说明哪些计划对一般人口可

用，以及这些计划是否也对性工作者可用。 

 

方案:为受雇者和自雇者提供的收入支助计划——由国家支付部分收入或失业津贴。 

•27/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 24。 

•9/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该计划可用于性工作者 25。 

 

方案:为那些面临困难的人提供紧急资金。 

•21/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 26。 

•5/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该方案对性工作者有效 27。 

 

方案:紧急食品包装/必需品。 

•17/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 28。 

•11/33 的受调查者报道称，该计划对性工作者有效 29。 

 

方案:租金/按揭纾缓计划。 
 

23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24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25 加拿大，美国。 
26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27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28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29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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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 30。 

•2/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这一方案适用于性工作者 31。 

 

方案:禁止因拖欠租金或抵押贷款而被驱逐。 

•24/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 32。 

•11/33 的受调查者报道称，该计划对性工作者有效 33。 

 

方案: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紧急住房选择。 

•29/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 34。 

•8/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该计划对性工作者有效 35。 
 
此外，三位受访者提到了美国如何对待对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 

“他们实际上已经把无家可归的人聚集起来，把他们放在政府指定的潮湿的地方里，甲型肝

炎病例像野火一样蔓延。”——性工作者，美国 

 

“在美国大多数地方，无家可归的人流落街头。事实上，在内华达州，人们把无家可归的人

安置在在空荡荡的停车场里，就像他们是没有帐篷的狗一样。有些城市把无家可归的人安

置在旅馆里，但在罗德岛，他们没有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庇护所，我们大多数的无家可归

者庇护所总是满的。我们当地的避难所已经感染了一些人，因为工作人员可以进出，因此

传播了感染，我们的监狱和养老院也有同样的问题。”——美国性工作者组织 

 

“我知道旧金山试图让无家可归的人住进空无一人的酒店房间。我没听说有人因为是性工作

被拒之门外，但听说有人因为服用阿片类替代药物 Saboxone 而被拒之门外。我不能想象

如果性工作者申请援助，他们会公开说他们是（性工作者）。”——性工作者，美国 

 

如果性工作者没有资格参加这些计划，为何受访者认为他们被排除在外? 

 
30 加拿大，美国。 
31 加拿大，美国。 
32 加拿大，美国。 
33 加拿大，美国。 
34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35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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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名受访者回答了这个问题，讨论了有关歧视、污名化以及将性工作定为犯罪的法律问

题。 

正如加拿大的一名性工作者所指出的，“房租仍然需要支付，而且由于我们的工作被定为犯

罪，我们甚至不能准确地报告我们的税收，所以许多加拿大性工作者没有得到 CERB 或 EI

的帮助。” 

 

“他们并不被视为高度脆弱的群体，针对他们的不可见性，我们采取了措施。”——性工作

者组织，墨西哥 

 

“很多原因。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为耻辱。但更具体地说，黑人性工作者、有色人种性工作

者、无证性工作者、变性性工作者和残疾性工作者更有可能没有资格，而白人身体健全的

性工作者则也没有资格。”——性工作者，美国 

 

性工作者社区如何应对这一危机? 

 

应急资金 

20/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当地性工作者社区已经设立了紧急基金，或正在努力寻找资

金。 

这些反应说明了性工作者社区对危机的反应是多么迅速，但也说明了社区需要外部投资，

以便能够有效地支持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36。 

 

“是的。温哥华的 PACE 设立了一个人们可以获得的社区基金;我想他们在 5 周内已经分发

了 2 -3 万美元。”——性工作者，加拿大 

 

“我们一直在筹集资金，并向申请工作的性工作者发放现金补助。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为

性工作者社区提供了超过 21 万美元，但我们还需要 21 万美元。”——性工作者，美国 

 

紧急粮食供应 

 
36 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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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的受调查者报告称当地性工作者社区已建立紧急粮食供应 37。 

“储藏室是 SIBISO 提供的，就像一些性工作非政府组织组织起来收集食品杂货并建立小储

藏室来支持我们的同伴一样。”——性工作者组织，墨西哥 

 

“把亚马逊捐赠的大量食物和物资分发给无家可归的性工作者组织。”——性工作者，美国 

 

紧急住房 

8/33 的受调查者报告提到了性工作者社区提供的紧急住房支助，但仅限于同行提供的非正

式住房，提供露营设备和游说当地政府 38。 

 

“社区里的许多性工作者都向有需要的同伴敞开了家门。”——性工作者，美国 

“为无家可归的工人提供了露营设备。”——性工作者，美国 

“我们的组织正在推动城市预防性地开放酒店房间。”——性工作者组织，加拿大 

 

在线支持 

性工作者社区一直依靠数字空间提供支持、紧急服务，并互相培训如何将工作转移到网

上。当被问及有关在线支持的具体问题时，14/33 的受调查者提供了关于性工作者利用虚

拟环境应对当前危机的其他方式的进一步细节。许多回复提到了社交媒体上的非正式支持

网络，但也有一些详细说明了各组织如何利用虚拟空间来确保性工作者有资格获得政府支

持 39。 

 

他说:“我们在税收方面提供援助，这样人们就有资格获得经济刺激计划。同时，帮助人们

了解房租减免和其他服务。”——美国性工作者组织 

 

性工作者社区反应与政府建议 

调查要求受访者详细说明性工作者社区对 COVID-19 的反应与其政府的建议有何不同。

29/33 的受调查者回答了这个问题并提供了关于差异的进一步资料 40。 

 
37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38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39 加拿大，美国。 
40 加拿大，圭亚那，墨西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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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我们理解一些人不能自我隔离的事实，我们支持那些被迫不顾健康准则继续工作的

人，而不是将他们定罪。”——性工作者组织，加拿大 

 

“是的，因为政府只涵盖一个方向，这就是为什么以性工作为主导的组织向我们的同龄人提

供服务和情感支持非常重要。”——性工作者组织，墨西哥 

 

“我们已经预料到了政府对性工作者的回应。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回应，

但我们不会假装承担国家的责任。”——性工作者组织，墨西哥 

 

“是的。许多人仍然觉得有必要出去工作，但有些人已经开始从在线工作中赚钱了。不幸的

是，特权越少，这样的选择就越少。”——美国性工作者组织 

 
其他 
在被问及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性工作者社区相互支持的其他方式时，6 个

答复中有 2 个提供了更多关于向性工作者提供不同基本用品和护理包的信息。 
 
"分发个人护理用品的护理包。”——性工作者，加拿大 
“SWOP Tampa Bay 仍在用物资(避孕套、润滑油、零食、卫生用品等)开展街头

推广活动，许多客户也资助了这项活动。” ——性工作者，美国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还需要什么措施帮助保护性工作者? 
最后这个开放式问题有 21 个答案。这些回应包括从迫切需要合法化，到更好的

社会保护机制，以及呼吁性工作者组织团结一致。 
 
“我们需要基本的一般收入。我们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有必要，不仅要保证性工作者的安全，还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不要被水

淹没。”——性工作者，加拿大 
“不同的性工作组织必须团结起来，而不是充当领导角色——在这场 COVID-
19 危机中，我们实际上因为与属于另一个地区组织的另一个组织一起开展“

Making Street”运动而被一个地区组织开除。有必要通过政府为性工作者和公

共食堂设立庇护所。为性工作者提供财政和/或食物支持”——性工作者组织，

墨西哥 
 
“合法化是唯一能结束歧视的事情。或者至少开始相互尊重和尊严的旅程。不

达到目标，我们是不会罢休的。”——性工作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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