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的，罗伊诉⻙德案被推翻了。

⼤家看⻅消息了吗。 

当地时间6⽉24⽇，美国 ⾼法院裁决推翻“罗伊诉⻙德案”。1973年此案裁决使堕胎在美国

合法化。

早在5⽉初，美国媒体就披露了美国 ⾼法院⼀份98⻚的意⻅草案，该草案意图推翻数⼗年

前的罗伊诉⻙德案和凯⻄案裁决结果，⽽这两起案件保障了美国妇女堕胎权合法化近半个世

纪。

是的， 新的消息是，美 ⾼法院正式将“罗伊诉⻙德案”推翻，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

这意味着美国各州可能被允许决定⾃⼰的堕胎规则，根据研究⽣殖权利的非营利组织古特⻢

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的数据 ，预计有20多个州将对堕胎进⾏限制，甚⾄在⼤

多数情况下完全禁⽌堕胎。

这⼀消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骇浪，“使女的世界”已经到来。

草案的推翻，意味着此后⼈们将会⾯临对女性⽣育⾃主权的进⼀步限制和剥削——

太多⼈艰苦抗争了数⼗年才换来的进步，正真真切切地，⾯临⽆可挽回的倒退。

这篇⽂章，我们将回顾这⼀切。

“得州⼼跳”的诞⽣，早已经预⽰了今天

在美国政界，堕胎合法化与反堕胎，⼀直是争议焦点，“在 ⾼法拿到多数席位并推翻罗伊

诉⻙德案”是共和党梦寐以求的⼀件事。

罗伊诉⻙德案被推翻，也并非毫⽆预兆。

2021年9⽉1⽇，被称为全美 严堕胎法案的得克萨斯州参议院第八号法案（S.B. 8）正式⽣

效，对于处于保守阵营的得克萨斯州⽽⾔，这项极为严厉的反堕胎法案的公布，也并非突如

其来。

早在2020年3⽉份，得州州⻓格雷格·阿伯特 (Greg Abbott) 以保证新冠患者所需的医疗资源

为由，禁⽌了所有并非“立即具有医学必要性”的⼿术，该州司法部⻓宣布该限制适⽤于堕

胎。⽽在⻓达数周的法庭⽃争中，政治上保守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对该措施表⽰了⽀持。

因此，当时⼀些得州女性不得不冒着疫情的⻛险到州外寻求堕胎服务，直到4⽉中旬，禁令

结束。

美国社交平台上⼴为流传的⼀张图片，不少公众⼈物如Harry Styles也通过发布此图片发声

事实上，跨州所需要的⾦钱、交通与时间成本，并非所有女性能够负担，这也是S.B. 8⾯临

的主要批评之⼀。

根据研究⽣殖权利的非营利组织古特⻢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  的数据，⼈们平

均需要开⻋248英⾥才能在州外接受⼿术，⽽在州内只需要12英⾥。对于那些收入较低、有

⼯作在⾝、缺乏交通和经济困难的⼈来说，离开得克萨斯州⼀段时间去堕胎⼏乎是难以实现

的事情。

针对该法案的相关评估项⽬指出，在具有堕胎意愿的10⼈中，多达8⼈可能会因为法案的限

制⽽被迫继续怀孕。

2021年5⽉19⽇，州⻓阿伯特再次签署了⼀项名为“得州⼼跳”的新法案，禁⽌得克萨斯州的

怀孕妇女在专业医学⼈⼠检测到胎⼼后堕胎，除非怀孕妇女⾯临健康紧急状况的威胁，强奸

受害者也须遵守该项法案。

阿伯特表⽰：“我们的造物主赋予我们⽣命权，但每年仍有数百万⼉童因为堕胎失去⽣命

权。在得州，我们致⼒于拯救这些⽣命。”

图 / 微博

“⼼跳法案”此前也在⾄少12个州被提出过，但⼤多数被联邦法院阻⽌了。

当前的医疗技术可以在怀孕6-8周时检测到胎⼼。然⽽，很多女性在怀孕6周时可能还⽆法意

识到⾃⼰怀孕了。

当女性发现⾃⼰⽉经没来时，通常已经四周过去了，加之经期本⾝极为不规律，甚⾄可能六

周之后部分女性才会得知⾃⼰怀孕。在极短的时间内，需要女性知悉⾃⼰怀孕、消化和同TA

⼈沟通这个信息，并做出是否要堕胎的选择，这违背了对于怀孕女性应该具有的关怀伦理。

此外，S.B. 8法案还在“⼼跳法案”的基础上，朝“使女的世界”更进了⼀步——它赋予公⺠权

⼒去起诉堕胎服务提供者与任何参与帮助堕胎的⼈，并在成功起诉后，起诉者有权获得⾄少

10000美元的赔偿。

在这样⿎励监视与举报堕胎的制度下，不仅仅是提供了堕胎相关医疗服务的医⽣和护⼠承担

着巨⼤法律⻛险，为孕妇提供⼼理和经济⽀持的家⼈伴侣、送孕妇去诊所堕胎的司机、批准

假期的公司领导，所有⼈都可能因为尊重孕妇⾃主选择⽽被迫⾯临被起诉的局⾯。

法案正式⽣效后，美国 ⾼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驳回了女性堕胎权倡导组织

针对该法案的紧急上诉，允许得州实施该法案。

这也是⽀持反堕胎女法官艾米 ·巴雷特代替已逝的⾦斯伯格担任⼤法官以来，⼈们普遍的担

忧和恐惧——⾃1973年同样发⽣在得州的罗伊诉⻙德案开始所争取到的堕胎权，正在⼀点

点被推翻。

⽆数⼈在街头或者社交媒体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该项法案，声援得州女性。

因为禁⽌堕胎并非出于对任何⽣命的尊重，⽽恰恰是对女性⽣命的漠视。

艺⼈P!nk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SB 8的反对

重回罗伊诉⻙德案

让我们把频道调回半个世纪前的美国。

在美国女性争取堕胎权的抗争中，迄今为⽌ 为重要的⾥程碑，就是1973年美国 ⾼法院

对“罗伊诉⻙德案”的判决。对于关注性别议题的⼈来说，罗伊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

当时的简 ·罗伊（化名）是⼀位20岁出头的女孩。她出⽣于路易斯安那州，成⻓经历坎坷，

充满了不幸和苦难。

罗伊的⺟亲⼗分贫困，性格暴躁，且经常酗酒，怀孕并⽣下罗伊也并非出⾃本意。她的⽗亲

在她出⽣⼏年后也离开了⺟女⼆⼈。罗伊经常和⺟亲发⽣激烈冲突，动辄离家出走。

年轻时期的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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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以后，她被送到⼀所寄宿制的教会学校读书，在那期间遭到了数次性侵。

在这种情况下，她没能完成学业。离开学校后，她被送到⽗⺟的⼀个朋友家⽣活，据她说，

那个家庭中的男主⼈，“⼏乎每晚都会性侵⾃⼰”。

不久，罗伊便开始以打⼯为⽣，做着餐厅服务员、调酒师、游乐场招待等⼯作。15岁那年，

她第⼀次怀孕了，对⽅是⾃⼰在餐厅⼯作时通过⼀次搭讪认识的男⼈，之后，两⼈结婚，搬

到⼀起居住。但罗伊没有想到，对⽅是⼀个嗜好暴⼒的⼈，经常殴打她。

孩⼦⽣下来时，她才16岁，在⼀次格外严重的殴打以后，罗伊逃回了⺟亲家，并将⽣下来的

孩⼦交给⺟亲抚养。

⼏年以后，她再次怀孕，⽣下来的孩⼦被送养给另外的家庭（这种基于双⽅⾃愿的送／收养

在美国是合法的）。

在她20多岁时，她第三次怀孕了，终于，她不希望再次经受怀孕、⽣产对⾃⼰⾝体和精神带

来的巨⼤消耗，并从在酒吧认识的⼀位朋友⼝中，第⼀次听说了“堕胎⼿术”这个概念。

她当时和⺟亲在得克萨斯州⽣活。当她找到前两次帮助⾃⼰⽣产的医⽣提出希望堕胎时，才

被告知，原来在得州，堕胎并不合法。医⽣善意地为她提供了⼀名收养律师的联系⽅式，意

在劝她放弃这个念头。

罗伊案时期的女权运动，标语：堕胎是女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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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活在这类地⽅的女性，会选择旅⾏到其他可以合法堕胎的州进⾏⼿术，但收入仅能维

持温饱的罗伊并没有这个能⼒。

⽆奈之下，罗伊联系了那位律师，讲清⾃⼰的情况。意想不到的是，对⽅为⾃⼰联系了另外

两位女律师。她们和罗伊的年纪差不多，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希望寻找⼀个合适的案件代

理，来挑战得州、甚⾄整个美国规定堕胎非法的法律。

但这个理想，并不是罗伊有能⼒⽀持甚⾄能够理解的，“她们想改变法律，⽽我只想在还来

得及的时候完成堕胎”。

⻅过⼀⾯后，两位律师让罗伊将⾃⼰的感受代入其他太多⾝处类似困境中的女性，并⽤这种

共情说服了她。

罗伊在后来的采访中，描述过让她下定决⼼的⼀段对话：

“诺玛（罗伊的真名），你希不希望拥有、⾏使掌控⾃⼰⾝体的权利？”

“我当然希望。”

“你只需要在（诉状⾥的）这条虚线上签名。”

于是，罗伊成为了这个案件的原告，被告则是亨利 ·⻙德——罗伊所居住的达拉斯县的地区

检察官。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他负责起诉为女性实施了堕胎⼿术的医⽣。

华盛顿特区的美国 ⾼法院⻔前，简 ·罗伊（左）和其律师格洛⾥亚 ·阿雷德（右）

翻译：让堕胎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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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从得州地区法院开始⼀直被上诉⾄美国 ⾼法院。 终，9位⼤法官以7:2的比例判

定，在怀孕的⼀定期限内，堕胎的实施属于女性被宪法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隐私权的⼀部

分，不得被外部因素⼲涉和阻挠。

这个决定在法理上略显抽象，但实际的效果是，将女性的堕胎权定义为直接受宪法保护的基

本权利之⼀。

以今天美国两党政治在各个领域都⼗分极化的现实来看，这个7:2的比例可以说是难以想象

的，更不要说执笔写下多数意⻅判决书的，是⼤法官哈⾥ ·布莱克⻔，他是在1970年由以强

硬保守著称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提名的。

⼈们发现，当时美国禁⽌堕胎的法律，从内容到来源都⼗分荒唐：

比如，在19世纪50年代，成立初始的美国医学会曾推动将堕胎入罪，⽬的是减少当时妇产

医⽣所⾯临的竞争；

⼀些反移⺠的团体也曾⼤⼒反对堕胎，因为他们担⼼本⼟⽩⼈妇女的⽣育率会因此降低，从

⽽使移⺠的后代⼈⼝比例增⼤。

反堕胎倡导者试图于1981年1⽉18⽇在波⼠顿的法纳伊⼤厅参加⽀持堕胎权利的⽰威活动。

标语：堕胎是谋杀！堕胎是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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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些州纷纷修改相关的法律，将堕胎合法化。虽然罗伊所居住的得州并不在其中，但

依然有⼀⼤部分是南部和中⻄部的保守州。这也再次说明了当时的堕胎议题，还没有被卷入

两党的纷争中。

因此，罗伊诉⻙德案在结果尘埃落定后的⼏年⾥，并没有激起太⼤的争议。

反堕胎为何成为焦点

变化发⽣在70年代末。

当时，美国国税局决定⼤规模撤销南部州教会学校所享受的税务减免和优惠，因为这些学校

打着⾃由权的名义，拒绝像公立学校⼀样进⾏废除种族隔离的努⼒。

这些学校往往隶属于福⾳派基督教会，教会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福⾳派

缺乏以整个团体为单位的政治参与，因此便开始寻找能够团结受众的议题。

经过许多调查和尝试，“反堕胎”被从⼀众议题中挑了出来。他们迅速对这个概念进⾏了包

装，宣称胎⼉从受孕开始便拥有意识和“神圣的⽣命权”。

这些尝试的效果很好，没过⼏年，反堕胎迅速成为了福⾳派基督教团体参与政治讨论的焦

点。

由于他们也是保守派共和党核⼼选⺠的⼀部分，反堕胎也迅速挤进共和党的核⼼纲领之⼀。

80年代，⾥根成为了第⼀位靠强硬反堕胎立场，巩固了⾃⼰⽀持率的共和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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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近的⼗多年间，经历了茶党运动和特朗普的胜选后，保守派被筛出的核⼼选⺠向更偏

激的⽅向发⽣了极化。

注：茶党运动，是⼀个于2009年初开始兴起的美国财政保守政治运动。该运动的成员呼吁降低税收，并

通过减少政府⽀出来减少美国的国债和联邦预算⾚字。

他们典型的⾝份是“中产⽩⼈男性”，在愈发多元化、愈发反思结构性不公的美国社会，他们

感到⾃⼰即将⼀点点失去特权，因此便通过⽀持欺压弱势、边缘群体的⽅式“反击”，缓解⾃

⼰的不安全感。他们攻击的对象，有种族正义、性少数的平等，当然也有女性对⾝体的⾃主

权和堕胎权。

堕胎这个议题，就更加深入地和保守派价值绑定到了⼀起，围绕它的争论也就成为了今天⼈

们熟悉的样⼦。

保守派在司法层⾯上的尝试，⾃然就是试图推倒罗伊诉⻙德案，或尽可能缩⼩它所保护的范

围。

但在这⼏⼗年间⼀直没有变化的，是美国主流⺠众对待堕胎的态度。

许多权威⺠调得出的结果显⽰，70%左右的美国⼈⽀持罗伊诉⻙德案界定下的标准：在胎⼉

⼏乎已发育健全后的怀孕晚期，堕胎应当受到⼀定限制，但在怀孕早期，选择堕胎的权利则

应属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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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此内容的⼈还喜欢

73%的美国⺠众反对推翻罗诉⻙德案的决策（即有73%的⼈⽀持该案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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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影响到许多⾼院⼤法官提名⼈对此的表态。

1987年，参议院否决了⾥根提名的⼤法官候选⼈伯克，因为他不仅反对罗伊诉⻙德案结

果，更反对早先⼏个构成罗伊案法理基础的判例。此后，其他被提名⼈基本选择了含糊其辞

地回避这个问题，表⽰⾃⼰会“尊重先例”。

当然，其中的⼀个例外，就是⾦斯伯格⼤法官。

在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上，她清晰地表明了⾃⼰对堕胎权的⽀持，说这种权利“是女性⽣命

和尊严中 中⼼的⼀部分”，是“必须⾃⼰作出的决定”，⽽做决定的权利被⼈夺走，意味着

她们“没有被当作完整的⼈来对待”。

图 /《女⼤法官⾦斯伯格》

但绝⼤多数被正式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其实并没有真正履⾏⾃⼰“遵循判例”的承诺。他们

只是没有直接地完全推倒罗伊案的结果，却允许各州逐渐对堕胎添加愈发严苛的限制，并判

定这些限制并不违背罗伊案判例。

在 近的⼏⼗年间， ⾼法院⼀直在向保守的⽅向转弯，女性堕胎权在经历了罗伊案的⾼峰

后逐渐承受着侵蚀。

⽬前，在密⻄⻄比、密苏⾥、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弗吉尼亚这五个州，各仅剩⼀个合法

的堕胎⻔诊存在。

⽽S.B. 8的颁布，更是直接动摇了罗伊诉⻙德案以来的抗争成果，总统拜登谴责该法案“前所

未有地侵犯了女性的宪法权利”。

但现实就是如此荒谬、⽆耻⼜残忍。

如今，“罗伊诉⻙德案”被正式推翻，这将进⼀步在限制女⼈⾝体、权益与⾃由⽅⾯发挥巨⼤

的影响。

保守的浪潮，正在席卷女性的命运。

写在 后

在⽣育这件事上，女性⼀直是⾝不由⼰的。

《圣经》把女⼈怀孕⽣⼦的痛苦解释为夏娃偷食禁果的惩罚，试图说服女性将此当作宿命来

接受。

孕育和⽣育后代是种族延续⾄关重要的天赋能⼒，但⽆奈这种“天赋能⼒”没有帮女性获得更

多利益，却成为女性的负担，并让女性⾝体成为⼀个复杂的战场。

跟男性⾝体的相对⾃由相比，女性⾝体受到的⼲预实在太多太多了。

-“你打掉的那个⾝体和⽣命不是你的”

-“我的⼦宫是我的⾝体”

-“我那不得不⽣出巨⼤宝宝的阴道，是我的⾝体”

图 / 纪录片《Abortion On Trial 2017》

⽽女性反抗这种“宿命”的努⼒也⼀直没停过，哪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堕胎尚未被合法化时，织针、钢丝衣架、导尿管……很多物品都曾被⽤作堕胎⼯具，只要

它们的⻓度⾜够伸入⼦宫。

看着曾经为争取堕胎权⽽留下的⾎与泪，我们深知，今天的⼀丁点退让，都将付出难以挽回

的代价。

女性的⽣育权，⼀步也不能退。

美国 ⾼法院外正在抗议的⼈群

图 / ⽹络

P.S. 本⽂根据橙雨伞往期⽂章《川普⼜作妖？⼀位反堕胎女法官或将接替⾦斯伯格席位》、《维也纳的堕

胎博物馆⾥，记录着女性与⽣育⽃争的4000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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