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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诉⻙德案”被推翻，贫困⼥性将受到 ⼤影响

据美国有限电视新闻⽹（CNN）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24⽇，美国 ⾼法院作出

正式裁决，推翻“罗伊诉⻙德案”，取消近半个世纪以来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并将堕胎合法性

问题留给各联邦州⾃⾏应对。据⻓期追踪⽣殖健康数据的古特⻢赫研究所（ guttmacher

institute）称，美国共有13个州通过“触发法案”（trigger law），这也意味着，“罗伊诉⻙德案”

被推翻后，这些州将陆续宣布禁⽌堕胎法案⽣效。同时，据美媒报道，⾄少26个州已有或正

在推进相关法律，千万⼥性可能会失去合法堕胎权利。

 “罗伊诉⻙德案”是美国 ⾼法院于1973年对于保护妇⼥堕胎权以及隐私权的⾥程碑案件。

通过这⼀案例，美国 ⾼法院承认妇⼥的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该判决在⽣效后

的⼏⼗年间⼀直争议不断，尤其是美国社会中的保守派⼈⼠、反堕胎团体始终在努⼒推翻此

案。

纪录⽚《推翻罗伊诉⻙德案》（2018）剧照。

早前5⽉，《美国政治新闻⽹》（Politico）披露的⼀份⽂件显示，美国 ⾼法院试图推翻“罗

诉⻙德案”的判决，引起社会各界的震荡。我们先后跟进三篇⽂章：《美国社会的堕胎战，

⼀场没有结束的⽃争》⼀⽂回顾罗伊案前后，美国社会对于妇⼥权益和堕胎的观念变迁，以

及保守派如何利⽤关于堕胎权的争议，改造⾃⼰的政治语⾔和意识形态；《⼥性权益VS司法

⾄上：美国堕胎案争议背后的观念攻防战》⼀⽂从法律和制度上解读美国社会关于堕胎权的

争议由来，以及背后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交锋；《“罗诉⻙德案”恐被推翻，阿特伍德再

次呼吁捍卫⼥性堕胎权》⼀⽂报道了5⽉2⽇美国 ⾼法院内部⽂件被披露之后，加拿⼤作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英国《卫报》撰⽂谈⼥性堕胎权问题。

今天这篇⽂章，我们与读者分享《⾦斯伯格访谈录：RBG 给未来世代的声⾳》中⾦斯伯格关

于“罗伊诉⻙德案”案件裁决的反思与追问。作者杰弗⾥·罗森提及，2006年，奥康纳⼤法官

退休之后，⾦斯伯格多次表示⾃⼰担⼼“罗伊诉⻙德案”会受到限制，并认为那些⽣活在堕胎

权本已受限的地区的贫困⼥性会受到 ⼤的影响。但到了2018年，肯尼迪⼤法官退休后⼀个

⽉，⾦斯伯格称还是抱有半信半疑的希望—— ⾼法院不会恣意推翻⾥程碑式的先例，“罗伊

诉⻙德案”中保障怀孕早期⽣育选择权这⼀核⼼会得到保留。

作者｜[美] 杰弗⾥·罗森

《⾦斯伯格访谈录：RBG给未来世代的声⾳》，[美] 杰弗⾥·罗森著，李磊译，雅众⽂化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年

10⽉。

当鲁斯·巴德·⾦斯伯格被提名为 ⾼法院⼤法官时，她的宪法记录⾥ 具争议的部分就是她对罗伊

诉⻙德案中的法律推理所提出的批评。她认为罗伊案的裁决过于宽泛，未能使舆论赶上法院的脚

步，⽽这⼀观点招致了⼀些⼥权主义团体的反对。⾦斯伯格辩称，如果 ⾼法院在1973年只是推翻

了该案中有争议的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并抵御住了将⼀种全国性框架强加于堕胎问题之上的诱惑，

该案可能会引发较少的反弹，同时也能允许越来越多的州⽴法机构⾃⾏承认⽣育的选择权。

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批评她的⼥权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斯伯格正在为⽣育选择权奠定⼀种更

为坚实的宪法基础，即这⼀选择权植根于⼥性的平等权，⽽不是隐私权。⾦斯伯格拓展了她在20世

纪70年代担任辩护律师时提出的论点，她坚持认为 好不要将限制堕胎理解为⼥性和男性医⽣之间

的私⼈问题；不如说这些限制限定了⼥性定义⾃⼰⼈⽣选择的能⼒，对其强加了男性⽆须承载的重

负，从⽽侵犯了宪法赋予⼥性的平等权利。⾦斯伯格坚称，如果罗伊诉⻙德案的裁决是基于宪法的

平等保护条款，⽽不是正当程序条款，那么它在宪法上会更具说服⼒。

纪录⽚《⼥⼤法官⾦斯伯格RBG》（2018）剧照。

事实证明⾦斯伯格的批评很有先⻅之明。1992年6⽉， ⾼法院在计划⽣育联盟宾夕法尼亚东南分

部诉凯⻄案中⽀持了罗伊案中的⼀项意⻅，该意⻅默认了对堕胎的限制的确同时关涉⼥性的平等权

和隐私权，⽽这让⾃由派和保守派都深感意外。

⼏个⽉后，⾦斯伯格在纽约⼤学法学院发表了她那场名为《以司法之声⾔说》的⻨迪逊演讲，克林

顿总统向莫伊尼汉参议员提到的正是这次演讲，也是他对“⼥⼈们都反对她”表示忧虑的起因。在这

次演讲中，⾦斯伯格称赞了安东尼·肯尼迪、桑德拉·戴·奥康纳和戴维·苏特这⼏位⼤法官，因为他

们在凯⻄案中撰写的意⻅承认了⼥性“掌控（她的）⽣育期的能⼒”和她“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

⽣活……的能⼒”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斯伯格特别指出，⼥性的平等权在罗伊案中是⼀个不那么

突出的主题，该案中已经“加⼊了孕妇可⾃由履⾏医嘱的权利”，她表示这项裁决如果能更精准地聚

焦于⼥性平等权，罗伊案的争议可能就不会那么⼤。

⾦斯伯格在演讲中还批评了罗伊案中的那份“激动⼈⼼”的意⻅，她认为这份意⻅不够审慎。⼤法官

们为整个国家制定了⼀套全⾯的法规，⽽不仅仅是推翻该案中存在争议的得克萨斯州的堕胎禁令

（该禁令规定只有挽救⽣命的医疗程序才能破例），并与各州的⽴法机构展开对话。⾦斯伯格设问道：“假设

⾼法院就此打住，合理地宣布这⼀全国 具极端印记的法律违宪，⽽不是像在罗伊案中所做的那

样进⼀步打造出⼀种全⾯覆盖该问题的制度或⼀整套规则来取代⼏乎所有在当时⾏之有效的州法，

那么⼀个不那么包罗万象的罗伊案，⼀个仅仅推翻得克萨斯州的那条极端法律⽽不再向前迈进⼀步

的罗伊案……就可能会有助于减少⽽不是加剧争议。”⾦斯伯格将激起了反堕胎运动并引发了⽴法反

弹的罗伊案和她在20世纪70年代提起诉讼的那些性别案件进⾏了对⽐，法院在后⼀类案件中⼀开

始就与州⽴法机构展开了对话，并引导它们缓慢地⾛向更⾃由的⽅向。“1970年后的⼤多数性别分

类案和罗伊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法院……通过⼀种带有温和印记的裁决顺应了变⾰的⽅向，

这种裁决既不会过头也不会造成分歧，”她总结道，“另⼀⽅⾯，罗伊案则阻断了⼀个朝着变⾰⽅向

前⾏的政治进程，因此我认为它延⻓了分歧，也推迟了问题得到稳定解决的时间。”

从⾦斯伯格⾃20世纪70年代以来接⼿的诉讼案中，我们可以找到她批评罗伊案的根源。在1972年

的斯特拉克诉国防部⻓案中，⾦斯伯格⾸次明确表达了她的观点，即基于怀孕的“不利待遇”等同于

性别歧视。⾦斯伯格挑战了⼀项要求空军的所有⼥性在怀孕后须⽴即退伍的规定，她指出这项规定

等同于违宪的性别歧视，因为它对待怀孕的态度⽐对待其他影响男⼥两性的暂时性失能的态度要严

厉得多。由于此案后来失去了实际意义，⾦斯伯格 终⽆法再说服 ⾼法院采纳她的观点，但她已

播下了⼀粒种⼦。

纪录⽚《⼥⼤法官⾦斯伯格RBG》（2018）剧照。

尽管⾦斯伯格批评了罗伊案的裁决，但她从未公开质疑隐私权本身的宪法基础。她在斯特拉克案的

诉状中指出：“在⽣育和亲密的个⼈关系⽅⾯的个⼈隐私是⼀项权利，这⼀权利牢固地嵌⼊了这个

国家的传统和 ⾼法院的判例之中。”尽管⾦斯伯格对罗伊案中的那项过度裁决多有批评，但她对

堕胎权的另⼀⽴场可能具有更⼴泛的影响⼒。1984年，她在北卡罗来纳⼤学的⼀次演讲中明确指

出政府负有⼀项平权义务，即为贫困⼥性堕胎提供资助。她表示 ⾼法院在1980年⽀持的⼀项名

为《海德修正案》的联邦法律侵犯了贫困⼥性的平等权，因为该法律规定政府应为所有必要的医疗

程序提供资助，只有堕胎除外。她总结道：“如果 ⾼法院承认了⼀个⼥⼈在⽣育选择上的平等地

位，那么⼤多数⼈可能会将这类公共援助案视为⸺借⽤史蒂⽂斯⼤法官的话来说就是⸺主权者

违背了其‘公平治理的义务’的例⼦。”

⾦斯伯格的核⼼前提就是反堕胎法和针对孕妇的就业歧视⼀样，都是基于将⼥性视为看护者的“刻

板假设”。今天，⽀持堕胎选择权的学者、辩护律师和其他公⺠，包括数百万的年轻⼥性都接受了

她对平等⽽⾮隐私的强调，亦即平等才是选择权 可靠的宪法基础。

此外，⾦斯伯格对 ⾼法院会逐步削弱罗伊案之影响的预测也被证明是有理有据的。正如她在⻨迪

逊演讲中所说：“经验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枝⼲如果成形过快，那就有可能会不稳固。”退潮的第⼀

个迹象出现于2007年的冈萨雷斯诉卡哈特案， ⾼法院对该案作出了⼀项5⽐4票的裁决，肯尼迪

⼤法官撰写的多数意⻅维持了联邦政府在2003年颁布的所谓“怀孕晚期堕胎”禁令。⾦斯伯格写下

了⼀份⾔辞激烈的异议，称肯尼迪的裁决“令⼈震惊”，并特别批评了他的主张，即堕胎的⼥性可能

终会对⾃⼰的决定感到后悔，⽽且这是“不⾔⽽喻的”。⾦斯伯格写道：“这种思考⽅式反映了⼀

些有关⼥性在家中地位的古⽼观念，⽽根据宪法，这些观念早已⽆法取信于⼈了。”她从未忘记肯

尼迪的那⼀票；2011年，我在《新共和》上撰⽂称肯尼迪“在对限制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法律进⾏

投票时，站在了⾃由派⼀边”，她来信表示反对：“在同性恋权利⽅⾯，你的看法（迄今为⽌）可能是

准确的，但冈萨雷斯诉卡哈特案和此前的斯坦伯格诉卡哈特案呢？在斯坦伯格诉卡哈特案中，肯尼

迪在 ⾼法院对废除各州的怀孕晚期堕胎禁令所作的5⽐4票的裁决中不是持异议吗？”尽管如此，

⾦斯伯格也始终都在她能够发现共识的堕胎案中寻求共识。在2014年的⻨卡伦诉科克利案中，她

就加⼊了裁决意⻅， ⾼法院在当时⼀致推翻了⻢萨诸塞州在堕胎诊所周围设⽴35英尺（约10.7⽶）

缓冲区的法律，理由是以这种⽅式限制反堕胎活动侵犯了抗议者的第⼀修正案权利。

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反复询问⾦斯伯格⼤法官是否认为罗伊案会被推翻。奥康纳⼤法官在2006年

退休之后，⾦斯伯格多次表示⾃⼰很担⼼罗伊案会受到限制，那些⽣活在堕胎权本已受限的地区的

贫困⼥性会受到 ⼤的影响。但到了2018年，肯尼迪⼤法官退休后⼀个⽉，她跟我说她还是抱有

半信半疑的希望— ⾼法院不会恣意推翻⾥程碑式的先例，罗伊案中保障怀孕早期⽣育选择权这⼀

核⼼会得到保留。

罗伊案可能被推翻吗？

杰弗⾥·罗森（以下简称“罗”）：罗伊诉⻙德案会被推翻吗？

⾦斯伯格（以下简称“⾦”）：在凯⻄案中， ⾼法院本有机会将其推翻。有⼀种代表奥康纳⼤法官、

肯尼迪⼤法官和苏特⼤法官的强烈意⻅认为罗伊诉⻙德案⾃1973年以来已经成了这⽚⼟地上的法

律，我们要尊重先例，罗伊诉⻙德案不应被推翻。如果 ⾼法院坚持这⼀⽴场，那么该案就不会被

推翻，⽆论在位的是⺠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都⽆关紧要。

罗：如果罗伊案被推翻，后果会有多严重？

⾦：那对不富裕的⼥性来说就很不利了。如果我们想象⼀下 坏的情况，罗伊诉⻙德案被推翻，也

依旧会有很多州不会再⾛回头路。国会或州⽴法机构做什么并不重要，总还有其他的州会提供这种

便利，只要承担得起费⽤，⼥⼈们就可以去做。只有付不起钱的⼥⼈才会受影响。

罗伊诉⻙德案是在1973年作出的裁决。两代年轻⼥性在成⻓过程中都逐渐认识到她们可以掌控⾃⼰

的⽣育能⼒，⽽且事实上也可以掌控⾃⼰的⼈⽣命运。我们再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样⼦了。罗伊诉⻙

德案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多少争议。这是⼀项7⽐2票的裁决，只有两⼈持异议。即便是罗伊诉⻙德案

还在进⾏之时，也已经有四个州的⼥性⾄少在怀孕早期有权在安全合法的情况下去堕胎，只要她们

想这么做，⽽现在可远不⽌四个州了。这意味着任何有钱去旅⾏，乘⻜机或⽕⻋前往可以堕胎的州

的⼥性都不存在这种问题。任何有办法到另⼀个州去旅⾏的⼥性⸺你甚⾄不必去⽇本或古巴⸺

都可以安全地堕胎。所以受影响的就是穷⼈⸺不管⼀个州⽴了什么法，不管 ⾼法院怎么判—只

有贫困⼥性会受苦，我认为如果⼈们能意识到这⼀点，那他们的态度或许会有所不同。

1977年，美国⼥性⾛上纽约街头，要求所有妇⼥享有安全、合法的堕胎权利。

罗：辩护律师们该如何确保贫困⼥性的⽣育选择权？⽴法机构可以信任吗？或者法院有必要保持警

惕吗？

⾦：鉴于各州强加的这些限制，你还怎么能信任⽴法机构？想想得克萨斯州的⽴法，它会导致⼤多

数诊所停业。法院也不可信。回想⼀下（冈萨雷斯诉）卡哈特案的裁决，它可以追溯到拒绝将医疗补

助覆盖到堕胎的那两项裁决。我不认为这是个法院对阵⽴法机构的问题。我看这两者都在朝着错误

的⽅向前进。这个问题需要那些关⼼贫困⼥性的⼈来解决。具有讽刺和悲剧意味的是，任何有钱的

⼥⼈都可以到美国某地去安全地堕胎，但缺乏旅⾏经费或不得不上班的⼥⼈就做不到。没有多少选

⺠会关⼼这种对贫困⼥性权利的限制。

罗：怎样才能创造出关⼼该权利的选⺠？

⾦：⾸先，⼈权组织的倡议举措可以引发巨⼤的反响。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曾在杜克⼤学发表

演讲，当时并没有特别提到堕胎问题，我谈的主要是应该为⼥性提供平等的机会，让她们成为天赋

才能允许她们成为的任何⼈，不要给她们设置⼈为的障碍。在提问环节，⼀名⾮洲裔美国男⼦评论

道：“我们都知道你们这些纯⽩的⼥⼈在想什么。你们就是想杀掉⿊⼈婴⼉。”这就是⾮洲裔美国⼈

社区中的⼀些⼈对这⼀选择权运动的看法。所以我认为如果⺠权组织能重点关注选择权的缺失对⾮

洲裔美国⼥性的影响，那⼀定会有所助益的。

归根结底，⼈们必须⾃⼰组织起来。想想《怀孕歧视法案》吧。 ⾼法院曾表示基于怀孕的歧视并

不是基于性别的歧视，是⼀个联盟团体组织起来让《怀孕歧视法案》获得了通过。美国公⺠⾃由联

盟是其核⼼参与者，但所有⼈都给予了⽀持。这必须始⾃⼈⺠。没有这种推动⼒，⽴法机构也不会

有所⾏动。

罗：这还是那个问题的不同版本：最⾼法院在罗伊案中犯了什么错误，在其他案件中该如何规避类

似的错误？

⾦：得克萨斯州的那项法律是全国 极端的。除⾮必须挽救⼥性的⽣命，否则不准⼥性堕胎。会不

会毁了⼥性的健康并不重要，她们怀孕是因为残忍的强奸还是乱伦也⽆关紧要。所以这起案件提交

到 ⾼法院以后， ⾼法院可以简单地说，这太极端了。它完全不尊重⼥性的⾃由权，所以是违宪

的，句号。伟⼤的宪法学家保罗·弗罗因德被问及对罗伊诉⻙德案的裁决有何看法时，他说这就像

⼀位（外）祖⺟为了给朋友留下深刻印象⽽炫耀外孙/孙⼦，于是问他：“你知道⾹蕉（banana）怎么

拼写吗？”孩⼦回答说：“嗯，我知道开始怎么拼，但我就是不知道该停在哪⼉。”

在罗伊诉⻙德案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已遍及各州的⽴法机构。有时拥护选择权的⼈们赢了，

有时他们输了，但他们由此组织了起来，⽽且获得了政治经验。 ⾼法院的这⼀裁决在霎时间使得

这个国家的每⼀项类似的法律都直接违宪了，即使是 开明的法律都概莫能外。所以获胜的那些⼈

说，“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彻底赢了。这是 ⾼法院带给我们的胜利”。接着发⽣了什么？反

对声此起彼伏，反对者不是⼀个州接⼀个州地为保留堕胎限制法⽽展开壕沟战，⽽是瞄准了⼀个明

确的⽬标：⾮⺠选的 ⾼法院⼤法官们。所以其论点就是能够作出这个裁决的应该是⺠选议员，⽽

不是当时那九个⽼头⼉。

这⼀法律曾处于⼀种变动不居的状态。有很多州，包括我的家乡纽约州过去都允许⼥性在怀孕早期

进⾏安全堕胎，没有任何问题。有四个州都持这种⽴场；还有些州需要提供理由才允许堕胎⸺⽐

如⼥性的健康、被强奸、乱伦。所以这⼀法律处在⼀种变化的状态。我认为这种变化如果能持续下

去会更有益。 ⾼法院本应废除 极端的法律，然后各州⾃会对此作出反应。 ⾼法院通常不会⼤

步迈进，⽽是逐步前⾏。对这种谨慎的运作⽅式来说，罗伊诉⻙德案就是⼀次戏剧性的例外。

罗伊案的判决理由存在哪些问题？

罗：你批评当时的最⾼法院，是因为他们在罗伊案中抢在了舆论的前头。

⾦： ⾼法院是⼀个回应性机构。你要对提交到 ⾼法院的争议作出回应。罗伊诉⻙德案，我应该

说得很明确了⸺我认为其结果是绝对正确的。得克萨斯州的那条法律是全国 极端的； ⾼法院

本可以（只）对摆在它⾯前的案件作出裁决，这是 ⾼法院惯常的运作⽅式。它本应裁定得克萨斯

州的那条法律违宪，没有必要宣布全国所有涉及堕胎的法律都违宪，甚⾄那些极为开明的法律也在

所难免。这不是法院惯常的运作⽅式。它不该迈⼤步。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都认为我对这⼀案件的判断是错误的。我知道在罗伊案之前很久就有⼀场声势

极壮的⽣命权运动；在罗伊案之后，这场运动还在继续。但他们现在有了⼀个罗伊案之前并不存在

的⽬标。

我批评的另⼀个⽅⾯是：如果你读⼀读罗伊诉⻙德案的意⻅，你就会得出这么⼀个印象，这主要是

⼀起有关医⽣权利的案件—医⽣有权采取他认为病⼈需要的诊疗⽅式。你还会产⽣这么⼀个印象，

这当中有⼀名医⽣和⼀个⼩⼥⼈⸺绝不会只有⼀个⼥⼈的形象。总是⼀个⼥⼈在咨询她的医⽣。

我对于选择权本应如何发展的想法⽆关乎隐私概念，也⽆关乎医⽣的权利概念，⽽仅关乎⼀个⼥⼈

掌控⾃身命运的权利，让她能在⼀种没有⽼⼤哥式的国家告诉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情况下作出

选择。

1973年罗伊诉⻙德案的裁决过程中，⼈们对个⼈隐私权的范围展开辩论。

罗：这是你对性别平等的法学所作的巨⼤贡献。你认为最⾼法院有朝⼀⽇会不会最终承认堕胎权是

⼀个涉及性别歧视的问题？

⾦：嗯，我想这⼀主题在凯⻄案的裁决中已有所反映。 ⾼法院本有机会推翻罗伊诉⻙德案，但它

表示：“不，⼏代⼈在成⻓过程中已经明⽩⸺姑娘们在成⻓过程中已经明⽩—如果她们需要，她们

就可以去做。”凯⻄案的裁决灌输了这样⼀种健康的观念，那就是堕胎必须取决于⼥⼈的选择。

罗：你在冈萨雷斯诉卡哈特案中提出的异议批评最⾼法院背离了凯⻄案中已获承认的平等原则。

⾦：那是⼀个怀孕晚期堕胎案。我对 ⾼法院的态度感到担忧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个⼥⼈视为

真正的成年⼈。意⻅中说这个⼥⼈在有⽣之年会对⾃⼰的选择感到后悔。这完全不是 ⾼法院应该

想到或说出的话。成年⼥性能够决定⾃⼰的⽣活⽅向，⽽且⼀点都不亚于男性。所以，是的，我认

为 ⾼法院在卡哈特案中表现得太过分了。这是⼀种新形式的“⽼⼤哥必须确保⼥⼈免受⾃身软弱

和幼稚误判的伤害”。

罗：你反对多数意⻅中的那种家⻓式论调，即想象⼥⼈需要获得免受⾃身选择伤害的保障，也就是

说她们可能会对⾃⼰的选择感到后悔，会在重新考虑后改变主意。

⾦：是的，他们认为必须确保⼥⼈免受⾃⼰误判的伤害，假以时⽇，她们会明⽩⾃⼰犯了⼀个可怕

的错误。但成年⼈都会犯错。她们都是成年⼈。她们有权⾃⼰作出判断。

围绕堕胎政策的争议

罗：在⻨卡伦诉科克利案中，涉及第⼀修正案和堕胎诊所的意⻅似乎是⼀致的，但你也指出这类看

似意⻅⼀致的案件中有⼀些实际上潜藏着深层的分歧。跟我们讲讲这个案⼦吧。

⾦：该案的起因是⻢萨诸塞州想对付堕胎诊所前的示威者。当地⽴法机构通过了⼀项法律，说我们

要在诊所周围设⽴⼀个35英尺的缓冲区，⽆关⼈等不能越过那条线。该案中发起诉讼的是⼀群⾃称

为劝告者的⼥性，她们说，我们没有投掷⽯块，我们也没有⼤喊⼤叫，我们就是想在那些⼥⼈⾛进

诊所之前和她们谈⼀谈，告诉她们还有其他选择。但我们没法接近她们，因为有这个35英尺的缓冲

区。 ⾼法院曾作出⼀项关键裁决，即当⾔论会危及他⼈之时，州政府可以限制该⾔论。因此，对

于喧闹的示威者来说，⻢萨诸塞州可以对她们采取措施，以保护想要进⼊诊所的⼈。但⻢萨诸塞州

做得过了⽕，因为录像显示某些诊所前从未⻅过⼀个示威者。⼤多数示威者去的是波⼠顿的诊所，

⽽时间⼤多是在周六。所以 ⾼法院裁定，是的，你可以制定⼀些限制性规定来保护那些进⼊诊所

的⼈，但你不能做得太过分，以⾄于像本案中原告这样的⼈都受其所限。 ⾼法院作出的指示是，

⻢萨诸塞州，重新考虑⼀下你们的法律，想想还有什么限制更少的办法，没必要没⽇没夜地在每个

地⽅都设置⼀个35英尺的缓冲区。

⾼法院对第⼀步⸺你能针对那些企图阻碍⼈们进⼊诊所的⼈制定这些法律吗？⸺就存在强烈

的分歧。 ⾼法院说，是的，你可以。 ⾼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产⽣过分歧，这是⾮常重要的，因为

当⽴法机构通过了⼀项法律来保护诊所⼤⻔时，只要他们做得合理，只要他们做得不过分，那就没

问题。这是该案的要旨所在。

纪录⽚《⼥⼤法官⾦斯伯格RBG》（2018）剧照。

-安东尼·肯尼迪⼤法官被布雷特·卡瓦诺⼤法官接替之后，我在⼀次采访中再次向⾦斯伯格⼤法官

问到她是否认为罗伊诉⻙德案会被推翻。-

罗：我们上次谈话是在⼀年前，你当时对罗伊案不会被推翻还抱有半信半疑的希望。

⾦：我还是这么看。我抱有希望的⼀个原因是，想想⽼酋⻓（威廉·伦奎斯特）吧。当我们⾯对“⽶兰

达案应该被推翻吗？”这个问题时，他挽救了这个案例，尽管我都不知道他对这个案例批评了多少

次。如果你拿伦奎斯特⽀持《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的裁决来⽐较⼀下，你肯定想不到这是⼀个曾

坐在70年代审判席上的⼤法官。罗伯茨就曾经做过伦奎斯特的法官助理。

罗：你认为卡瓦诺⼤法官会像肯尼迪那样投票吗？

⾦：在⼀些会引发争议的问题上可能不会。

罗：所以这都取决于⾸席⼤法官，现在他就是最⾼法院的中⼼，很多事情都要由他来定。

⾦：卡瓦诺做过肯尼迪的法官助理，我想那应该是我进⼊ ⾼法院的第⼀年。

罗：你对那些新的旨在挑战罗伊案的核⼼并宣称⽣命是从受孕那⼀刻开始的胎⼉⽣命法怎么看？

⾦：有些州禁⽌在医⽣可以听到胎⼉⼼跳时进⾏堕胎。这个时间可能是6周左右，有些⼥⼈甚⾄都

不知道⾃⼰怀孕了。但这归根结底还是⼀回事。即使在 坏的情况下，罗伊案被推翻了，任何⼀个

有钱的⼥⼈也能到美国的某个地⽅安全地堕胎；也会有⼀些核⼼州永远都不会再回到那种不安全的

陋巷堕胎的时期。所以只有贫困⼥性别⽆选择，有钱的⼥⼈则可以⾃⾏决定。这作为国家政策还有

意义吗？

本⽂经出版社授权摘⾃《⾦斯伯格访谈录：RBG给未来世代的声⾳》。原作者：[美] 杰弗⾥·罗森；摘编：⻘⻘⼦；编

辑：⻘⻘⼦；导语校对：赵琳。欢迎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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