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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洛杉矶超级碗突击检查！ 
每年，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都会在超级碗比赛前对性工作者进行有害、危险的突击检查，

打着打击性贩运的幌子。  

但年复一年，这些超级碗突击检查未能识别（少数，如果有）实际的贩运受害者。相反，

他们扰乱和破坏了性工作者的生活，随后他们被强迫通过刑事司法系统进行宣传。南加州

大学古尔德法学院国际人权诊所的一份新报告强烈倡导反对突击检查，称其在打击人口贩

运方面“毫无成效”，对性工作者（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造成创伤”。    

今年，超级碗 LVI 将在洛杉矶举行，我们要求洛杉矶治安部停止这种残酷、无理的做法。

我们要求媒体拒绝成为该年度仪式的同谋，并向那些被围捕、骚扰和定罪的性工作者进行

对话，以便为警方提供正面的头条新闻。  

签名  

停止突击检查委员会 

 
（署名者，团体标识） 
 
 
 
 
 
 

 

  

https://news.trust.org/item/20210205131904-ifdcw/
https://reason.com/2017/02/07/super-bowl-sex-trafficking-arrests/
https://slate.com/human-interest/2019/02/super-bowl-sex-trafficking-myth.html
https://humanrightsclinic.usc.edu/2021/11/15/over-policing-sex-trafficking-how-u-s-law-enforcement-should-reform-operations/
https://humanrightsclinic.usc.edu/2021/11/15/over-policing-sex-trafficking-how-u-s-law-enforcement-should-reform-operations/
https://humanrightsclinic.usc.edu/2021/11/15/over-policing-sex-trafficking-how-u-s-law-enforcement-should-reform-operations/


超级碗性突击检查是一个骗局  
（而且我们不是唯一这么说的人。） 

 
“无论比赛是在达拉斯、印第安纳波利斯还是新奥尔良举行，其模式均为相同：每个超级

碗的主办州都会成立一个人口贩运特别工作组来“应对”这个问题；特别工作组发表了一份

不祥的声明；全国橄榄球联盟承诺与当地执法部门合作，解决人口贩运问题；然后召开一

个又一个新闻发布会。被调查或起诉的贩运者的实际数量徘徊在零左右。”—  反对贩运女

性全球联盟  
 
“这是城市传说，纯属低俗小说。”— NFL 发言人 Brian McCarthy 
 
“在审查了现有的学术研究后，我们得出结论，新闻媒体报道的'超级碗性交易'没有实证支

持。”  — 打击贩运审查 。 
 
“没有数据实际支持性贩运的增加伴随着超级碗的概念”— 纽约时报，法律援助协会贩运受

害者倡导项目的创始人 Kate Mogulescu。 
 
“超级碗经常被称为美国最大的一次人口贩运事件。这根本不是事实。”-— 安全地平线 

“[美国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援助中心]表示，超级碗很可能不会比其他大型活动吸引更多的

性贩运者。更重要的是，他也承认，没有办法量化这个问题。”—  超级杯卖淫预测没有证

据 (WFAA) 

 
  

http://www.gaatw.org/publications/WhatstheCostofaRumour.11.15.2011.pdf
http://www.gaatw.org/publications/WhatstheCostofaRumour.11.15.2011.pdf
http://www.gaatw.org/publications/WhatstheCostofaRumour.11.15.2011.pdf
https://www.dallasobserver.com/news/the-super-bowl-prostitute-myth-100-000-hookers-wont-be-showing-up-in-dallas-6424288
https://www.antitraffickingreview.org/index.php/atrjournal/article/view/404/336#:%7E:text=Myth%2Dbusting%20website%20Snopes%20said,trafficking%20and%20large%20sporting%20events.
https://www.nytimes.com/2014/02/01/opinion/the-super-bowl-of-sex-trafficking.html
https://www.safehorizon.org/tag/super-bowl/
https://www.wfaa.com/article/sports/nfl/super-bowl-prostitution-forecast-has-no-proof/287-410591426
https://www.wfaa.com/article/sports/nfl/super-bowl-prostitution-forecast-has-no-proof/287-410591426


2021 年南加州大学国际人权诊所报告 
 
11 月，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的国际人权诊所（IHRC）发布了一份开创性报告，详细

说明了警察行动 — 突击检查、扫荡和突袭 — 在涉及性贩运时的无效性，以及它们对性

工作者的伤害。  
 
IHRC 对文献进行了全面审查，对与突击检查有关的公共记录进行了广泛审查，采访了 
40 多名打击贩运的专业人士，以及执法部门成员、性工作者和性贩运的幸存者。  
 
这份报告得出以下结论：  
 

● 这种行动不是防止性贩运的有效工具。尽管执法部门过度依赖使用这类行动，但它

们很少或根本没有发现受害者，而主要是针对性工作者。  
 

● 执法部门过度依赖这种行动，将其作为识别受害者并赋予其权力的方法，而实际上，

这种行动往往会给受害者带来心理创伤，并破坏他们对执法部门的信任。  
 

● 执法部门提供的数据并不准确，而且与幸存者、专家和倡导者的报告相冲突。 
 

● 这些行动未能保护实际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未能将他们与服务联系起来。  
 
这份报告建议执法部门“大幅限制”此类行动的使用，并将资金转到更有效、

伤害更小的循证方法。 
 
“打击性贩运的行动很少识别受害者或贩运者，而是导致许多受害者和性工作者遭到逮捕

—其中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女性和未成年人）的数量不成比例。由于种族偏见和其他因

素，执法官员”更有可能将有色人种的卖淫儿童视为罪犯，而不是性侵犯或虐待的受害者”。
执法人员经常放弃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而是对涉嫌受害者进行创伤和刑事定罪、逮捕、

威胁逮捕、审讯、怀疑、指责和性别误导。在行动中发现的少数受害者往往面临着以重要

证人逮捕令或刑事指控为基础的监禁”。-南加州大学古尔德国际人权诊所。 
 
突击检查、突袭和扫荡是基于种族的警务工作（南加州大学报告） 
 
“对卖淫的定罪，尤其是对洛杉矶性工作者本身活动的定罪，对黑人女性产生了极大的不

相称的影响。......存在着歧视性和选择性执行卖淫指控的巨大潜力。” - 追踪定罪：2017-
2019 年洛杉矶的治安和起诉（洛杉矶法院观察）  

https://humanrightsclinic.usc.edu/2021/11/15/over-policing-sex-trafficking-how-u-s-law-enforcement-should-reform-operations/
https://courtwatchla.org/uploads/1/3/0/8/130808758/tracing_criminalization.pdf
https://courtwatchla.org/uploads/1/3/0/8/130808758/tracing_criminalization.pdf
https://courtwatchla.org/uploads/1/3/0/8/130808758/tracing_criminalization.pdf
https://courtwatchla.org/uploads/1/3/0/8/130808758/tracing_criminalization.pdf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律部与洛杉矶法院观察联合发布的 2020 年报告明确指出，发生在

超级碗周围的以性工作者为目标的警务活动的危害针对边缘化社区。有色人种社区和低收

入社区被警察过度地当作与卖淫有关的逮捕目标，实际上是将贫穷和生存定为犯罪。最脆

弱的性工作者是那些在街头工作的人，主要是有色人种性工作者，包括变性和移民女性。

根据这份报告，洛杉矶近 90% 的引诱卖淫指控是女性，而黑人“在与卖淫有关的指控中受

到不成比例的影响，而且比例过高”。  

 
  

https://courtwatchla.org/uploads/1/3/0/8/130808758/tracing_criminalization.pdf


 

报道性工作的该做事项和不该做事项 
 
我们意识到，这可能不是您的常规节奏。遗憾的是，执法部门和以信仰为基础的打击性工

作组织故意将性工作与性贩运混为一谈，并使用语言剥夺了活跃性工作者的权力和发言权。

为此，您必须在报道时始终与活跃的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团体交谈。 
 
报道时必须记住的部分“该做事项”和“不该做事项”。 
 
该做事项 
 

● 与当前的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倡导者交谈。  
● 区分性贩运（涉及武力、欺诈或胁迫）和性工作，后者不涉及武力、欺诈或胁迫。 
● 询问涉及这些突击检查的人是否已被指控犯有性贩运罪行。 
● 询问“打击贩运”团体，他们是否认为任何性工作都是两厢情愿的。许多人认为所有

的性工作都是性贩运。 
● 要求了解在这些突击检查中被监禁、被定罪和被针对的性工作者得到了哪些服务。 
● 回顾准确谈论性工作的指导原则。 

 
不该做事项 
 

● 撰写关于我们但不包括我们的文章。活跃的性工作者必须是任何关于我们的报道的

一部分。 
● 未经性工作者同意，使用他们的合法姓名或图像。性工作受到侮辱，“揭露”性工作

者可能会导致失去工作、住房、银行服务和援助，以及与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隔阂。 
● 坚信警方提供的数字准确无误。在既往突击检查中，执法部门提及了在“性贩运扫

荡”中逮捕的人数，但没有提及实际指控只是针对违反性工作的不端行为。 
● 假设打击贩运团体保持中立。许多团体以信仰为基础，他们的“服务”涉及以信仰为

基础的方法。 
● 假设性贩运的幸存者代表非贩运的性工作者发言。 

  



如何谈论性工作 
 
当您谈到或写到性工作和性贩运时，您的话语将释放巨大的力量。执法部门和打击性工作

者组织使用的语言，剥夺了性工作者在这场辩论中的权力和发言权。为此，下面列出了一

些必须使用或避免的语言。 
 
然而，当与某人谈论他们参与性交易时，最好是问他们用什么术语来描述他们的工作，尊

重他们并使用该术语。 
 
卖淫者 
使用卖淫者这样的术语是妥当的。卖淫者和卖淫具有历史意义，也是目前在州法规中被定

罪的特定活动 - 例如，加州 647(b) 引诱卖淫，和 653.22 游荡并意图卖淫。当您具体谈到

卖淫时，使用这个术语是妥当的。人们因卖淫而被捕，但并非所有形式的性工作都会被逮

捕。  
 
性工作或性工作者 
性工作是指任何其工作包括出售性或性活动，或以其他方式从事色情劳动的人。这包括但

不限于，卖淫、色情舞者/脱衣舞者、基于互联网的凸轮工人、基于互联网的成人内容创

作者、成人电影表演者、 女调教师、电话性运营商、陪同人员、性感按摩提供者、和其

他相关工作者。  
 
性工作或性工作者不应被用于性贩运的幸存者，因为他们并没有因为选择或环境而同意出

售/交易性行为，除非他们也作为卖淫者或其他性工作者在性产业工作。  
 
性贩运  
性贩运是指在性产业中的强迫劳动，或参与任何涉及武力、欺诈或胁迫的性产业。与未满 
18 岁者发生的任何商业性行为，无论是否自愿，都被视为性贩运。 
 
性贩运经常被错误地与性工作混为一谈。性工作是两厢情愿的。贩运则不然。 
 
  



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是指任何由武力、欺诈或胁迫导致的劳动。最普遍的人口贩运类型包括建筑业、

家务劳动和农业。性贩运是人口贩运的一种。 
 
受害者和幸存者 
这些术语往往会使那些被卷入强迫劳动的人变得平淡无奇或失去人格。新闻记者应将这些

人称为“经历过强迫劳动的人”。 
 
打击贩运 
打击贩运是一个概括性术语，用于描述旨在阻止人口贩运的活动。然而，打击贩运领域的

许多团体和个人，包括执法部门，将所有性工作与性贩运同等看待，并被性工作者消极看

待。 
 
性产业/性交易 
性产业和性交易是性产业从业者提供的一系列工作和服务的概括性术语，无论是合法服务

还是非法服务。如果您谈到性工作者和性贩运的幸存者，“从事性交易的人”是最广泛和最

好的描述。 
 
性工作者可能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经历过性贩运，无论是在性交易工作之前还是之后。

正因为如此，性工作者可能是在预防和阻止贩运方面投入最多的人。  
 
非刑罪化 
非刑罪化是指废除将卖淫和其他犯罪形式的性工作定为犯罪的法律，同时保留打击性贩运

的法律。  
大赦国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ACLU、人权观察和世界卫生组织都赞同将性工作非刑

罪化作为一项人权问题。  
 
对于大多数性工作者来说，非刑罪化要比合法化好。 
 
合法化 
性工作的合法化，将政府监管和监督引入性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性工作者的反对。合

法化有时会自相矛盾地被用作定罪和监督的方法，尤其是对那些不能遵守官僚条例、强制

管理结构或公共登记册的人。在所有性工作者都能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并能站出来参与

适用于他们的监管计划之前，合法化是对最边缘化的人的重新定罪。 
 
FOSTA/SESTA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6/05/amnesty-international-publishes-policy-and-research-on-protection-of-sex-workers-rights/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presscentre/featurestories/2017/june/20170602_sexwork
https://www.aclu.org/report/sex-work-decriminalization-answer-what-research-tells-us
https://www.hrw.org/news/2019/08/07/why-sex-work-should-be-decriminalized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77745/9789241504744_eng.pdf;jsessionid=E3C58E54A26D587749495D38AEA840DA?sequence=1


FOSTA（打击在线性贩运法案）和 SESTA（停止助长性贩运者法案）是在众议院和参议

院提出的法案，并由特朗普总统在 2018 年签署成为法律。  
 
FOSTA/SESTA 破坏了性产业，并摧毁了许多关键的性工作者资源，无论是广告网站还

是性工作者安全资源。该法律规定，如果个人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例如 Facebook、
Craigslist 或 Wordpress）上发布的内容可能涉及性贩运，则互联网平台负有法律责任。  
 
许多平台没有区分性工作和性贩运，而是选择禁止任何关于性工作的讨论和/或完全禁止

性工作者。许多以前在网上独立工作的性工作者，或使用在线服务寻找或筛选潜在客户，

被推到更危险或受虐性的工作中。FOSTA/SESTA 可能自相矛盾地使得性工作者更容易

受到性贩运的影响。 
 

请勿使用以下术语 
 
“卖淫的女性”  
“卖淫”是一个贬义词，被那些不相信性工作者的同意能力的人使用。它假定女性或其他从

事性交易的人不具权力，而是受到控制。它通常被用在以信仰为基础或打击性工作者的讨

论中，作为消除我们心声的一种方式。 
 
“嫖客”   
嫖客是一个性别歧视和贬义的俚语，指的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把客户称为客户，除非我们

主要谈论的是武力、欺诈或胁迫，否则决不会把他们称为“贩运者”或“受虐者”。 
 
“皮条客”  
皮条客是一个严重种族化的术语，经常被执法部门用来消除性工作者的权力。执法部门经

常滥用它来描述任何受雇于性工作者的人，包括保镖或司机，或任何从我们的工作中获得

收益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父母、浪漫伴侣、商业伙伴、管理人员或房东。（加州刑法

典 266h (b) 对皮条客的定义是，“明知他人是卖淫者，却全部或部分地以该人的卖淫收入

或收益为生或获得支持或赡养的人”。遗憾的是，这个广泛的定义可以被用来将我们的许

多亲密、家庭和商业关系定为犯罪。描述一个使用武力、欺诈或胁迫手段使他人从事性工

作的人，最准确的方法是详细说明对该人的具体犯罪指控。 
 
“两厢情愿的性工作” 
我们避免说“两厢情愿的性工作”，因为它是多余的。性工作是两厢情愿的性劳动。非两厢

情愿的性劳动是性贩运。 
 



“商业性产业” 
我们避免使用这个短语，因为它既是多余的（性产业已经意味着涉及金钱或补偿），也可

以用来排除像卖淫这样被定罪的性劳动，或者排除可能以性换取住房和食物的生存性工作

者。 
 
“受虐”  
受虐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术语，而且往往是污名化的。相反，我们要求您使用更具体的术语，

比如胁迫或敲诈。反对性工作者权利的团体经常使用“受虐”作为所有性工作的总称，无论

同意与否、所有权和工作条件如何。同样，发生性工作的地区和地点不应该被称为“受虐

中心”。 
 
 
其他资源：https://esplerp.org/esplerp-2020-policy-agenda/ 
 
  

https://esplerp.org/esplerp-2020-policy-agenda/


与谁交谈 
 
受这些突击检查影响的性工作者的心声必须包括在任何有关突击检查的报道中。以下列

有致力于阻止超级杯突击检查的部分人员。 
 
Alex Andrews 
SWOP Behind Bars 的共同创始人。 
联系方式：alex@swopbehindbars.org  
 
狱中性工作者外联项目（SWOP）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正义网络，致力于为那些因性产

业的污名而面临刑事司法系统歧视的人争取基本人权。 
 
Maxine Doogan  
ESPLER Project 的创始人 
联系方式：info@esplerp.org 或 (833) 433-2746 分机：2 
 
情色服务提供者法律教育和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元化、基于社区的情色服务提供者领导的团

体，旨在通过法律宣传、教育和研究，赋予情色社区权力并推进性隐私权。 
 
Soma Snakeoil 
The Sidewalk Project 的执行董事兼联合创始人 
联系方式：somasnakeoil@gmail.com 
 
Sidewalk Project 是一个位于洛杉矶的文艺团体，旨在为那些生活在户外的人创造社区和

健康环境，并致力于为性工作者提供资源、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 
 
Rachel West & Alex Makulit 
US PROStitutes Collective (US PROS) 
联系方式：  

● Rachel rachelwest@allwomencount.net 
● Alex：alex@allwomencount.net 或（415）-942-2570 

 
Kristen DiAngelo 
SWOP Sacramento 
联系方式：sacramentoswop@yahoo.com 或 916-390-7107 

https://www.swopbehindbars.org/
https://esplerp.org/
mailto:info@esplerp.org
https://thesidewalkproject.org/
mailto:somasnakeoil@gmail.com
https://uspros.net/
mailto:rachelwest@allwomencount.net
mailto:alex@allwomencount.net
https://sacramentoswop.org/
mailto:sacramentoswop@yahoo.com

	停止洛杉矶超级碗突击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