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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真的很隨便嗎？

全球範圍內，女性初次性行為平均年齡最小是 15 歲，主要是非洲中部國家和查德共和國；平均年齡在 20 歲以上的國家包括埃及、哈薩克
、義大利、泰國、厄瓜多爾以及菲律賓。美國女性“脫處”的平均年齡為 16 歲，英國女性為 18 歲。
美國人隨便嗎？先說個我身邊的故事。

女性朋友 H 交過一美籍
華裔男朋友 W，見面三周後
，雙方考慮要不要敲定關係
，能夠談婚論嫁的那種，於
是提到“第一次”的問題。
受中式教育長大的 H 雖然
不反對婚前性行為，但是覺
得兩人剛剛熟悉，不宜進展
過快。美式文化薰陶出來的
W 卻對“25 歲的 H 還是處女
”這個事實大為震驚，覺得
她是不是在說笑話，因為在
美國，這個年紀的女孩大多
都有性經歷了。另外，按 W
的美國思維，都約會三次了
提出這個要求屬正常，若女
生拒絕，就是兩人關係“沒
戲”的信號。
當 W 終於搞清楚 H 不是
在開玩笑的時候，著實有些
嚇到，這意味著對待“處女
”女朋友得更加慎重，要負
的責任更大。W 匪夷所思的
同時，H 也糾結：是自己觀念
保守落後了還是 ABC(在美國
出生的華裔)男友太開放？為
了兩個人的關係進一步發展
，要不要遷就他？
H 思想鬥爭的結果是說
“不”，因為關係確實沒到
那個火候，也不確定此男是
不 是 Mr. Right。 最 後 ， 兩 人
還是由於若干價值觀的差異
，沒有走到一起。回頭想想
，H 慶倖當初沒有衝動。
光聽 W 的描述，你會覺得美國青(少)年都
挺開放啊，貞操這麼不稀奇。拜好萊塢文化所
賜，我以前也是這麼個印象。
曾經看到美劇《實習醫生格蕾》某集中，
五個醫生(兩男三女)圍在一起回憶“第一次”
，其中四個頗為自豪地表示，分別在 15-19 歲時
完成了“第一次”，輪到某 28 歲單身女醫生時
，她先臉紅著不肯分享“私家記憶”，實在繞
不過只好支吾說是在“黃昏的海灘”，結果被
同事一眼看穿她還是個處女。
女醫生大窘，嘴上雖不承認，耳邊卻響起
夾雜著無比同情和嘲笑的起哄聲。在那些同事
看來，28 歲的處女就像個“怪胎”，不是生理
有問題就是心理有問題。再舉個例子，美劇
《老爸老媽浪漫史》中，自稱把妹高手的某男
明明 23 歲才有第一次，卻非要說成 17 歲，生怕
被朋友小瞧了。
也許你要提出反駁：這些都是影視作品，
不能當作論據。可有句話叫“藝術源於生活”
，不好意思承認大齡仍是處子(女)身的(美國)人
，一定是存在的，因為身邊“非處”太多了。
回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大學生不就是
“性解放”運動的主力軍？最典型的表現就是
一夜情，瘋狂做愛之後分道揚鑣，連對方姓名
都不知道。
當時的性解放運動讓人們的性觀念出現了
徹底的變化，尤其是女性，對於失身、處女膜
不再注重，性生活、性體驗也不再是夫妻的專
利，既可以和準備結婚的戀人發生婚前性行為
，也可以同自己不愛也不準備結婚的異性發生
性行為。
根據 1991 年美國人口統計中心的資料，兩
性初次性行為的平均年齡，男性為 15.7 歲，女
性為 16.2 歲；到 18 歲時，86%的男性、62%的
女性不再是童男處女。而開展性教育前，大多
數美國人都要等到結婚後才有第一次性行為。
1984 年，美國女歌手麥當娜的一曲“宛如
處女”(Like
a Virgin)唱遍了大街小巷。當穿著
和英語的能力。
低胸結婚禮服的麥當娜高唱這首性感潑辣的歌
曲時，宗教人士紛紛抗議，卻阻擋不了她高漲
的人氣。這首歌不僅成為麥當娜的成名曲，後
11面對面聯繫房主
來還被流行音樂雜誌《滾石》評為 20 世紀最偉
。
大百首流行歌曲之一。
所謂“處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
麼能“宛若”？麥當娜偏用這種模棱兩可的方
式調侃了男人的處女情結：他們認為只有第一
次才是最珍貴的。
而她要強調的，是去掉性別意義的“處女

”觀，只有動了真情，才算“脫處”。正如多
年以後，麥當娜回憶與第一個男朋友的交往：
“在第一次做愛以後，我仍覺得自己是個處女
。直到我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麼，我才意識到
我已失去了貞操。”
性解放運動的正面影響不容置疑，它鼓勵
年輕男女勇敢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反對世俗
偏見，消除對性的恐懼、焦慮和不適當的壓抑
，但是很多人誤解了初衷，罔顧後果或不負責
任地性濫交，結果滋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離
婚率高、未婚先孕案例驟增、愛滋病蔓延……
一度以開放姿態展現在世人眼前的美國，
不得不開始在青少年性教育問題上逐漸走向保
守。1996 年起，美國政府開展了一項長達 10 年
的“禁欲教育專案”，配合學校課程，教育孩
子如何保持婚前性純潔。
美國前總統小布希在擔任得州州長的時候
就強烈支持禁欲教育，連任總統後，更是在
2005 年國會預算中，專門劃撥了 1.7 億美元用於
“禁欲教育專項資金”。
到 2007 年，為勸說青少年在婚前不要發生
性行為，美國已經花費了超過 15 億美元，但收
效似乎並不理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
學所進行的聯合調查發現，有 88%曾承諾在婚
前“禁欲”的 12 至 18 歲青少年違背了諾言。
幾年前，美國常春藤聯校中陸續出現了學
生禁欲俱樂部--普林斯頓大學學生率先于 2005
年成立俱樂部，接著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
等校紛紛出現類似團體。雖然那些社團成員在
大多數人眼中仍然屬於特立獨行，他們的觀點
甚至遭到嘲笑，但至少再度引發了人們對貞操
的討論：等，到底值不值得。
“其實在美國不同地區，對貞操的看法也
因人而異。”美國朋友芮秋爾跟我解釋，美國
東西部沿海地區相對比中南部地區開放，所以
婚前失貞是普遍現象，也被大眾所接受，而在
保守地區就會被視為可恥，教會還會組織守貞
教育，呼籲女生婚前不要發生性行為。
“沿海地區開設的性教育，主要強調安全
及如何做好避孕措施等；中南部地區側重於宣
傳性欲節制，諷刺的是，還是有不少青少年會
發生婚前性行為，但又不知道如何避孕，偏偏
那些地方還不允許墮胎。”
芮秋爾生活在“外人看起來很開放的”大
都會紐約，那裡有 1/3 的人是外來移民，文化
傳統呈現多樣化，所以對貞操的態度也不能一
言蔽之。“比如我有兩個 25 歲以上的朋友仍是
處女，她們希望能把美好初夜留到新婚，主要
因為家裡都是虔誠的教徒。”
而電視劇中，那個 28 歲的處女醫生最後是
這麼駁斥嘲笑她的同事的：“我是個處女，但
這沒什麼可笑的。我等了這麼久，只是希望我
的第一次是特別的。”
“貞操”的寶貴不在於什麼時候給，在於
是不是給了對的人。所以你瞧，美國人也不都
是隨便的。

傳統 VS 現代
其實在古代，西方和東方在女性貞操觀上
極其相似--女性在成婚前要保持處女之身、婚
後要遵守節操。甚至在寡婦問題上，各個古文
明也取相似立場，大都宣揚守寡烈婦。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上層社會還流行過女
性貞操帶，防止女性遭到強暴或與丈夫以外的
人有染(當然，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出現的男
性貞操帶防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現代文明中，歐洲人的貞操觀念有了怎樣
的轉變？先說說中東歐。結婚一年多的烏克蘭
朋友奧萊娜告訴我，在烏克蘭傳統文化中，貞
操是一個女孩最寶貴的財富(和柏阿姨的觀點一
致)，
未婚女性頭上不包飾物，象徵純潔；不再
是處女後，就要把頭包起來。如果女生在婚前
就“不潔”、不能把第一次留給丈夫，那是極
大的恥辱。
婚後第二天早上，新婚夫婦在與賓客和家
人共進早餐後，要把沾了血的床單亮給大家看
，證明新婦之前是處女。
“這是過去的習俗，我覺得很糟糕。如今
情況大不同了，但也取決於個人。”奧萊娜說
，“我猜男生都很樂意成為女生第一個做愛的
對象，婚前或遇到愛人時希望她是處女，有些
男人對於一生只能擁有一個女人應該會覺得很
不爽；女生們則希望男性更有經驗。”

奧萊娜有朋友在 13 歲就不是處女的，也有
朋友 25 歲仍然是處女的，而後者“絕對是又酷
又漂亮、思想開放的人”。“年齡大了仍然保
有貞操不會被看作一種缺陷，但是如何看待'失
貞'就看個人理解了。”

原則與教育
西歐、北歐一些國家的人對貞操的看法，
我無法一一說盡，姑且舉幾個小例子。
曾有中國人在德國和當地年輕人討論過婚
前性行為問題，德國人特別不理解為什麼很多
中國人結婚以前沒有發生過性關係：如果沒有
事先試過，怎麼能知道兩個人婚後的性生活是
否和諧呢？性生活不幸福就不能說婚姻幸福！
一個中國朋友的德國老公在聽到我轉述的
“貞操陪嫁”說後，特別驚訝：扯淡啊，為什
麼一定要求女生把第一次留給未來丈夫，而男
生就不一定是處男？這會讓女性在兩性關係和
婚姻中處於不平等的位置。
“將來我的女兒到了交往年齡，如果她想
和所愛的男孩子有進一步接觸，就讓她去吧，
前提是要遵循社會道德準則，並且注意安全。
”
但對於婚姻和婚後性生活，德國人是有原
則的。婚後與其他異性發生性關係，是為絕大
多數德國人所不能接受的，被認為是絕對不能
犯的錯誤。
聽完丈夫的話，這個朋友接著給我講了一
件事。2002 年，她的一個朋友在網上交了個荷
蘭男友，後來男方要來上海見女方。臨出門前
，男生母親給他準備了避孕套，還很高興地說
，我兒子終於要成為男人了。當時，女生已經
不是處女。後來，兩個人結婚了。
荷蘭可以說是世界上性觀念最開放的國家
，家長對孩子的引導也很坦然。荷蘭兒童從 6
歲進小學就接受性教育，不僅學習有關性的各
種知識，甚至還自己作研究寫報告，不像其他
國家視性為“少兒不宜”話題。
對荷蘭小朋友來說，學習性知識就和其他
學科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甚至會在餐桌上和
父母討論這方面的話題。開放式教育的結果是
，5 年前有報導稱，荷蘭未成年少女懷孕率是
全歐洲最低的。
這讓我聯想起有次跟一位芬蘭人談論中西
方在性教育方面的不同。他有一個 16 歲的兒子
和一個 14 歲的女兒。當我問這位父親是否知道
兒子有沒有性經歷時，他說，“我想是有的，
因為有一次我回家不巧看見他和女同學在臥室
床上卿卿我我。
不過我也沒說什麼就走開了。”這位芬蘭
家長的淡定恐怕是很多中國家長無法做到的，
他卻回答，“我不干涉但心裡有數，平時與孩
子談過責任感和如何保護自己，不出格就行。
”至於對女兒的態度，他多了一份保護的心理
，但心態還是一樣的開放，因為對自己的教育
自信。
在性觀念相對保守的英國，年輕人能不能
有婚前性行為也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去
年一則報導稱，30 多年來一直宣導保守觀念的
英國民間團體“家庭教育信託會”給全國每所
中學派發小冊子，倡議拒絕婚前性行為，告誡
年輕人不要順應當今社會追求即時滿足的潮流
，要學會區分真愛和生理吸引，以及迷戀和欲
望之間的差別。
不過，也有人批評說，單純強調禁欲是不
可取的，關鍵是如何去幫助他們保持安全性，
防止意外懷孕、不健康性行為以及性疾病傳播
等。

亞洲的含蓄與張揚
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卡朱拉霍石窟群
被視為印度教性愛文化的殿堂，因為神廟中的
裝飾性雕刻有相當一部分是以赤裸裸的男女性
愛為主題。
但是在印度社會，性愛卻不是一個可以隨
便公開討論的話題，戀人在公共場所極少相擁
而行，過分親密的舉動則會招來異樣的目光。
2006 年，美國著名公司尼爾森對印度城市
青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儘管經濟上越來越
富有，大多數印度年輕人仍保持著傳統的性觀
念，反對婚前性行為。
在針對印度 14 個城市將近 3000 名青年的調
查中，只有 20%的人贊成婚前性行為，而高達
79%的人對此表示反對。還有男子表示拒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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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有過性行為的女子結婚。
2005 年 9 月，印度著名電影演員庫什布為
言惹禍。她對一家雜誌表示，只要是安全的，
婚前性行為就沒有任何過錯。最初，她的言論
並沒有引起風波。但一周以後，經印度陽光衛
視將此事大加渲染，庫什布開始陷入巨大的麻
煩之中。
印度保守的政客和社團組織成員發起遊行
聲討庫什布，認為她的言論應該遭到懲罰，這
不僅是對宗教的褻瀆，也違背了印度傳統的道
德價值觀，有人甚至指責庫什布“正在墮落”
。
有“印度庫娃”之稱的網球明星莎妮婭·
米爾紮在一場新聞發佈會上公開表示支援函式
庫什布的言論，“不管是婚前還是婚後，性行
為必須是安全的，而談到婚前，既然你不能阻
止，就只能保證它是安全的。”
米爾紮平時穿超短裙的“叛逆”打扮本來
已經讓保守的宗教人士不滿意，這番言論更像
是火上澆油，抗議者們甚至舉著標語聚集到她
家門前表示氣憤，以至於最後米爾紮不得不出
面澄清。
周作人曾翻譯過日本女作家與謝也晶子的
《貞操論》，與謝也晶子認為：貞操應該是建
立在愛情的基礎上，而不應該認為是純粹肉體
的事。沒有愛情的婚姻根本無道德可言，當然
也就失了精神的貞操，切不可借了貞操之名來
對人進行道德的壓迫。
“在日本，'貞操'和宗教的關係並不大。我
的很多未婚女性朋友已經不是處女，我也不認
為這一代年輕人還有很多人會把貞操保留到結
婚那天，我本人就不能想像一直守到結婚。”
剛剛大學畢業的瑤子說，日本市面上有很
多女性生活時尚雜誌會公開談論性話題，沒有
什麼避諱。“如果雙方是真誠交往，那麼性生
活也是溝通的一部分，但隨意濫交就是非常不
好的行為。”
2005 年，據日本衛生部統計，日本 17 歲少
女幾乎有一半都有過性經驗，這一比例遠超
1990 年的大約 17%。男生的性經驗比例為 40%
，較 1990 年增加了近一倍。
日本青少年性行為的激增讓日本政府不安
。有議員擔心，這是由於有些學校裡性教育的
方式太“生動”了，如結構幾乎和真人一樣的
男女娃娃，以及附上男女性行為解說插圖的課
本等。教育界人士卻認為有必要灌輸更具體的
知識，尤其考慮到媒體不斷出現的色情鏡頭以
及充斥街頭的色情漫畫。
由於政策寬鬆，日本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
文學、漫畫作品異常繁榮。但今年 2 月，東京
市政府擬立“東京都青少年健全育成條例修正
案”，要求限制發行和銷售所有“對未成年角
色做性描述”的動漫及遊戲，旨在保護青少年
免受不良資訊影響。修正案原定於 3 月 19 日在
東京都議會通過，但因觸動動漫產業的經濟利
益，且受到業界人士的不滿和聯名抗議，不得
不擱置。
韓國人對婚前性行為的態度我沒有求證過
，倒是看過《紐約時報》曾經報導的韓國未婚
媽媽的故事。由於韓國社會對於未婚媽媽現象
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多數年輕的未婚媽媽們
迫于壓力選擇墮胎(儘管非法)或棄養(倫理上不
太道德)。
2007 年，韓國有 7774 名非婚生子，占出生
嬰兒數的 1.6%。而韓國保健福利家庭部的統計
顯示，有 96%的韓國未婚媽媽選擇了墮胎。政
府資助的調查表明，把孩子生下來的未婚媽媽
中，有 70%放棄了孩子的撫養權，堅持獨立撫
養孩子的少之又少，並且往往要蒙受羞辱、承
受貧苦。
雖然韓國衛生部官員說，現在韓國政府也
在努力提高資助未婚媽媽的金額，增加針對未
婚孕婦的服務，但是社會壓力造成的羞恥心妨
礙了這些女性走出來接受幫助。
一些家庭為了隱瞞未出嫁女兒懷孕的事實
，只好搬離原來居住的地方。獨立生活的未婚
媽媽則在婚姻狀態方面撒謊，害怕會被房東看
不起，或者孩子以後在學校被欺負。
由政府資助的韓國婦女發展組織所作的調
查發現，只有 1/4 的韓國人表示願意同未婚媽
媽做同事或鄰居。所以近年來，一些未婚母親
也嘗試建立未婚媽媽協會來維護她們撫養自己
孩子的權利。

堪城
新聞
堪城分類廣告請洽:
913-850-0781
1-314-991-3747

餐館出讓
有意者請洽陳太太
，中午2點至4點

913-653-3783

堅旺裝修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
水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
大小工程一條龍服務、20年
經驗，免費估價。 請電 陳師傅

816-787-5098

周日聚会时间
9:30

AM

英文主日崇拜
中文主日学

10:50

AM

中文主日崇拜
英文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周六1:30-3:30 中文学校
10101 England Drive
Overland Park, KS 66212
www.ecbckc.org
ecbc@ecbckc.org
913-599-4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