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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晓明（１９５９－），甘肃民勤人，医学博士，执业

医师。早年在内蒙阿右旗插队。先后学习毕业于

甘肃中医学校、湖南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

现为深圳市天然源科技公司、北京华泰坤科技公

司、阿左旗华鸿环境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性学会

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学术部长、中医性学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科学》副主编，北大医学

部性学研究中心学术部副部长、研究员。兼任全国

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监事、美容化妆品业商会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高新技术和国家重点新产

品评审专家库成员，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客座教授

等。曾为多家电视台、电台、报刊、杂志嘉宾主持。

致力于让男人更雄壮，让女人更柔美的事业。

·卷首语·

中国性科学的现在和未来发展

潘晓明

生命的核心内涵是两个：一是获取能量，新陈代谢；二是繁

衍后代，种族延续。对此，先贤孟子将其作了入木三分的阐述：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的“色”即是性与生殖，

这里的“性”是事物的原本属性，是“道”。与其他动物相比较，

人类具有完整、系统、复杂的社会属性；也具有更为高级、复杂、

丰富的意识和心理属性；更有不断完善、致力追求的创造美和欣

赏美的天性。人是性生活的实践产物，人类科学和健康的性是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主题。

中国性科学是以性医学、性心理学和性社会学为基础，覆盖

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领域的综合的跨学科

的完整体系，有其自身的特殊轨迹，其显著特点就是性科学包括

性学的发展是与当时的哲学、政治、法律、宗教、医药、文化、风

俗、道德等联系在一起的。

性美学是一个涉及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及艺术的综合学

科，是人类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的基础和制高点。性科学普及

的重点是性教育，性教育的重点是性健康教育和青少年性教育。

性法学是性科学一切研究和行为及活动的基础。

网络已成为人类新世纪的标志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长河的奔流，它必将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当然也包括第三性别（“中性人”倾向），已引起关注。综观现状，展望未来，可以认为第三性别、变性、同性

恋，以生物遗传及解剖学改变为主；装扮性变、角色惯性变、误解性别角色，以心理社会学改变为主；中性二者兼有

居中。

２１世纪的家庭结构及性行为模式将是多样的，现有家庭结构及性行为模式将继续延续，但是传统家庭结构

及性行为模式的主流将逐渐淡化；人类最基本的家庭与性爱四要素即生殖、生存、性享乐 、亲密归属将发生位移。

主流和支流，传统和时新、单一和多样、渐变和突变，现实和虚拟、有性和无性、生物和心理、生物和社会共存共融

是其显著特点和趋势，而情感和激变将是社会进步与家庭性爱的主旋律。性科学的发展将呈现学术研究继续不

断深化，教育普及不断推进，临床诊疗成为常态，产业发展更加有序，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法规标准突显重要，热点

关注一如既往，行业组织仍为中坚的特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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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计生委资助科研项目（２００９２１３）。
【作者简介】刘　青（１９６４－），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
科、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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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深圳市南山区围绝经期综合症发生现状调查

刘　青　赖昭兴　柳　青　杨孝侠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计划生育服务所，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６７

【摘　要】目的：通过对深圳市妇女围绝经期综合症的发生情况调查，研究不同年龄组患病情况以及经济、文化背景
下围绝经综合症患病情况，为今后有针对性开展围绝经期综合症干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

道辖区４个社区工作站４０～６０岁围绝经妇女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围绝经期间患病率为７９．８％，年龄是围
绝经期综合症的主要因素（Ｐ＜０．０５），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之间对围绝经期患病有影响（Ｐ＜０．０５），而不同年龄与
不同经济收入水平之间患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２９％的人主动寻求帮助，但其中仅有５８．２６％的人去医
院就医。调查对象围绝经期知识了解渠道主要来自媒体。结论：计生服务人员做好围绝经期健康知识宣教，对重症患者

进行必要的临床治疗，是提高群体生活质量、和谐家庭关系、安享晚年生活的关键。

【关键词】围绝经期；更年期；临床表现

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ＬＩＵＱｉｎ，ＬＡＩＺｈａｏｘｉｎ，ＬＩＵ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５１８０６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ｍ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ｗｅｒｅａｂｏｖｅ４０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６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ＳｔｒｅｅｔｉｎＮａｎ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ｗｅ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ｍｅｎｏ
ｐａｕｓｅ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ｖａｒｉ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χ２＝１５．７０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ｍｏ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ｌｅｖｅｌｓ（Ｐ＞０．０５）．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ｐｅｒｉ－ｍｅｎｏ
ｐａｕｓ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ｌｅａｒ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ｅｄｉａ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ｌａｙｓａｃｒｕｃｉ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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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围绝经期（泛指绝经前后的一段时期，一般为４０
～６０岁）是妇女生命阶段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是妇女
生命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生理过程。这一时期由于性激

素减少导致她们出现一系列躯体及精神心理症状，做

好围绝经期健康知识宣教和进行必要的临床治疗，是

提高群体生活质量、和谐家庭关系，使女性安享晚年生

活的关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调查对象选择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４个社区

４０～６０岁围绝经期妇女。
１２　方　法
通过深圳市计划生育网络平台了解调查对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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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由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进入社区居民家，首先讲

明调查目的、注意事项等，调查表由调查对象自行填

写。调查的主要内容有：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有无围

绝经期症状，对日常生活有无影响，夫妻生活有无影

响，对围绝经期知识了解情况、途径及需求，对自身状

况的评价，出现绝经症状后的就医选择和对服务满

意度。

１３　统计方法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进行数据录入和核对，采用 χ２检验

率进行。

２　结　　果

２１ 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４０００份，回收３９５２份，
获得有效样本数 ３９２６例。调查对象平均年龄 ４７２１
岁。其中：４０～４５岁占 ２２７４％，４６～５０岁占

３６１１％，５１～５５岁占２８９０％，５６～６０岁占１２２５％。
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占 ３９７１％，高中及中专占
３２７６％，大专以上占２７５３％。月收入小于３０００元的
占３４４１％，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占３９５６％，５０００元以上占
２６０３％。婚姻状况有配偶占 ９６８％，无配偶占
３２％。平均绝经年龄４６０６岁。

２．２　围绝经期患病情况分析
２．２１　围绝经期的患病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调

查 ３９２６人，有围绝经期症状 ３１３６人，总患病率为
７９８８％。采用分步进行的“属性数据”显著性检验，
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患病率有明显不同，以４６～５０岁
最为明显，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文化层
次和经济收入影响不明显（Ｐ＞００５），说明年龄是患
病率主要因素，文化程度和收入单独来看无显著影响。

见表１。

表１　不同条件下围绝经期的患病情况

比较

项目
特　　征 人数

围绝经期患病情况

有症状

人数

无症状

人数

有症状

％

显著性检验

预期的频数（人）

有症状 无症状
χ２

年龄

４０～４５岁 ８９３ ７５４ １３９ ８４．４３ ７１３．３ １７９．７

４６～５０岁 １４１８ １１４１ ２７７ ８０．４７ １１３２．７ ２８５．３

５１～５５岁 １１３５ ８９４ ２４１ ７８．７７ ９０６．６ ２２８．４

５６～６０岁 ４８０ ３４７ １３３ ７２．２９ ３８３．４ ９６．６

合计 ３９２６３１３６ ７９０ ７９．８８ — —

２９．９０

Ｐ＝

１．４５Ｅ－０６

＜０．０１

文化

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５５９ １２３７ ３２２ ７９．３５ １２４５．３ ３１３．７

高中、中专、技校１２８６ １０１１ ２７５ ７８．６２ １０２７．２ ２５８．８

大专及以上 １０８１ ８８８ １９３ ８２．１５ ８６３．５ ２１７．５

合计 ３９２６３１３６ ７９０ ７９．８８ — —

５．０１

Ｐ＝

０．０８２

＞０．０５

平均月

收入（元）

＜３０００ １３５１ １０６２ ２８９ ７８．６１ １０７９．ｉ ２７１．９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５５３ １２３６ ３１７ ７９．５９ １２４０．５ ３１２．５

≥５０００ １０２２ ８３８ １８４ ８２．００ ８１６．４ ２０５．６

合计 ３９２６３１３６ ７９０ ７９．８８ — —

４．２９

Ｐ＝

０．１１７

＞０．０５

　　但进一步分析围绝经期症状中年龄因素与文化程
度和经济收入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呢？分别将３１３６位
不同年龄的围绝经期患者先后按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

进行显著性检验，统计表明：年龄和文化程度联合产生

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年龄和经济收
入联合产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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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的围绝经期患病人数的显著性检验

年　龄 人数

围绝经期患病不同文化程度患病人数

Ａ１．

初中及以下

Ａ２．高中／

中专／技校

Ａ３．

大专及以上

显著性检验

预期的频数（人）

Ａ１ Ａ２ Ａ３
χ２

４０～４５岁 ７５４ ３１１ ２６５ １７８ ２９７．４ ２４３．１ ２１３．５ ４．０２

４６～５０岁 １１４１ ４３５ ３５１ ３５５ ４５０．１ ３６７．８ ３２３．１

５１～５５岁 ８９４ ３５６ ２８６ ２５２ ３５２．６ ２８８．２ ２５３．１ Ｐ＝

５６～６０岁 ３４７ １３５ １０９ １０３ １３６．９ １１１．９ ９８．３ ０．０３８

合计 ３１３６ １２３７ １０１１ ８８８ — — — ＜０．０５

表３　不同年龄、经济收入的围绝经期患病人数的显著性检验

年　龄
围绝经期

患病人数

不同收入（元／月）患病人数

Ｂ１．

＜３０００

Ｂ２．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Ｂ３．

≥５０００

显著性检验

预期的频数（人）

Ｂ１ Ｂ２ Ｂ３
χ２

４０～４５岁 ７５４ ２７５ ２９９ １８０ ２５５．３ ２９７．２ ２０１．５ ３．０７

４６～５０岁 １１４１ ３７１ ４４３ ３２７ ３８６．４ ４４９．７ ３０４．９

５１～５５岁 ８９４ ３０４ ３６３ ２２７ ３０２．８ ３５２．４ ２３８．９ Ｐ＝

５６～６０岁 ３４７ １１２ １３１ １０４ １１７．５ １３６．８ ９２．７ ０．１７８

合计 ３１３６ １０６２ １２３６ ８３８ — — — ＞０．０５

　　２２２ 各年龄组围绝经期综合症发病情况　数
据显示，在３１３６名患者中，每个患者平均出现３４种
症状。其中：４０～４５岁、４６～５０岁、５１～５５岁５６～６０
岁各年龄组平均出现１６２、４３２、４０３、３６２种症状。

以４５～５０岁年龄组最为严重。各组围绝经期综合症
发病情况以神经症状最为明显，如潮热、烦躁、焦虑、抑

郁、失眠、健忘、易激动等，随着年龄的增长，有骨关节

疼痛和外阴干燥症状逐渐增加。见表４。

表４ 各年龄组围绝经期综合症发病情况

症状
各年龄组围绝经期有症状人数

４０～４５岁 ４６～５０岁 ５１～５５岁 ５６～６０岁
症状

各年龄组围绝经期有症状人数

４０～４５岁 ４６～５０岁 ５１～５５岁 ５６～６０岁

潮热 １３４ ５６４ ２９６ ６７ 健忘 ６７ ３３ｌ ２７９

盗汗 ９７ ４３２ ２４０ ４９ 易激动 １１０ ４９７ ２９５

烦躁 １１３ ４５９ ３３４ ６３ 心慌 １０２ ４７１ ３５３

焦虑 ９７ ３６９ ２５６ ６４ 胸闷 ９７ ３５６ ３１２

抑郁 ９３ ４４２ １９８ ５３ 关节痛 ６３ ２０７ ３９８

失眠 １０３ ４６９ ２１０ ９７ 外阴干燥 ８ｌ ２３１ ３３９

尿频痛 ６７ １０３ ９７ ８６ 合计 １２２４ ４９３１ ３６０７ １２５６

　　３１３６人平均每人３．４种症状

２２３　围绝经期妇女就医情况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
有７９８８％的群众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围绝经期症状，
都认为对自己的生活有影响，但只有２９％的群众寻求
了帮助，其中有５８３％的接受了治疗。见表５。

表５　围绝经期妇女就医行为

问题
回答问题的情况

是 否

认为对生活有影响 ２５０５（７９．８８％） ６３１（２０．１２％）

其中寻求帮助 ７２６（２８．９８％） １７７９（７１．０２％）

（下转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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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皮肤表现的二期梅毒３例报告

周爱珍

泰州第四人民医院皮肤科，江苏 泰州 ２２５３００

【摘　要】报道三例有特殊皮肤表现的二期梅毒，例１患者三种皮损同时存在梅毒性脱发，蔷薇疹，扁平湿疣；例２患者广
泛发布的伴有恶臭的扁平湿疣，同时手足掌有暗红色斑疹；例３患者表现为阴囊阴阜境界清晰的正常皮色环状隆起性损害。

【关键词】二期梅毒；梅毒性脱发；扁平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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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ｅｌｌｙ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ｆｌａｎｔ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ａｒｋｒｅｄｓｋｉｎ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ｆｅｅｔ；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ｃａｓｅｓｈｏｗｅｄｓｋｉ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ｐｒｏｔｒ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ｓｃｒｏｔｏｍ－ｍｏｎｓｖｅｎｅｒｉｓａｒｅ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ｈａｓｅＩＩ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ｈａｉｒｓｈｅｄ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ｆｌａｎｔ

１　临床资料

例１，患者男，３５岁，因脱发１个月来我门诊就诊，
１个月来感头发脱落较多，头发稀疏，１个月前生殖器
有破溃史，有冶游史。发病以来食欲可，大小便正常，

无其他不适。查体一般情况可，腹股沟淋巴结蚕豆大

小，质地硬，心肺无异常，腹软，无压痛。四肢活动可，

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头部呈虫蚀样脱发，

以枕部和两颞部明显，躯干皮肤可见淡红色斑疹，压之

退色，龟头部冠状沟可见炎症后红斑，肛周可见３个黄
豆大小扁平丘疹，表面潮湿。

实验室检查：ＲＰＲ１：３２，ＴＰＰＡ：阳性。
给于卞星青霉素２４０万 Ｕ双侧臀部注射，１周后

扁平湿疣消失，躯干红斑消失，头发脱落减少。

例２，患者女，５４岁，全身皮疹瘙痒 １个月就诊。

全身出现红色皮疹，瘙痒明显，病程中有头痛，畏寒发

热，无恶心、呕吐。既往体健，家庭关系复杂。查体全

身有异味、恶臭、心肺无异常。双上肢内侧、两侧乳房

下缘、腹部、会阴部、大腿内侧有红色黄豆大小丘疹，顶

端扁平，有脱屑。会阴部皮疹鳞屑较多，有时易刮除。

双手掌有暗红色斑疹，散在分布。

ＲＰＲ：１：３２，ＴＰＰＡ：阳性。
给于卞星青霉素２４０万Ｕ双侧臀部注射，后失访。
例３，患者男，５１岁，阴囊部皮损疼痛３周。３周

来阴囊部出现皮损微瘙痒，明显疼痛。病程中食欲可，

大小便正常，既往体健。在门诊曾拟诊阴囊湿疹给于

硼酸溶液湿敷，益肤清外搽无好转。查体一般情况可，

腹股沟双侧淋巴结肿大，心肺无明显异常。阴阜阴囊

可见一境界清晰的正常皮色环状隆起性损害，约８ｃｍ
×６ｃｍ大小，损害中心有渗出，细小裂隙，脱屑。实验
检查：ＲＰＲ１：６４，ＴＰＰＡ：阳性。

给于卞星青霉素２４０万 ｕ双侧臀部注射，１周后
皮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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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讨　　论

梅毒是苍白螺旋体所引起的一种慢性经典的性传

播疾病，几乎可侵犯全身各器官，并产生多种多样的症

状和体征［１］。

二期梅毒皮肤黏膜损害特征是广泛而且对称，自

觉症状轻微，破坏性小，传染性强。二期梅毒皮损类型

包括［２］：（１）斑疹型梅毒疹；（２）丘疹型梅毒疹；（３）苔
藓样梅毒疹；（４）脓疱型梅毒疹；（５）扁平湿疣；（６）黏
膜梅毒；（７）梅毒性白斑；（８）梅毒性脱发；（９）二期骨
骼梅毒；（１０）梅毒性甲床炎；（１１）梅毒性甲沟炎等。
其中以铜红色斑丘疹具有特征性。

以上３例为近期在本科门诊就诊的患者。例１患
者３种皮损梅毒性脱发、蔷薇疹、扁平湿疣同时存在。
二期梅毒脱发的发生率较低，约为２．９％ ～７％，分为
两种，一种是症状性脱发，即脱发区域二期梅毒皮疹；

另一种为原发性脱发，即脱发区域无任何梅毒性皮疹

发生。大多数梅毒性脱发均属于原发性，表现为虫蚀

状或多发性、弥漫性小片状脱发，有时亦可表现为弥漫

性毛发稀疏，或者上述两种情况并存。枕部、颞部常是

好发部位，一般不会造成毛囊永久性破坏，经抗梅治疗

后毛发可以再生。梅毒性脱发如果与梅毒性皮疹同时

出现则诊断不难，如果单独出现，而不伴有梅毒的其它

症状和体征，则易漏诊［３］。例２患者为广泛分布的扁
平湿疣，有恶臭，双手掌有暗红色斑疹，扁平湿疣常见

肛周及外阴部，分布于乳房下及腹部少见；例３曾被误
诊为湿疹治疗二周，实际为梅毒疹的环形损害。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要时时提高警惕，随着梅毒发

病的上升，梅毒疹表现的多样性，在临床工作中如果遇

到皮损形态特殊，而又不能用一般疾病来解释时，应行

梅毒血清学检查，以排除梅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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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获得知识的途径　本次调查中，有７４％的群
众对围绝经期知识不了解，她们知识来源的主要途径

是电视、杂志为主，占６４４６％，医务工作者１９３２％，
通过其它途径如朋友介绍、观看宣传栏等１６２２％。

３　讨　　论

围绝经期综合症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多发生于

４５～５５岁之间，可持续绝经后２～３年，９０％的妇女都有轻
重不等的围绝经期综合症的表现，围绝经期综合症的发

病及症状严重程度不仅与年龄因素引起的内分泌有关，

还与遗传、职业、文化水平、经济收入、神经介质等因素有

密切的关系。大量临床实践证明，患围绝经期综合症的

患者多数神经类型不稳定，且有精神压抑或精神上受过

较强烈刺激的病史，而性格开朗、神经类型稳定，经常从事

体力劳动的人发生围绝经期综合症者较少，即使发生也

较轻，消退亦较快。说明该病的发病与高级神经活动有

关。本次调查发现年龄是出现围绝经期综合症的主要因

素，并且与文化程度有关。这与石小华［１］的研究结果相

同。认为症状与文化程度之间有相关性，文化程度高的

人可能思虑更多，更有可能对自己生理变化产生不适应

感从而增加更年期综合征的发生可能。

围绝经期保健知识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她

们采取保健措施的积极性，本次调查７９８８％的妇女

出现不同症状，平均每个调查对象出现３４种症状，但
只有２９％的寻求了帮助，其中有近 ６０％的到医院就
诊。这与群众对围绝经期认识不够有关。认为这是正

常现象，不用治疗而消极地等待渡过围绝经期。同时，

也使得一部分妇女在出现相应症状后有焦虑、惶恐等

心理失衡的表现，这与张勇［２］的研究结果一致。

更年期妇女对医生指导有较强的依从性，广州市调查

发现［３］从医生或保健书籍获得知识的妇女，其知识得分较

高，也能更多地采用健康行为。而本次调查从医务人员途

径获得围绝经期信息仅为１９３２％，说明计生部门对围绝经
期知识的宣教还不够，提示计生部门服务重点人群不仅是

已婚育龄妇女，更要关心进入围绝经期的妇女，她们为计划

生育尽了自已的义务，更应享受生殖健康服务的权利。

因此，计生部门可以充分利用社区生育文化中心

这个平台，为广大围绝经期妇女提供咨询指导，并提供

社会支持和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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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重组人干扰素肌注与干扰素阴道栓

联合使用治疗宫颈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

郑占才１ 张晓宁１ 赵华英１ 陈　颖２

１卫生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卫生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妇科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目的：探讨重组人干扰素注射液肌肉注射联合干扰素阴道栓剂治疗宫颈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疗效。方法：
８３例宫颈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患者以半随机方式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４６例，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１ｂ注射液
５０μｇ，肌肉注射，每日１次，连续１０天为１疗程，然后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阴道栓每次１粒，隔日１次，９粒为１疗程。以
上药物每个月１疗程，连用３个月。对照组３７例，不给予药物治疗。结果：治疗结束６个月后复查宫颈高危型 ＨＰＶ
ＤＮＡ，治疗组痊愈率４６．３４％（１９／４１），有效率８０４９％（３３／４１）；对照组痊愈率１６６７％（５／３０），有效率５３３３％（１６／３０）。
经χ２检验，治疗组的痊愈率、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６２７６，００１＜Ｐ＜００５；χ２＝５３５２，００１＜Ｐ＜００５）。结论：
重组人干扰素肌肉注射与干扰素阴道栓剂联合使用，是治疗宫颈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有效方法之一。

【关键词】重组人干扰素；宫颈；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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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ＰＶ可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二大类，外生殖器和
肛周的尖锐湿疣主要由低危型引起，而高危型ＨＰＶ的

持续感染是宫颈癌的病因。研究证明，高危型 ＨＰＶ感
染是子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发病的必要条件［１］，９９８％
的子宫颈癌患者存在高危型ＨＰＶ感染［２］，因此早期诊

断并治疗女性宫颈高危型ＨＰＶ感染，及时随访并监测
宫颈细胞学病变，有助于降低与控制宫颈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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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宫颈高危 ＨＰＶ感染，临床上尚无规范统一
的治疗方案。本研究使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１ｂ注射液
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阴道栓治疗宫颈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并进行了对照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资料与分组

８３例患者均来自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本科
性病门诊，年龄１７～５８岁，平均２７０２岁。其中７４例
患者伴有外阴、肛周疣体，２３例伴有阴道疣体，１０例伴
有宫颈疣体；９例患者为体检时发现单纯宫颈高危
ＨＰＶ感染，否认尖锐湿疣病史，体检亦未发现外阴、肛
周、阴道和宫颈疣体。所有８３例患者均经我院或外院
妇产科进行子宫颈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或／和阴道镜
检查排除了高度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２）和宫颈癌。
８３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 ４６

例，对照组３７例。分组首先遵守随机原则来进行，同
时也尊重患者的个人意愿进行个别调整。经统计学处

理（ｔ检验），两组在年龄、ＲＬＵ／ＣＯ平均值方面无显著
差异，说明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采用第二代杂交捕获实验（ＨＣ２）检测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可同时检测 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
５２、５６、５８、５９和６８共１３种最常见的高危型 ＨＰＶ。用
采样刷收集宫颈脱落细胞进行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
测，检测试剂及仪器为美国Ｄｉｇｅｎｅ公司的高危型 ＨＰＶ
检测试剂盒及基因杂交捕获仪，实验步骤按试剂盒说

明书进行。结果判断阳性标准为：受检标本相对发光

单位（ＲＬＵ）／标准阳性对照（ｃｕｔｏｆｆ，ｃｏ）≥１０。
１．３　治疗方法与疗效判定
对于伴有外阴、肛周、阴道、宫颈疣体的所有患者，首

先使用外用药物（疣迪或派特灵）或冷冻方法去除疣体，

这些患者宫颈ＨＰＶ的初次检测均在疣体消除后进行。治
疗组：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１ｂ注射液（运德素），每次５０μｇ，
肌肉注射，每日１次，连续１０天为１疗程。然后用重组人
干扰素α２ｂ阴道栓（安达芬栓），放置于阴道后穹隆接近
宫颈口处，睡前使用，每次１粒，隔日１次，９粒为１疗程。
以上药物每个月１疗程，连用３个月。对照组：不给予药
物治疗，瞩患者注意日常生活调理，定期复查。两组患者

均每半个月或每月随诊１次，治疗结束后６个月复查宫颈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疗效判断分为四级。治愈：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阴性（ＲＬＵ／ＣＯ＜１０）；显效：ＲＬＵ／ＣＯ值下降
７０％以上，但未转阴；有效：ＲＬＵ／ＣＯ下降３０％～７０％；无
效：ＲＬＵ／ＣＯ下降不足３０％，或增高。痊愈、显效、有效三
者之和为总有效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用卡方检验进行两组有效率的比较。

２ 结　　果

２１ 治疗前高危ＨＰＶ检测结果
ＲＬＵ／ＣＯ值最高２４４６０５，最低１７５，具体结果见表

１。治疗前两组ＲＬＵ／ＣＯ平均数比较，经 ｔ检验无显著
差异（ｔ＝１５０３，Ｐ＞０１），说明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

表１ 治疗前两组ＨＰＶＤＮＡ检测结果及组间比较

组别

（例数）

ＨＰＶＤＮＡ（ＲＬＵ／ＣＯ值）

２４４６０５－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１７５
合计

治疗组 ８ １１ ２９ ４６

对照组 ５ ７ ２３ ３７

合计 １４ １８ ５２ ８３

２２ 治疗后结果

８３例患者中共有１２例患者失访，其中治疗组失
访５人，对照组失访７人。治疗结束６个月后，治疗组
痊愈１９例，显效 ９例，有效 ５例，无效 ８例，痊愈率
４６３４％（１９／４１），有效率８０４９％（３３／４１）；对照组痊
愈５例，显效 ４例，有效 ７例，无效 １４例，痊愈率
１６６７％（５／３０），有效率５３３３％（１６／３０）。经 χ２检验
两组治愈率之间、痊愈率之间均有有显著性差异，治疗

组的痊愈率、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χ２＝６２７６，００１＜
Ｐ＜００５；χ２＝５３５２，００１＜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目前，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的基因型已发现１５０
余种，其中４０余种和外生殖器肛周疣有关［１］。大量流

行病学和生物学资料己证明高危型ＨＰＶ的持续感染是
宫颈癌主要病因，因此针对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早期诊
断与治疗显得格外重要。及早发现高危人群，并给予积

极的治疗，尽量避免发生ＨＰＶ的持续性感染，减少宫颈
癌发病率，对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目前，对于宫颈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妇产科偏重于
针对由ＨＰＶ感染引起的宫颈病变（ＣＩＮ及宫颈癌）进
行局部治疗，治疗病变局部的方法包括激光、冷冻、宫

颈电圈切除术甚至子宫切除术等，这些方法在治疗宫

颈病变的同时，均有助于ＨＰＶ感染在不同程度上的消
除。然而，如果感染者尚未发生明显宫颈病变，则物理

或手术治疗尚无必要，因此对于尚未发生宫颈病变潜

伏感染者，非创伤性的、疗效确切的药物性治疗较易被

患者接受。而皮肤性病科医生较重视外生疣体的去

除，而对于可能同时存在的宫颈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漏诊和漏治。 （下转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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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咪喹莫特联合红光治疗尖锐湿疣１６例疗效观察

俞　莺

无锡市传染病医院性病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２６

【摘　要】目的：观察咪喹莫特联合红光在预防尖锐湿疣复发上的作用。方法：实验组二氧化碳激光除疣一周左右，
待创面愈合后直接将适量咪喹莫特涂于患处，立即红光照射１０ｍｉｎ，隔天１次，１５次为１疗程，一般３个疗程。对照组单
纯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结果：咪喹莫特联合红光治疗对预防尖锐湿疣的复发具有良好效果。

【关键词】咪喹莫特；红光治疗；尖锐湿疣；复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１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

ＹＵＹｉｎｇ
Ｓｙ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Ｗｕｘ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４０２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ｕｓｅｄｔｈｅ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ｔｏｒｅｍｏｖｅｔｈｅ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ｂｏｕｔｏｎｅｗｅｅｋｌａｔｅｒａｆ
ｔｅｒｔｈｅ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ｅｄ，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ｈｅａｌｉｎｇｐａｒｔ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１０ｍｉｎｕｔｅｓ’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ｅｖｅｒｙｏｔｈｅｒｄａｙｆｏｒ１５ｔｉｍｅｓａｓｏ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ｅｅｄｓｔｈｒｅ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ｏｎｌｙ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ａｓ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从２００９年５月起我科应用咪喹莫特联合红光治疗尖
锐湿疣１６例，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共观察３２例病人，均来源于性病门诊，其中男性

２０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１８～５２岁，平均３１．６岁，病程
１～９个月，平均３．２个月。发病部位为冠状沟、龟头、
包皮、肛周、大小阴唇、阴道口、阴道壁、宫颈。所有病

例均有典型的临床表现，并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为

尖锐湿疣的病例。合并有艾滋病、糖尿病等内分泌疾

病、肝病、结核等基础性疾病不列入观察范围。将３２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实验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无

统计学差异，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实验组二氧化碳激光除疣１周左右，待创面愈合

后直接将适量咪喹莫特涂于患处，立即红光照射

１０ｍｉｎ，隔天１次，１５次为１疗程。一般３个疗程。对
照组单纯二氧化碳激光除疣治疗。治疗结束后 ３个
月、６个月随访，观察复发情况。
１．３　疗效判断
随访时观察冠状沟、龟头、包皮、阴囊、肛周、大小

阴唇、阴道口、阴道壁、宫颈等处有无新发疣体，如有新

的疣体长出为复发。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疗效
实验组３个月时的复发率为１２５％，６个月时为

３１２５％，对照组３个月时的复发率为４３７５％，６个月
时为６２５％，复发率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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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湿疣复发率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三个月复发率 六个月复发率

实验组 １６ ２（１２．５） ７（４３．７５）

对照组 １６ ５（３１．２５） １０（６２．５）

２．２　不良反应
用药局部出现重度红斑反应１例（６２５％），停药

５天后红斑消退，减量继续用药，以后出现轻度红斑反
应；出现轻中度红斑反应９例（占５６２５％），水肿１例
（６２５％）、局部瘙痒 ６例（３７５％）、灼热感 ３例
（１８７５％）、疼痛２例（１２５％），除重度红斑反应外，
患者均能耐受。所有病例未出现溃疡、糜烂、渗出、脱

皮、结痂等不良反应，以及全身不良反应。

３　讨　　论

尖锐湿疣是一种临床十分常见的性传播性疾病，

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引起，发病率在世界各国均呈
上升趋势。据报道美国每年有７５万 ～１００万新增病
例。而近几年来我国的性病发生率增长较快，其中尖

锐湿疣占很大比例，已是仅次于淋病之后发病率居第

二位的性病，每年新增病例有５０万人。约有５％的患
者经过一定时期后可发生癌变。

目前对尖锐湿疣的治疗，特别是复发尚缺乏有效

的药物。咪喹莫特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非核苷类异环咪

唑喹啉胺类药物，为小分子免疫调节剂，主要是通过活

化先天性免疫系统和诱导多种细胞因子，包括 ＩＦＮ－
α、ＴＮＦ－α、ＩＬ－１、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２来增强细胞免
疫，刺激机体免疫系统发生针对感染 ＨＰＶ细胞的 Ｔｈ１
型免疫应答，最终清除局部 ＨＰＶ感染，从而起到治疗
作用。主要用于治疗和预防外生殖器和肛周尖锐湿

疣。在大鼠或家兔的致畸研究中，没有发现咪喹莫特

有致突变、致畸、致癌作用。

我们的用法为在外涂咪喹莫特后立即红光照射，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局部组织的新陈代谢，增加药

物透皮吸收，从而增强咪喹莫特疗效。用于阴道内、子

宫颈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本组试验３个月、６个月
的复发率分别为１２５％和３１２５％，明显低于对照组，
说明咪喹莫特有着明显的抗病毒活性。传统的治疗方

法常常有组织破坏性，且易复发。

咪喹莫特作为治疗尖锐湿疣的免疫功能调节剂，与

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治疗方法比较有着明显的优点，疗效

较好，毒副作用小，复发率低，使用方便，患者易接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１５］

（上接第１１页）
　　干扰素具有抗病毒、免疫调节、抗增生作用，临床证
明干扰素治疗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有效［３］。ＩＦＮ及其受
体系统是细胞因子网络中最重要的调节因子之一，干扰

素通过与细胞表面的膜受体特异性结合，引起细胞内一

系列信号传导，诱生多种抗病毒蛋白，同时增强免疫活

性细胞功能，从而发挥抗病毒及免疫调节等作用［４］。然

而，既往临床资料干扰素多用于治疗男女外生殖器肉眼

可见的尖锐湿疣，并取得了一定疗效，但用于治疗宫颈

高危ＨＰＶ感染报道较少。本研究将重组人干扰素α１ｂ
肌肉注射与干扰素α２ｂ阴道栓剂联合使用治疗宫颈高
危ＨＰＶ感染，治疗结束６个月后随访，痊愈率４６３４％
（１９／４１），有效率８０４９％（３３／４１），显示了良好的疗效，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６２７６，００１＜Ｐ＜００５；χ２＝
５３５２，００１＜Ｐ＜００５）。杨丽华［５］用干扰素肌肉注射

治疗宫颈高危型ＨＰＶ感染３９例，干扰素栓剂纳阴法治
疗３７例，另外３７例患者不用任何药物，进行空白对照，
在用药后１２个月时，注射组宫颈高危型ＨＰＶ消退率为
８４６％，纳阴组７５７％，空白组５１４％，注射组和纳阴组
疗效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２，Ｐ＝００３０），注射组
疗效高于纳阴组，但无显著统计学意义（Ｐ＝０３２８）。该
作者认为干扰素明显加快了病毒的清除率。该作者报

告的疗效高于本文，可能与本文随访时间较短（６个月）
而该文随访时间长（１２个月）有关。

本研究结果说明，干扰素肌注与阴道栓剂并用，是

治疗宫颈高危ＨＰＶ感染有效疗法之一。然而，由于本
文样本量较小，结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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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抑制疗法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５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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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抑制疗法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疗效。方法：发作期内服中药（龙胆草、板蓝
根、茵陈蒿等）并联合泛昔洛韦；１０日后非发作期内服中药（黄芪、白术、山药等）并配合西洋参另煎口服。结果：治疗５６
例，痊愈４６例，显效７例，未愈３例。结论：中西医结合抑制疗法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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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ｓ（Ｌｏｎｇｄａｎｃａｏ，Ｂａｎｌａｎｇｅｎ，Ｙｉｎｃｈｅｎｈａｏ）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
ｗｅｒ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ｔ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ｅｎ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ｓ（Ｈｕａｎ
ｇｑｉ，Ｂａｉｓｈｕ，Ｓｈａｎｙａｏ）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Ｘｉ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ｉｎｎｏｎ－ａｔｔａｃｋｐｅｒｉｏｄ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５６ｃａｓｅ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４６
ｃａｓｅｓｆｕｌｌｙ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７ｃａｓ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ｉ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３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ｈａｖ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

　　生殖器疱疹（ＧＨ）是由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引起
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属中医“阴疮”范畴，近年来发病

率迅速增加。ＧＨ约９０％由 ＨＳＶ－２所致，８０％以上
会出现复发。由于发作频繁或生育问题而有产生精神

抑郁或性欲异常的，值得重视。有效控制和降低复发

率是治疗ＧＨ之关键。我科自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０９年１
月采用中西医结合抑制疗法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

５６例，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５６例患者均来自我科门诊，男性 ４６例，女性 １０

例；其中病变部位在包皮者１０例、龟头者３６例，大小

阴唇者１０例；病程５个月～３年，复发次数２～１１次；
年龄在１８～６２岁。以上患者就诊时均无全身症状，在
生殖器，会阴部均可见簇集性水疱、红斑、糜烂、溃疡，

并有烧灼感。５６例患者中５４例有冶游史，均有典型
的疱疹损害，皮损发于外生殖器部位，疱疹均为复发

者。妊娠、哺乳期妇女不作为治疗对象，肝肾功能受损

者不作为治疗对象。

１．２　治疗方法
采用中西医结合抑制疗法进行治疗。发作期中西

药并用，中医治则是清热利湿解毒，方药用龙胆草３ｇ、
板蓝根１５ｇ、虎杖１５ｇ、茵陈蒿１０ｇ、薏苡仁３０ｇ、蒲公英
１２ｇ、苍术１５ｇ、黄柏１５ｇ、白花蛇舌草２０ｇ、黄芪２０ｇ、赤
芍１５ｇ、甘草５ｇ，每天１剂，水煎服；西药治疗用泛昔洛
韦片每次２５０ｍｇ，每日３次，连服５日。５日后停用西
药，连续用前述中药内服治疗共１０日。１０日后非发
作期改用益气健脾利湿的中药内服，方药：黄芪３０ｇ、

（下转第２２页）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第２０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１　Ｖｏｌ．２０Ｎｏ．１０ ·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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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临床生殖诊断学与临床研究。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７

·中医性学·

性科学研究进入微观世界
———创建性科学第三个高潮“中医药时代”

曹兴午１，２　李翠英２　袁长巍２

１中日友好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北京同济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５

【摘　要】阮芳赋教授预言：２１世纪是华人性学研究的第三高峰。如何缔造和实现性学研究的第三高峰，是摆在面
前的重要课题，笔者提出管窥之见，供参考。任何研究都不能离开研究的目标和主体，而性学的研究“人”是研究的对象

和主体，我们必须了解并根据主体的条件、内涵、关系、需求和可能性进行研究，且必须尽可能搞清楚主体（躯体）的功能

与能力，以及客体（自然环境）的关系，才有可能接近客观和真实的客观规律。笔者基于人体生殖生理学和生殖病理学提

出了性学研究进入微观世界的一条途径和６个方面的说明：１．人体两个性腺轴－下丘脑－垂体－睾丸轴；颌下腺－睾丸
轴；２．睾丸间质细胞与支持细胞功能与性功能关系；３．睾丸间质细胞、支持细胞和生殖细胞凋亡；４．环境污染对人类生殖
健康的影响；５．支持细胞凋亡与支持细胞骨架脱落；６．精液中支持细胞凋亡与细胞骨架脱落的检查与分析等。从精液脱
落细胞学和口腔颌下腺细胞学与激素水平结合关系，在显微镜下观察分析结果，藉以作为评价睾丸生殖功能与性功能的

指标。并提出中医中药是我们国家的瑰宝，有着丰富的养生之道，我们应该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严密科学设计，深

入细致进行研究，挖掘这颗璀璨的明珠，为生殖健康与性健康服务，造福人类，创建世界“中医药（汉方）时代”性学研究

的第三个高潮。

【关键词】性科学；研究；第三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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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ｘｅｓ：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ｐｉｔａｔａｒｉｕｍ－ｔｅｓｔｉｌｅａｘｉｓａｎｄｓｕｂ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ｇｌ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ｌｅａｘｉｓ．２．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ｘ
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ｌｅｌｅｙｄｉｇｃｅｌｌａｎｄ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３．Ｔｈｅ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ｌｅｌｅｙｄｉｇｃｅｌｌ，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ａｎｄ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ｅｌｌ．４．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５．Ｔｈｅ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ｏｆ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ｓｋｅｌｅ
ｔｏｎ．６．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ｅｌｌ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ｅｘｆｄｉ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ｍｅｎ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ｉｖｅ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ｏｒａｌｃａｖｉｔｙｓｕｂ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ｇｌａｎ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ｈ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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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ｉｎｄｅｘ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ｌ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ｌｓｏ
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ｉｓｏ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ａｎｄｉｓ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Ｍｏｄｅｒ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ＣＭｓｔｕｄ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ｉｔａｌａｎｄｓｅｘ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ｅａｋｏｆｓｅｘ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ｘ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ｅａｋ

前　　言

阮芳赋教授预言：２１世纪是华人性学研究的第三
高峰。如何缔造和实现性学研究的第三高峰，是摆在

面前的重要课题，笔者提出管窥之见，供参考。笔者基

于人体生殖生理学和生殖病理学提出了性学研究进入

微观世界的一条途径和６个方面的分析，藉以作为评
价睾丸生殖功能与性功能的指标。并提出中医中药是

我们国家的瑰宝，有着丰富的养生之道，我们应该采用

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严密的科学设计，深入细致进行

研究，挖掘这颗璀璨的明珠，为生殖健康与性健康服

务，造福人类，创建世界“中医药（汉方）时代”性学研

究的第三个高潮。

１　下丘脑－垂体－睾丸轴－睾酮、增龄
和性能力的“五指法则”［３］

　　众所周知，男性从由染色体决定胚胎性别起至寿
终正寝，雄激素在性器官的分化、青春期的性发育、男

性的性心理，性的功能、生殖功能和维护男性的第二性

征，始终都起着重要作用。睾酮（Ｔ）是人体最重要、产
量丰富的雄激素，成年男性日产量高达６～７ｍｇ，睾酮
对男性一生极为重要，其生物学作用除对生殖系统之

外，对非生殖系统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并通过不同途

径和机理行使广泛的生物学效应［１］。男子性腺（睾

丸）分泌的睾酮是正常生理性勃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任何导致血睾酮水平降低的疾病几乎不可避免

地使勃起功能受损［２］。睾丸肩负着延续后代和性的功

能的重要职能。睾丸内含有４类主要细胞：间质细胞
（Ｌｅｙｄｉｇｃｅｌｌ，ＬＣ）、支持细胞（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ＳＣ）、生精细
胞（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ｇｅｎｉｃｃｅｌｌ，ＳＣ）和肌样细胞（ｍｙｏｉｄｃｅｌｌ，
ＭＣ）。睾丸内的生殖细胞有：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
胞、次级精母细胞、精子细胞、精子，在曲细精管内有规

律地不断的产生精子，并使之发育完善，均需在健全、

完善的局部细胞群体的密切合作、神经内分泌功能的

调节下进行，尤其是“下丘脑 －垂体 －睾丸轴”的功能
是否正常发挥作用，直接关系到睾丸生精功能和精子

质量和性能力。

近代研究表明，雄激素生理作用的主要形式是：血

清睾酮（Ｔ），游离睾酮（ＦＴ），双氢睾酮（ＤＨＴ）。血清
中的睾酮（Ｔ）９５％是由睾丸内的间质细胞分泌产生，
进入血液循环以后，就以两种形式存在于血液中，一种

是以约占９８％的结合形式；另一种是以２％游离形式
存在，双氢睾酮（ＤＨＴ）就是由 Ｔ转化而来的。根据人
体生理情况来看，睾丸间质细胞合成并分泌睾酮，才能

促使具有男性特征和生殖器官的发育并维持精子的繁

殖、发育和产生，但又要受到下丘脑和垂体的调控，所

以有下丘脑－垂体－睾丸间质细胞轴之间存在的反馈
性联系。随着人体的生长，青春期－中年期－老年期，
这一生命链，人总是要趋向成熟和衰老，下丘脑对垂体

的作用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而垂体对间质细

胞的作用也同时降低，主要是垂体释放给间质细胞的

刺激素的生物活性被降低了，睾丸间质细胞接受的分

泌刺激作用减少了，这样，睾丸内的间质细胞分泌的睾

酮量也就减少了。这就是说，Ｔ、ＦＴ、ＤＨＴ为什么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变化（降低）的道理。但，仍然有不同的

看法。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学者对不同年龄的人群，进

行了Ｔ、ＦＴ、ＤＨＴ的研究，依文献作图［３］。见图１、２、３
所示。

图１　睾酮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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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游离睾酮与年龄

图３　双氢睾酮与年龄。（性年龄）

２　颌下腺－睾丸轴，调控雄性动物的
生殖功能与性功能

　　１９６２年，Ｃｏｈｅｎ最先从雄性小鼠颌下腺（ｓｕｂｍａｎ
ｄｉｂｕｌａｒｇｌａｎｄ，ＳＭＧ）分离到表皮生长因子（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ＥＧＦ）之后，已知在雄性颌下腺可以通过
内分泌方式分泌表皮生长因子（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ＥＧＦ）、神经生长因子（ｎｅｒ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ＮＧＦ）和
肝细胞生长因子（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ＨＧＦ））等多
种生物活性物质。通过导管细胞内生物活性物质，以

旁分泌方式分泌到细胞间隙，直接或间接调节颌下腺

自身复杂的分泌活动，为具有外分泌和内分泌双重分

泌功能的腺体。在雄性动物睾丸内间质细胞（Ｌｅｙｄｉｇ
ｃｅｌｌ）、支持细胞（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以及精原细胞（ｓｐｅｒｍａｔｏ
ｇｏｎｉｕｍ）等多种细胞内都存在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的受
体（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可以接受来自颌下腺的多种活性物质为

其所用。而颌下腺也存在雄激素如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Ｔ）和双氢睾酮（ｄｉｈｙｄｒｏ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ＨＴ）等的受体，因
此，睾丸可通过分泌雄激素来反馈性调节颌下腺的功

能，颌下腺又可以通过其分泌因子活性物质调节睾丸

的功能。为此，学者提出：在雄性动物体内，不仅存在

下丘脑－垂体－睾丸轴，还存在颌下腺－睾丸轴，调控
雄性动物的生殖功能与性功能。进一步研究可能发现

在影响生殖领域的一条新途径，为生育调控、诊断治疗

不育症及性功能障碍和开发药物研究提供新思路［４］。

３ 增龄老化与免疫功能的减退

老化过程 Ｔ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性腺功能降
低［５、６］。性激素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已经引起关

注，文献报道，睾酮对免疫功能有保护作用［７］。杨广

民［８］对７９６例人群，老龄男性人群血浆Ｌ－２活性与睾
酮含量随龄变化及相关性测定结果：淋巴细胞因子－２
（Ｌ－２）与年龄呈明显的负相关（γ＝－０３５５２，Ｐ＜
００００１），睾酮年轻对照组与４０岁以上各组比较均明
显降低。相关检验表明，血浆睾酮含量与年龄间呈极

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γ＝－０４５，Ｐ＜００００１）。目前
认为Ｔ细胞分泌的Ｌ－２随着增龄产生减少是免疫老
化的主要分子机制。５０岁以上老龄男性人群，随着年
龄增长，血浆睾酮水平呈现进行性下降，并与年龄呈显

著负相关，增龄老人男性体征明显下降，机体老化，如

图４所示。

图４　淋巴细胞因子－２（Ｌ－２）与Ｔ和增龄的关系

４　睾丸间质细胞功能与支持细胞功能
与性功能关系

　　４１ 间质细胞功能

睾丸间质细胞（Ｌｅｙｄｉｇｃｅｌｌ，ＬＣ）的功能，除产生少
量的雌激素外，主要产生雄激素。到青春期后，间质细

胞有很强的分泌雄激素功能，促使第二性征的发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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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表现出男性型毛发和音色特征，骨骼肌肉系统的

发育，外生殖器和附性腺的发育，性欲的要求等。雄激

素对发育期的机体有促进生长发育作用，成熟期后则

起控制生长的作用。而雄激素对促进精子生成起重要

作用。ＬＣ失调、衰退、损伤，分泌睾酮减少必然引起支
持细胞变化和影响，导致一系列睾丸生殖细胞变化和

凋亡。男性体内雄激素的９５％由ＬＣ分泌，其余的５％
来自肾上腺素皮质网状带。ＬＣ利用血胆固醇或乙酸
盐，在其细胞内质网、线粒体及微粒体中，经过复杂的

生物学过程，合成雄激素。环氧化酶 －２（Ｃｙｌｏｏｘｙｇｅｎ
ａｓｅ，ＣＯＸ）可能通过上述途径参与睾丸组织内睾酮的
合成。为此，保护间质细胞正常功能与性功能至关

重要［３，９］。

４２ 支持细胞的分泌功能

曲细精管中的管腔液是睾丸液的组成部分，由支

持细胞分泌。支持细胞能合成和分泌与睾酮（Ｔ）和双
氢睾酮有很强的亲和力的蛋白，故称雄激素结合蛋白

（Ａｎｄｙｒｏ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ＢＰ）。ＡＢＰ对雄激素具有
很高的亲和力，而且可以为一些减数分裂的生殖细胞

创造一个雄激素浓度很高的周围内环境（可高出血液

浓度的１００倍）。在包围生长型精子细胞的支持细胞
突起中，也含有 ＡＢＰ，提示了 ＡＢＰ对精子形成的重要
性。支持细胞合成和分泌ＡＢＰ需要适宜温度，在３２℃
时，支持细胞分泌的 ＡＢＰ最多，如将阴囊或支持细胞
培养温度提高到３７℃，支持细胞分泌ＡＢＰ的功能就会
受到严重损害。这就是为什么长期洗桑拿浴造成睾丸

功能损伤导致性欲低下的原因。ＡＢＰ可做为衡量支持
细胞功能的指标。支持细胞分泌 ＡＢＰ的速率高，表明
支持细胞功能完好，反之，ＡＢＰ产生少，意味支持细胞
退化变性。为此，在精液生精细胞学分析中，可以观察

到支持细胞的功能状态，作为判断和维护睾丸功能的

一项指标。一般睾丸精子发生旺盛，支持细胞产生

ＡＢＰ的速率也高，两者呈现相关的一致性。支持细胞
也合成转铁蛋白、抑制素、各种生长因子。转铁蛋白与

铁离子结合并将其转运到一些细胞内，以满足细胞进

行色素活性和呼吸对铁离子的需求［９］。

据研究，２０％的ＡＢＰ通过支持细胞基部进入血液
循环；８０％分泌到曲细精管管腔内，与雄激素结合，才
可以维持曲细精管内雄激素的高浓度，并能为生精上

皮摄入利用。此外，高浓度的 ＡＢＰ随睾丸液流向附
睾，这对附睾功能尤其是附睾头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必须看到 ＡＢＰ在生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治
疗不育症和预防性功能障碍提供了理论基础。

４．３　支持细胞分泌抑制素、转化雄激素
支持细胞分泌抑制素（Ｉｎｈｉｂｉｎ），能选择性地抑制

脑垂体前叶合成和分泌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但不影
响ＬＨ（促黄体生成素）的合成和分泌。支持细胞能将
孕烯醇酮及黄体酮转化为睾酮，并将睾酮转化为雌二

醇，因此支持细胞有产生和分泌雌激素的能力。支持

细胞分泌雌激素的量与年龄有关，幼年和老年者分泌

的雌二醇较多。抑制素可抑制 ＦＳＨ的分泌和减少成
熟睾丸精原细胞之数量。所以，检测抑制素也是判断

支持细胞功能的一项指标。激活素（Ａｃｔｉｖｉｎ）可由支持
细胞产生，也可由间质细胞产生，可诱导 ＦＳＨ的释放
并刺激未成熟睾丸精原细胞的增殖。正常水平的 ＬＨ
或ＦＳＨ是保证正常精子在数量上、质量上产生所必需
的，为此，维持其平衡非常重要。

生精活动或说生殖细胞增殖过程，需要有适量浓

度的睾酮。维持精子发生并不要求高浓度的睾内睾

酮，而要求必须维持一定浓度的睾丸内睾酮环境，对精

子形成的最后阶段至关重要。正常水平的促黄体生成

素（ＬＨ）与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是保证精子数量上和
正常精子产生所必需的激素。生精障碍所致的严重少

精子症患者血清 ＦＳＨ浓度与精原细胞的数量呈负相
关。曲细精管严重损伤时，血清 ＦＳＨ升高，一般认为
是支持细胞抑制素分泌减少的缘故。生精停滞发生在

早期或晚期精子细胞阶段，常见 ＦＳＨ水平正常。生精
障碍发生在初级精母细胞阶段时，常常出现 ＦＳＨ水平
升高［９］。

支持细胞产生分泌的活性要受生精细胞（特别是

粗线期精母细胞与早期精子细胞）的调节，也受曲细

精管周围细胞产生睾酮的旁分泌因子（ｐａｒａｃｒｉｎｅｆａｃ
ｔｏｒ）来调节支持细胞，促进胞体刺激转铁蛋白与 ＡＢＰ
的产生，形成相辅相成的激素与生长的关系。ＡＢＰ、转
铁蛋白、抑制素的合成又受ＦＳＨ的激活。由于ＦＳＨ受
体位于支持细胞与精原细胞上，精原细胞的有丝分裂

也要受ＦＳＨ的刺激，特别在青春期和因促性腺激素缺
乏用ＦＳＨ治疗时，更显示了其功能［９］。

５ 睾丸间质细胞、支持细胞和生殖细胞凋亡

近年研究细胞凋亡引人注目。生精细胞自发凋亡

的生理意义有两点：（１）排除受损和染色体异常畸形
的细胞；（２）控制精子细胞的数目，保证这些细胞能够
为支持细胞所维持。可见支持细胞对生精细胞的自发

性凋亡有很大协调作用［１０］。过多凋亡和过少凋亡都

属于病理性变化，这给我们进行生殖功能与性功能研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第２０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１　Ｖｏｌ．２０Ｎｏ．１０ ·１９　　　·

究提供了客观观察指标。

５１　老龄化与睾丸间质细胞与支持细胞功能改变
Ｈａｊｉ［１１］报告，对日本人群普查结果显示，日本健康

男性睾丸内分泌功能随着增龄而呈现直线下降趋势。

而且发现随着年龄增加，支持细胞功能减退提前比间

质细胞的功能更早，说明间质细胞分泌减少，影响了支

持细胞的功能。Ｃｈｅｎ报道［１２］，在观察老年雄鼠中 ＬＨ
ＲＨ感受器的数目显著减少，这个发现可以解释老年
男性血浆睾酮水平降低，可能与垂体缺乏对下丘脑促

性腺激素释放的充分应答，间质细胞 ＬＨ反应下降导
致睾酮的生物合成过程被抑制有关。观察老龄大鼠的

间质细胞平均体积减少，单个细胞产生睾酮量下降，也

证实了这一推断。提示：老化过程中细胞免疫功能低

下至少可以部分归因老化过程中性腺功能的异常［８］。

杨广民［８］报告 ５０岁以上老龄男性人群，随着年龄增
长，血浆睾酮水平呈进行性下降，并与年龄呈显著负相

关关系，可见随着增龄老年男性性征明显下降，机体老

化，说明睾酮下降，必须外源性补充和调整。

Ｔａｐａｎａｉｎｅｎ等［１３］证实，切除垂体或给予促性激素

释放激素（ＧｎＲＨ）拮抗剂后的未成熟大鼠，生精细胞
分化受到明显抑制，并有较多的间质细胞（ＬＣ）和生殖
细胞凋亡；当补充ＦＳＨ和ＬＨ以后，这些细胞又逐步恢
复到正常水平的８０％。睾酮主要由 ＬＣ合成与分泌，
促进精子发生、雄性生殖器官的发育分化及维持性功

能。ＬＣ过度凋亡后血中睾酮水平明显下降，导致生殖
细胞大量凋亡，给与睾酮能够防止大部分生殖细胞凋

亡［１４］。Ｔｅｓａｒｉｋ等［１５］研究发现在精子发生的Ⅶ阶段，
睾酮可以引起生精细胞在减数分裂前发生凋亡，去除

睾酮后在生精周期的Ⅶ ～Ⅷ阶段发现粗线期、细线前
期精母细胞首先出现凋亡，且凋亡的发生与血清睾酮

含量有明显的依赖性，推测可能与雄激素受体（ａｃｃｅｐ
ｔｏｒ，ＡＲ）有关。
５２ 精液激素降低，细胞凋亡率增加［１５］

不育组精液激素水平明显低于生育组（Ｐ＜
００１）；不育组低激素水平组中生殖细胞凋亡率明显高
于正常生育组（Ｐ＜００１）。说明生殖细胞凋亡的发生
是由激素调控，其中ＦＳＨ和ＬＨ刺激释放，Ｔ是主要的
激素调节者［１６］。

表１ 精液激素水平与细胞凋亡率（Ｘｂａｒ±Ｓ）

组别 ｎ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Ｔ（ｎｇ／ｍｌ） 细胞凋亡率％

生育组 ３０ １７３±０１５ ２２８±０２１ ６４４±０３０ １９５±０１１ ４７１±１２３

不育组 ６８ 　１３５±０１８ 　１８６±０３２ 　５９６±０３１ 　１５５±０１３ 　１９３６±２０４

　　与正常生育组比较：Ｐ＜００１

　　在精索静脉曲张的患者，由于血液回流影响睾丸
血液循环，导致同侧睾丸萎缩，使睾丸的间质细胞受到

影响，间质细胞的异常导致外周血液中性激素改变，从

而反馈影响下丘脑 －垂体 －睾丸轴，使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水平变化［１７］。

５３ 生精细胞凋亡可以维持精子发生过程的动

态平衡

细胞凋亡不同于细胞坏死，是一种细胞自然死亡

的方式。作为生理性细胞消亡方式，细胞凋亡普遍存

在于生物界。环境因素如污染、过热、热处理、缺氧、紫

外线照射、磁场、机械损伤、药物等都可以诱发机体病

理性的细胞凋亡。作为细胞凋亡是一种主动的受许多

凋亡相关基因严格控制的细胞自我消亡的新陈代谢过

程。成年人睾丸中产生成熟精子的数量要比预计生成

的精子数少２０％～７５％。大量的研究表明，睾丸中生
精细胞这种自发性退化是通过细胞凋亡发生的。这种

生精细胞自发性凋亡，主要发生在精原细胞和精母细

胞，精原细胞的凋亡数量多于精母细胞。生精细胞自

发性凋亡和病理性凋亡的凋亡细胞不同，可能是由于

两者分别启动了体内不同的凋亡调控机制造成的

结果［１８、１９］。

支持细胞在睾丸生精细胞诱发性凋亡中的作用，

除去发生自发性凋亡外，还能被多种内源性和外源性

因素诱发产生凋亡（谓有害因素），如促性腺激素及睾

酮减少、化学药物和毒素、高温、辐射、环境污染以及睾

丸的急性缺血－再灌注损伤等，它们通过多种途径影
响生精细胞的凋亡，其中支持细胞机构及功能改变扮

演了重要角色［１０］。这个过程既有平衡保护又有优胜

劣汰的作用。所以，精子自发凋亡是生精过程中必要

的一部分，在精子发生异常时起重要作用［２０］。诱发的

精子凋亡增加在男性不育中起重要作用，其诱因较多，

如促性腺激素和睾酮的去除、睾丸局部高热、支持细胞

毒物和某些化学药物等都能够促使精子细胞凋亡的增

加［２１］，而我们微观检测作为一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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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环境污染对人类生殖健康的影响

环境污染是生殖健康的罪魁祸首，内容巨大、研究

较多，仅就笔者一项交变磁场对小鼠睾丸功能的影响

研究进行分析。

生命体总存在于一定的磁场物理环境中，近些年

来工业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人们已越来越注意到这

些环境磁场对人体的危害［２２，２３］。极低频电磁场对生

殖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２４，２５］。一般磁场的物

理作用非常弱，要常时间的积累（累积性）才能引起生

物作用。对于生物细胞的分裂、繁殖和生长，磁场的作

用是正反馈现象，尽管磁场的物理作用很弱，但仍然引

起明显的生物效应。我们采取交变磁场（Ａｌ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ＡＭＦ）照射小鼠，观察 ＡＭＦ对睾丸生殖
功能的影响，以精子动力学和睾丸病理组织学作为指

标，将结果简介。

在人体内，伴随着生命活动，一些组织和器官内也

会产生微弱的磁场。洪蓉等［２６］采用５０Ｈｚ电磁场暴露
对小鼠睾丸细胞ＤＮＡ以及精子染色质结构的影响，证
明睾丸细胞ＤＮＡ链断裂增加，可能引起染色质浓缩异
常。柯文棋等［２７］研究扫雷艇高强度４０～５０ｍＴ（豪特
斯拉）的环境，对兔与大鼠机体的影响观察，可对机体

产生一定的影响，提示，对舰艇高强度（５０ｍＴ）磁场环
境中作业人员，其作业时间应控制在２ｈ／ｄ以下，持续
时间不超过４周。

笔者结果采用交变磁场（３５ｍＴ）对小鼠睾丸生殖
的影响进行研究，活动力和睾丸病理学均受到严重

损害［２８］。

７ 支持细胞凋亡与支持细胞骨架脱落

Ａｎｄｒｉａｎａ等（２００４）用不同浓度的单乙基己基邻苯
二甲酸酯对体外２月龄的 Ｓｈｉｂａ山羊睾丸染毒，在光
镜和电镜下观察，发现支持细胞出现空泡化，核膜破

裂，细胞器肿胀，骨架断裂。这种变化随着染毒时间的

延长而加剧，并呈剂量依赖性，同时有凋亡的和坏死的

生精细胞［２９～３１］。虽然生精细胞的凋亡与坏死与支持

细胞其他因素变化有关，但ＳＣ骨架断裂也是不可避免
地对生精循环的中断有很大作用，说明 ＳＣ也发生
凋亡。

Ｓｈｏｗ［３２］等（２００３）通过埋植含睾酮和雌二醇的胶
囊，减低睾丸内睾酮水平。通过免疫荧光和激光共聚

焦显微镜技术分析显示，在生精循环中，波形蛋白骨架

断裂并分布于支持细胞核周围，ＳＣ骨架的正常分布和

分支在生精循环大部分阶段中消失，成熟精子细胞从

ＳＣ脱离并有精母细胞的凋亡［２５］。脱落的 ＳＣ必然进
入精液中，随着精液的排出而排出，为此我们在精液生

精细胞学的观察中，就能够检测到支持细胞脱落和

骨架。

８ 精液中支持细胞凋亡与细胞骨架脱落

支持细胞内的波形蛋白丝对维持生精上皮的完整

性十分重要。张继强［３３］等通过青春期前大鼠实验证

明，高温可导致支持细胞波形蛋白的表达增多及分布

变化，随着时间延长，生精细胞凋亡明显增加，高温可

能通过直接作用于支持细胞而破坏生精过程。提高阴

囊局部温度作为一种男性节育方法，临床上已经得到

证实，其机理可能是局部高温能够导致支持细胞骨架

重新分布及表达增加，从而导致生精细胞凋亡。从上

述情况看，既然力、光、热、电、磁等的刺激时，与细胞骨

架相连的蛋白质发生构象的变化，使细胞骨架发生断

裂，人类睾丸受到影响，ＳＣ骨架必然受到损伤，损伤后
必然随着精液排出体外，我们在精液中理所应当的可

以看到损伤和脱落的ＳＣ骨架［３４，３５］。

９ 结　　语

睾丸功能损伤和障碍不仅可以引起不育症，还可

以引起性功能障碍，尤其睾丸功能障碍的靶区。就睾

丸生精过程而言，曲细精管的界膜（ｉｎｔｅｒａｃｅｍｅｍ
ｂｒａｎｅ）、ＬＣ和ＳＣ是调控生殖细胞功能状态的中心环
节，而ＬＣ和ＳＣ的损伤与否，以及细胞内线粒体功能
异常，常常是造成不育症的关键因素。为此，诸多因素

是以界膜为靶区（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以 ＬＣ和 ＳＣ为靶细胞
（ｔａｒｇｅｔｃｅｌｌ）以线粒体（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ｏｎ）为靶点（ｔａｒｇｅｔ
ｐｏｉｎｔ），造成睾丸生殖障碍，不仅引起男性不育症，还可
以引起男性的性功能障碍［３６］。这就是近年学者们已

经认识的老年人部分雄激素缺乏研究成为热点的

原因。

吴阶平院士讲［３７］：房中术在性学具有肯定的地

位，其理论基础是：生养性，性养生，回春延年。一位皇

帝相信晨露能壮阳强精。如果发挥中医药优势。以精

液脱落细胞学和口腔激素分泌液和口腔脱落细胞学作

为检测指标，以中医药为主，防止睾丸生精细胞凋亡、

胀亡、自噬、老化和坏死，维护和延续睾丸的生殖功能

和性功能，开创延缓性衰老的微观领域性学研究的新

纪元，维护男性生殖健康和性健康［３８］。有识之士应该

抓住时机、严谨设计、科学实验、通力协作、发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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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一定的成功，也将是中国性科学研究对人类作出

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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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洪蓉，张燕，刘斌，等．极低频磁场对小鼠睾丸细胞 ＤＮＡ以
及精子染色体结构的影响［Ｊ］．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２００５，２３（６）：４１４－４１７．

２７　柯文棋，乐秀鸿，王学佑，等．５０ｍＴ高强度交变磁场全身间
断暴露２８ｄ对兔和大鼠机体的影响［Ｊ］．海军医学杂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３．

２８　曹兴午，赵天德，王传航，等．交变磁场照射对小鼠睾丸生
殖功能的影响［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５（６）：５３０
－５３３．

２９　ＡｎｄｒｉａｎａＢＢ，ＴａｙＴＷ，ＭａｋｉＩ，ｅｔａｌ．Ａｎ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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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ｓｔｈ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ｃｙｔ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ｂｙｄｅｇｒａ
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ｍｅｎｔｉｎ［Ｊ］．Ｅｅ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１４４（１２）：５５３０－
５５３６．

３３　张继强，秦达念，崔海燕，等．局部高温对青春期前大鼠睾
丸支持细胞波形蛋白的影响及其与生精细胞凋亡的关系

［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３）：２０２－２０６．
３４　曹兴午．性学研究进入微观世界———以睾丸组织化学研究

为例［Ｊ］．华人性研究，２００８，１（２）：３３－３９．

３５　曹兴午．睾丸支持细胞骨架的研究［Ｊ］．中华男科学杂志，
２００８，１４（８）：６７５－６７９．

３６　曹兴午．睾丸生精障碍的靶区、靶细胞和靶点［Ｊ］．中国男
科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２（７）：５８－６０，６３．

３７　吴阶平．中国性学史（提纲）［Ｊ］．生殖医学杂志，２０００，９
（３）：１３２－１３２．

３８　曹兴午．维护男性生殖健康与性健康［Ｊ］．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０，１９（１）：４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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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术１５ｇ、山药２０ｇ、板蓝根１５ｇ、紫草１０ｇ、虎杖１５ｇ、薏
苡仁３０ｇ、茵陈蒿１０ｇ、防风１５ｇ、潞党参３０ｇ、茯苓２０ｇ、
甘草５ｇ，每天１剂，水煎服，连服３月。期间配合每周
１次用西洋参１０ｇ另煎口服。若治疗期间有复发，可
加服抗病毒西药５日。若治疗期间无复发，３个月后
停药观察或改为隔日服１次中药以巩固疗效［１］。

１．３　疗效标准
由于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常在原发性生殖器疱疹后

１～３个月内复发，１２个月平均复发４～６次［２］。据

此制定疗效标准如下。痊愈：１２个月无复发。有效：
１２个月内复发，但复发次数不超过３次。无效：复发
时间和频率不变。

２ 治疗结果

痊愈４６例（８２．１４％ ），显效７例（１２．５％），无效
３例（５．３５％），总有效率９４．６４％。

典型病例：王某，男，３２岁。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１日就
诊。龟头、包皮处反复出现红斑、水疱１年余，曾至多
家医院治疗，经予阿昔洛韦、干扰素、胸腺肽、聚肌胞、

抗病毒口服液等治疗，经治好转 １～２周后复发。刻
诊：包皮、龟头可见二处约黄豆大红斑、溃疡。患者精

神抑郁，阴囊潮湿。舌红、苔黄腻，脉滑数。取溃疡处

分泌物，作病毒抗原检测，提示阳性，诊断为复发性生

殖器疱疹。治疗采用以上中西药结合抑制疗法，用药、

用量、用法均不变，结果创面５天即愈合，治疗３月，
随访２年未复发而痊愈。治疗期间忌食辛辣，忌酒，避
免过度劳累、熬夜、情绪波动等。

３ 讨 论

生殖器疱疹（ＧＨ）是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感染生
殖器皮肤黏膜所致的一种性传播疾病，以外阴生殖器

部位簇集性水疱为特征，近年来本病的发生有逐渐增

多之势。ＨＳＶ感染后常潜伏于骶神经节内，每因感
冒、精神刺激、饮酒、劳累等因素使机体免疫能力下降

而诱发。目前，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治疗，大多只是

针对发作期有皮损的时候才给予治疗，这种被动的治

疗不利于控制和减少生殖器疱疹的复发。抗 ＨＳＶ的
一线药物—阿昔洛韦，在急性期虽然对缓解症状、缩短

疗程等具有较好效果，但尚不能控制ＨＳＶ的潜伏及复
发，在非发作期长期应用价值不大［３］。祖国医学认为

本病属于中医的“阴疱”范畴。中医认为该病发于外

阴，病在下焦，与肝、脾、肾关系最为密切。多因房事不

洁，外感湿热淫毒，困阻外阴皮肤黏膜和下焦经络，外

阴生殖器出现水疱、糜烂、灼热刺痛。反复发作者，耗

气伤阴，导致肝肾阴虚，脾虚湿困，正虚邪恋，遇劳遇热

则发。因此在发作期我们以清热利湿解毒组方用药，

并联合西药泛昔洛韦，以尽快消除症状，促使创面愈

合。方中龙胆草、薏苡仁、黄柏、苍术、茵陈蒿清利湿

热；板蓝根、虎杖、蒲公英、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黄芪

益气利湿；赤芍清热凉血；甘草调和诸药。非发作期，

以益气健脾利湿为要，方中黄芪、白术、防风、山药、茯

苓、潞党参益气健脾利湿；板蓝根、紫草、薏苡仁、茵陈

蒿、虎杖清热解毒利湿。西洋参益气养阴，提高免疫

力。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抑制疗法不但在发作期给

予中西医结合治疗，而且非发作期亦主动用中医药治

疗，调理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能较好达到控制和

减少复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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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性行为与网络文化关系的随机应答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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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了解在校大学生群体中网络色情浏览对性行为及心理状态的影响，并了解大学生主动浏览色情
网站与性行为发生的情况，进行本研究。方法：利用随机应答技术（ＲＲＴ）与问卷调查相结合方法收集资料，采用整群随
机抽样方法选择研究对象，共抽取某地在校二、三年级医学专业类１２３６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调查
结果显示男女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分别为２７．３８％、２４．６４％，男性略高。且一年内浏览色情网站者比例男性远高于女生，
前者是后者的近２倍；男生开始浏览色情网站的年龄远低于女生，更早开始浏览色情网站。研究结果同时还表明，排除
性别因素影响后，学习成绩较差者人群中，性行为发生率和色情网站浏览率均高于成绩较好者，这说明了网络色情对青

少年的危害。结论：网络色情明显影响着学生的性行为及性道德，并且影响到了学生的学习生活。研究结果提示国家应

该采取更加有效的手段控制网络色情。

【关键词】敏感问题；随机应答技术；性行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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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Ｂｉｎ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Ｙａｎｔａｉ２６４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Ｂｉｎ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Ｙａｎｔａｉ２６４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ｏｌ
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ａｎｄｂｒｏｗｓｉｎｇｏｆ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ｗｅｂｓｉｔｅａｍｏ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ＲＲＴ）ａｎ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
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１２３６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ｆｒｏｍｓｏｐｈｏｍｏｒｅａｎｄｊｕｎｉ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ｗｅｂｓｉｔｅｂｒｏｗｓ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ｏｆ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２７．３８％，２４．６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ｂｒｏｗ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ｏｆ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ｏｎｅｙｅａｒｗａｓｔｗｉｃ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ｂｒｏｗｓｅ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ａｔａｎｅａｒｌｙａｇ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ｐｏ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ｈａｄａｈｉｇｈｅｒ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ｗｅｂｓｉｔｅｂｒｏｗｓ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ｎｌｉｎｅ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ｖｅ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ｌｉｖｅｓ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ｏｐｔ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
ｏｄ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ｉｓｓｕ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ｕｒｖｅｙ

　　网络文化，尤其是网络色情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备 受关注的问题，为此，国家采用立法形式对网络色情进

行严格管理。但是，网络色情对青少年性道德产生影

响的模式与作用大小，还需要深入研究。这一敏感领

域的研究多受到结果真实性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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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尝试采用多种敏感问题调查技术相结合方法对此

进行调查分析，定量分析网络色情对大学生群体性行

为的影响。

１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的选取

利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某地在校大学生作为

研究对象［１］，以班级为单位，对抽取到的班级内所有学

生进行调查。

１２ 调查方法

包括不记名自填式问卷调查和随机应答调查

两种。

每２０人为一个调查单位，首先为研究对象解释调
查内容和调查方法，利用幻灯演示每一个调查问题，并

及时完成问卷调查，而后回收并审核问卷。敏感问题

采用多种随机应答模型，利用发放给每位学生的随机

数字表完成调查。

２　资料分析

所有调查资料首先经过审核，确认为有效资料后，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双规录入，并进行逻辑检错。采用
ＳＡＳ统计分析软件包分析数据。主要统计分析的方法
是按照横断面比较分析原理，进行三间分布比较，并对

ＲＲＴ调查结果与不记名自填式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比
较，结合比较分析要就网络色情对大学生恋爱及性行

为的影响［２］。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中共抽取大学二年级与三年级学生合计

１２８５人，无应答者１１人，无效资料１１份，共计有效资
料１２６３份，应答率为９９３０％。有效资料中，二年级共
有５８４份，三年级６７９份。研究对象人群的专业包含
了预防医学、药学、护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食品加

工等多个专业的学生。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详细的

统计结果见表１。
由表１数据可见，不同年级的性别比例、城乡学生

构成不相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与专业设置有密

切关系，护理专业女生比例远高于其他专业。恋爱状

态构成比例也不相同，三年级学生正在恋爱的比例比

二年级高出１２２６％，差异明显。但学习成绩的分布

在不同的年级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考虑性行为在性

别方面的差异甚大，以后分析采用性别分析分析比较，

减少混杂偏倚。

表１　１２６３名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分析

变量
所有调查对象

Ｎ ％

三年级

Ｎ ％

二年级

Ｎ ％
χ２ Ｐ

性别

　男 ４２０ ３３．２５ ２９４ ４３．３０ １２６ ２１．５８６６．７５＜０．０１

　女 ８４３ ６６．７５ ３８５ ５６．７０ ４５８ ７８．４２

城乡

　农村 ８３１ ６５．８０ ４０７ ６９．６９ ４２４ ６２．４４１０．０５＜０．０５

　城镇 １９４ １５．３６ ８８ １５．０７ １０６ １５．６１

　城市 ２３８ １８．８４ ８９ １５．２４ １４９ ２１．９４

学习成绩

　优秀 １３１ １０．６８ ６９ １０．７３ ６２ １０．６２ ３．０８ ＞０．０５

　良好 ３８４ ３１．３０ ２０６ ３２．０４ １７８ ３０．４８

　一般 ４９４ ４０．２６ ２５９ ４０．２８ ２３５ ４０．２４

　差 ２１８ １７．７７ １０９ １６．９５ １０９ １８．６６

是否恋爱

　正在恋爱 ４１２ ３２．６２ １５２ ２６．０３ ２６０ ３８．２９３２．５４＜０．０１

　失恋 ３０２ ２３．９１ １５１ ２５．８６ １５１ ２２．２４

　从没恋爱 ４６６ ３６．９０ ２３７ ４０．５８ ２２９ ３３．７３

　不愿说 ８３ ６．５７ ４４ ７．５３ ３９ ５．７４

３２ 不同性别与年级的被调查对象恋爱观念比

较分析

利用半封闭式问题调查学生对在学期间发生性行

为、同居和恋爱中对待恋爱对方的恋爱经历的态度等

来评价大学生性观念。对不同特征人群的分类比较，

利用卡方检验分析其差异的大小，结果见表２。由比
较结果可以发现，男女大学生对待恋爱的态度在诸多

方面差异甚远。但是，不愿意回答的概率没有多大差

异，说明接受调查的态度比较一致。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网络色情十分明显地影响

着学生的性心理和性道德，这一作用远比学习医学带

来的影响要大得多，而网络交流过程中，女性遭遇的性

骚扰远比男性来得多，这些方面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而学习医学知识对性观念的影响在男女之间差

异不大（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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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恋爱观念差异性别比较分析（ｎ＝１２３６）

调查问题
男性

Ｎ ％

女性

Ｎ ％
χ２ Ｐ

网络色情对你的性观念影响很大吗？

　影响明显 ２６２ ６２．３８ ４１１ ４８．７５ ２４．８２ ＜０．００１

　有，但是作用不大 １４２ ３３．８１ ３５９ ４２．５９

　没有影响 ４ ０．９５ ２４ ２．８５

　说不清 １２ ２．８６ ４９ ５．８１

父母会反对你在大学期间谈恋爱吗？

　反对 ９０ ２１．４３ ２４８ ２９．４２ １４．３７ ＜０．００１

　不反对 ８４ ２０．００ １１４ １３．５２

　不明确 ２３１ ５５．００ ４５４ ５３．８６

　不愿意说 １５ ３．５７ ２７ ３．２０

学习医学对你的性观念有影响吗？

　明显 ４８ １１．４３ ６９ ８．１９ ５．０１ ＞０．０５

　有影响，但不明显 ２２２ ５２．８６ ４４６ ５２．９１

　没有影响 １３９ ３３．１０ ２９４ ３４．８８

　说不清 １１ ２．６２ ３４ ４．０３

在网络聊天时，是否遭遇到对方用语言进行性骚扰

　遇到很多次 ６ １．４３ ２８ ３．３２ ８６．３３ ＜０．００１

　很少遇到 １１３ ２６．９０ ４３２ ５１．２５

　从来没遇到 ２６８ ６３．８１ ３１３ ３７．１３

　从不聊天 ３３ ７．８６ ７０ ８．３０

　　３３ 不同特征的学生１年内主动浏览色情网站
率（ＡｃｔｉｖｅＢｒｏｗｓｅ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ＷｅｂｓｉｔｅＲａｔｅ，以下缩
写为ＡＢＰＲ）比较分析

采用Ｗａｒｎｅｒ随机应答模型［３］作为 ＲＲＴ调查的基
础，并做改进，即问题是单一的，而答案是双重的，例

如，问题设置为“最近１年内，你是否主动浏览过色情
网站？”答案有两种模式：

随机数字的个位数为“０～２”的调查对象，按下列
方式回答：“１＝有过，２＝从没有过”；

其余情况，按照“１＝从没有过，２＝有过”填写
答案。

男女学生中过去１年中的ＡＢＰＲ及其９５％的可信
区间分别为：６２０６％（３１６６％，９２４６％）、２７７７％
（１７３４％，３８１９％），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３４ 学生最早开始接触网络色情年龄的调查估计

这是个数量特征敏感问题，采用相应的 ＲＲＴ技术
进行调查。如果随机数字个位是“１～５”，则直接填写
自选的随机数字的个位数字。如果自选的随机数个位

数字不属于此范围的，则回答下面问题：“你最早开始

主动浏览网络色情内容的年龄属于下列哪个阶段？”

答案“１＝１４岁以前；２＝１５～１７岁；３＝１８～２０岁；４＝
２０～２２岁；５＝２２岁至今或从来没有过”。据此估计不
同年龄段开始浏览网络色情者在总人群中所占比例见

表３
男生浏览网络色情的比例随年龄而提高，进入大

学后才第一次开始浏览网络色情者或从未浏览者仅不

足２０％，这有可能是来自偏远农村的男生或者是其他
情况。女生 ２２岁以前即开始浏览网络色情者仅
为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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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最早开始在各年龄段浏览网络色情者所占比例（Ｐ）及９５％可信区间的估计

年龄段
男

ｎ Ｐ及９５％ＣＩ（％）

女

ｎ Ｐ与９５％ＣＩ（％）

～１４岁 ４３ ０．８７（０，６．７８） ８９ １．２２（０，８．９６）

１５～１７岁 ９６ ２６．６０（２２．０６，３４．７７） １３６ １２．４２（５．３０，１１．２８）

１８～２０岁 １２９ ４２．６２（３７．６４，５１．５８） ７７ １．６４（０，１０．１５）

２０～２２岁 ７６ １６．８９（１２．７３，２４．３８） ９２ １．９３（０，９．８６）

＞２２岁或从未浏览 ６８ １３．０１（９．０２，２０．１８） ４４５ ８６．０８（７６．４４，１３．３０）

合计 ４１２ ８３９

　　３４　不同人群性行为发生情况比较分析

表４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性行为发生率及９５％可信区间的估
计结果（Ｎ＝１２３６）

变量 Ｎ
答案为

“１”的人数

发生率

（％）

ＣＩＬ

（％）

ＣＩＵ

（％）

性别

　男 ４２０ ２４８ ２７．３８ １２．７０ ４２．０６

　女 ８４３ ５０７ ２４．６４ １４．９９ ３４．３０

城乡

　农村 ８３１ ４９４ ２６．３８ １６．２１ ３６．５６

　非农村 ４３２ ２６１ ２３．９６ １０．７３ ３７．１９

学习成绩

　较好 ５１５ ３１３ ２３．０６ １１．２４ ３４．８８

　一般或较差 ７４８ ４４２ ３４．０６ ２１．４８ ４６．６３

性观念保守程度

　开放 １５３ ８８ ３１．２１ ４．５３ ５７．８９

　保守 １１１０ ６６７ ２４．７７ １６．３３ ３３．２２

由表４数据可见，男性发生性行为的比率比女性
高，来自农村的学生比城市高，且成绩较差者高于成绩

较好者。

表５　不同性别人群性行为与学习成绩关系分层分析比较

变量 Ｎ
答案为

“１”的人数

发生率

（％）

９５％ＣＩＬ

（％）

９５％ＣＩＵ

（％）

男

　学习成绩较好 １３６ ８１ ２６．１０ １．１３ ５１．０８

　成绩一般以下 ２４８ １６７ ２７．９９ ９．８６ ４６．１２

女

　学习成绩较好 ２３２ ３７９ ２１．９７ ８．６１ ３５．３２

　成绩一般以下 ２７５ ４６４ ２６．８３ １３．０６ ４０．６１

４ 讨论与结论

随着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青少年发生性行为越来

越多［５，６］，由于性病的泛滥，使社会对这一现象越来越重

视。性教育的缺乏使青少年转而通过隐秘性更好的途

径—网络［７］获得性知识。网络色情不仅导致青少年性

犯罪，也导致性观念的明显改变，出现早恋等现象。网

络色情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属于很敏感的资料，获得真

实资料比较困难。近些年来有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

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关于网络与青少年性行为关

系的研究比较单一，调查研究文献比较少见［８］。

４１ 男女浏览网络色情内容的最早年龄分布差

异明显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有恋爱经历者近２／３，不
论男女，都承认网络色情对自己性观念的影响远超过学

习医学知识带来的影响，网络色情对男性影响要比对女

性更加明显。问卷调查中，自述网络色情对自己性观念

影响明显者所占比例男女分别为６２３８％、４８７５％，二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一年内主动浏览过色情网站

比率男女分别为６２０６％、２７７７％。多个数据比较分
析，可以发现浏览网络色情内容越多，性观念发生转变

的概率会越高，观念改变会越明显，进而引发行为转变。

４２ 性行为与学习的关系

当今的大学生性格越来越张扬，个性也比较强，恋

爱行为或举止出格日渐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非议和讨

论。大学生恋爱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和教育

讨论的问题，但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去研究结论相差甚

远。本研究从群体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结果是负面的。

从表４中的数据不难看出，学习成绩较好者发生性行
为的比例为２３０６％，而一般与较差者为３４０６％。为
消除性别构成不同造成的混杂偏倚进行分层分析，结

果仍可以见到学习成绩不同人群性行为发生率存在差

异，女性差异更为明显（表５）。提示性行为对女生学
习的影响会更大。 （下转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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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教育·

对西部大学生性现状的调查研究
———以宁夏师范学院为例

朱许强

宁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宁夏 固原 ７５６０００

【摘　要】对宁夏师范学院大学生性现状进行了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为在大学生中开展性健康教育提供依据。结
果表明：（１）我校大学生的性观念比较保守；（２）男女生进入青春期的年龄对异性交往有一定的影响；（３）大学生能正确
看待“黄色”书刊与音像，负面影响不大。（４）大学男生对性产业的态度较女生宽容；（５）大学生对性不同层面的知识都
有较大的需求。

【关键词】西部大学生；性现状；宁夏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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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ａｓａｂｏｕｔｓｅｘ；２）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ｐｕｂｅｒｔｙｈａ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３）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ａｎ
ｈａｖ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ｅｒｏｔｉｃ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ｖｉｄｅｏｓ，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ｌｉｔｔｌ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４）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ｂｅｍｏｒ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ｔｏｓｅｘ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ａｎ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５）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ｄｇｒｅａｔ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ｓｅｘ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ｓｔａｔｕｓ；Ｎｉｎｘｉａ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　问题提出

性是人类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性知识的掌握

和对待性的态度则是性健康的基础，它们作用于性行

为，对日后的性功能障碍和性传播疾病的发生以及生

活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危险性行为带来的严重后遗

症，如堕胎、性犯罪、艾滋病等更可能与社会稳定密切

相关。近年来，有关大学生的“性事件”层出不穷，网

络上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闻，比如大学附近的日租

房生意火爆，怀孕女大学生被学校开除，女大学生做

“小姐”，大学男生甘愿被“富婆”包养……“大学生”这

一群体越来越多地和“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成为民众

关注的焦点。从ｇｏｏｇｌｅ搜索引擎上输入“大学生性问
题”，有７６６，０００项符合要求的网页，在百度搜索引擎
上有１３５，０００项符合要求的网页。而且在各种 ＢＢＳ
上，只要与“大学生”、“性”沾边的话题，都会引来无数

跟帖讨论。这些现象反映出社会对大学生的性问题越

来越关注。正是由于大学生群体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有必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性现状。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选取宁夏师范学院１～４年级学生５００人，发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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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５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３９４份，有效回收率７８８％，
男生 ９９人，女生２９５人。
２２ 研究方法与工具

问卷法；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大学生性观念与影响因素
３１１　大学生性观念
表１可以看出宁夏师范学院大学生在性观念上相

对比较保守。

３１２　对大学生性观念的影响因素

表１　宁师与全国大学生性观念对比（单位：％）

观念传统 中间 观念开放

男 宁夏师范学院 ４０．８ ３７．８ ２１．５

２００１年全国 ３０．８ ２９．７ ３９．６

女 宁夏师范学院 ５２．９ ３１．２ １５．９

２００１年全国 ５０．１ ３１．０ １８．９

表２　对男女生性观念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专业 相貌 身材 气质 人生设计 处世方式 生活态度 居住地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Ｆ值 ３．１８８ ．９２２ ２．７７０ ２．３４５ ２．０８６ ２．９２３ １．５６５ ２．７９０ １．７９８ ３．７７５

Ｓｉｇ． ．００８ ．４６６ ．０１８ ．０４１ ．０６６ ．０１３ ．１６９ ．０１７ ．１１２ ．００２

　　对大学生性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所学专业、对自己
身材和气质较好的评价、处世方式、居住地，以及母亲

的职业。父亲对子女性观念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

是母亲对孩子在异性交往方面更加理解和宽容，超出

父亲７１个百分点。见表２。
３２　大学期间的异性交往
３２１　上大学前后异性交往对比

表３　上大学前后异性交往对比（单位：％）

性别 情况分类 约会 接吻 性爱抚 性交 同居

男 上大学前的情况 ３５．７ ３５．７ １１．２ ３．１ ６．２

上大学期间新增 １６．３ ９．２ ５．１ ３．０ ２．０

女 上大学前的情况 ３５．６ ２２．４ ３．４ ３．０ １．４

上大学期间新增 １８．０ １８．３ ３．４ １．０ ０．４

总体 上大学前的情况 ３５．５ ２５．６ ５．３ １．０ ２．５

上大学期间新增 １７．８ １６ ３．８ ２．０ ０．８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上大学之后，异性交往在
各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见表３。

３２２　男女生进入青春期的年龄对异性交往的
影响

表４　男女生进入青春期的年龄对异性交往的影响

异性朋友数量 爱上异性年龄 爱上异性数量 恋人数量 接吻年龄 与异性接吻数量

男生遗精年龄 ６７．０８９ ．２３８ １．４９５ ５．８１４ ２．４８０ ３２．５０４

女生初潮年龄 １．６９１ １．３６０ １．８１８ ５．６０９ ．９８６ １．５２１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男生第一次遗精的年龄与
异性知心朋友的数量、恋人的数量、接吻的年龄、与异

性接过吻的数量差异显著，而女生初潮年龄只与爱上

异性数量和恋人数有显著差异。见表４。
３３　独自性行为与性压抑状况
３３１　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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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我校学生与全国大学生自慰频率对比（单位：％）

每星期 每个月 超过一个月

男 宁夏师范学院 ２．０ １．０ ３．０

全国大学生 ５１．５ ３６．８ １１．７

女 宁夏师范学院 １．０ １．３ １．２

全国大学生 ２７．６ ５１．７ ２０．７

表６　男女生自慰后的心理感受（单位：％）

困惑自卑 精力大减 有点虚弱 好坏感觉都有 与平常一样 愉快 精力充沛

男 １２．２ １０．２ １５．３ １０．２ １１．２ ５．１ ５．１

女 ４．４ １．７ ３．７ ４．４ ５．４ ２．４ ２．７

总体 ６．３ ３．８ ６．６ ５．８ ６．９ ３．０ ３．３

表７　男女生对自慰的看法（单位：％）

是罪恶、堕落 会损害健康 会损害性能力 无看法 自然正常 有好处 非常好

男 ７．１ ２８．６ １１．２ ９．２ ３１．６ ５．１ １．０

女 １１．５ １５．３ ３．１ ２６．８ ２８．１ ２．７ ０．７

总体 １０．４ １８．５ ５．１ ２２．３ ２８．９ ３．３ ０．８

　　潘绥铭教授指出：自慰是一种高学历行为［１］。但

从表５的数据中反映了我校与全国大学生在这一行为
上的差距较大。主要的原因可以从表 ６和表 ７中看
出，１０４％的学生认为自慰是罪恶和堕落的表现，
１８５％的学生认为会损害健康，５１％的学生认为会损
害性能力。

３３２　男女生性压抑状况
男女生在性压抑方面：偶有的占 ２２８％，常有的

和总有的各占０５％和１５％，而且男女生之间差异显

著。见表８。

表８　男女生性压抑状况（单位：％）

没有 偶有 常有 总有

男 ４８．９ ４５．９ ２．２ ３．０

女 ８２．７ １５．３ １．０ １．０

总体 ７５．２ ２２．８ ０．５ １．５

　　卡方值：６０４７６５ ＤＦ＝３０００

表９　男女生性压抑释放途径（单位：％）

一般来往 一般朋友 约会 接吻 性爱抚 性交 同居 都不需要

男 １０．２ １４．３ １４．３ ２４．５ １９．４ １．０ ４．１ １１．２

女 ２３．７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４．９ ６．８ １．７ １．４ １０．９

总体 ２０．３ １８ １８ １７．３ ９．９ １．５ ２．０ １２．２

　　对于性压抑释放的途径随着异性交往程度的提高
而递减。见表９。
３３３　“看黄”的现实
在“看黄”的现实方面：看过“黄色”书刊和音像的

学生占５０７％和４１６％，再加上没看过，想看的学生

比例，也就表明５０％以上的学生都看过或想看。对大
学生而言，“看黄”与思想品德的高低、性犯罪和对学

习的影响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见表１０、１１。
３４　贞操观与对性产业的态度
３４１　贞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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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对“黄色”书刊的看法（单位：％）

没看过，也不想看 没看过，看不看无所谓 没看过，想看 看过，不想再看 看过，再看不看无所谓 看过，还想看

男 ４．１ ８．２ ４．１ １９．４ ５３．１ ９．２

女 ３１．２ ２０．７ ６．８ １０．８ ２９．５ ０．３

总体 ２４．６ １７．５ ６．１ １２．９ ３５．３ ２．５

表１１　对“黄色”音像的看法（单位：％）

没看过，也不想看 没看过，看不看无所谓 没看过，想看 看过，不想再看 看过，再看不看无所谓 看过，还想看

男 ４．１ ９．２ １．０ ２５．５ ５２．０ ９．１

女 ４４．８ ２１．７ ４．１ ８．８ １８．３ １．０

总体 ３１．３ １８．５ ３．３ １２．９ ２６．６ ２．１

表１２　结婚对象与别人性交过能够原谅的情况（单位：％）

能够原谅的情况 男 女 总体 差异显著度

被迫卖淫 １４．３ １６．３ １５．８ ．０９５

被拐卖 １８．４ ２５．４ ２３．６ ９．８４

被强奸 ３２．７ ３５．６ ３４．８ ２．２３３

受骗 ２５．５ ３４．２ ３２．３ １０．４４１

一时冲动，无爱可言 １８．４ １３．６ １４．７ ５．１９９

爱过那男，现已不爱 １８．３ ３３．９ ３０ ０．０３１

现在仍然爱那男 ２．０ ７．５ ６．１ １９．６７８

　　在对方被拐卖、被强奸、受骗、一时冲动和现在仍
然爱那男的几个方面男女生差异显著，但男女生比较

一致的能够原谅的情况排在前两位的是被强奸和受

骗。有２８６％的男生和１６９％的女大学生认为不论
什么原因都不行。

３４２　大学生对性产业的态度

表１３　对“小姐”被抓的处罚的评价（单位：％）

未回答 过于重了 重了一些 正好 轻了一些 过于轻了

男 １１．２ １１．２ ２０．４ ２８．８ ２１．４ ７．１

女 ７．８ ３．１ １１．２ ２３．７ ３３．６ ２０．７

总体 ８．７ ５．１ １３．５ ２４．９ ３０．５ １７．５

表１４　对“嫖客”被抓的处罚的评价（单位：％）

未回答 过于重了 重了一些 正好 轻了一些 过于轻了

男 １２．２ ７．１ ２０．４ ２０．４ ２２．４ １７．３

女 ８．２ ３．７ ６．８ １０．５ ３１．９ ３９

总体 ９．１ ４．６ １０．２ １２．９ ２４．４ ３３．８

　　不论是对“小姐”还是对“嫖客”的惩罚，认为罚款
重了的男生比例分别为３１６％和２７５％，女生比例分
别为１４３％和１４８％，男生是女生的两倍；认为罚款
轻了的男生比例分别为２８５％和３９７％，女生比例分

别为５４３％和５８２％，女生接近是男的两倍。不管是
男生还是女生，都倾向于更加仇恨“嫖客”。见表

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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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大学生对性教育的需求

表１５　大学生对性教育的需求（单位：％）

　　需求内容 性别 不需要 比较需要 很需要

性心理、性变态、同性恋 男 ５４ ３４．７ １１．３

女 ４２．４ ４６．８ １０．８

自慰、性卫生、性健康 男 ５１ ２９．６ １９．４

女 ３９ ４５．１ １５．９

异性交往、恋爱心理 男 ３５．７ ３５．７ ２８．６

女 ２５．４ ５２．２ ２２．４

性心理、避孕、生育 男 ３６．７ ３８．８ ２４．５

女 ４２ ４１．１ １６．９

分析性方面的社会现象 男 ３６．７ ３９．８ ２３．５

女 ３８．３ ４７．１ １４．６

性生活具体知识、技巧 男 ５０ ３２．７ １７．３

女 ６０．６ ２６．１ １３．３

预防性病、艾滋病 男 ２４．５ ４３．９ ３１．６

女 ３３．９ ３４．９ ３１．２

性方面的伦理道德 男 ３９．７ ３３．７ ２６．６

女 ３１．５ ３７．３ ３１．２

表１５表明：学生对性各方面知识的需求都较大。
男生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预防性病和艾滋病、分析性

方面的社会现象、性心理和避孕生育、异性交往和恋爱

心理、性变态与同性恋。女生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异

性交往与恋爱心理、分析性方面的社会现象、性变态与

同性恋、自慰与性卫生健康、性心理与避孕生育。

４　讨　　论

从大学生的性观念来看，我校大学生思想开放的

只占２１５％（男生），低于全国大学生３９６％（男生）
的平均水平，思想传统的占４０８％。女生占１５９％，
低于全国女大学生１８９％的平均水平，思想传统的占
５２９％。然而，由于媒体夸大的宣传，在网上用关键词
“大学生”、“性行为”进行搜索，得到的结果好像是大

学生已经“乱套”了，绝大多数学生已经有性行为，致

使大学生对本群体的估计普遍过高。大学生已经有了

一定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具备了较多的性道德、性法律

常识，因而“看黄”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较小。大学生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比较大，比较注重结婚对象的

贞操问题，但与潘绥铭教授的研究相比较，随着时间的

推移，时代的发展，大学生对性产业的态度日益宽容。

与全国大学生性现状相比较，我校学生在对性知识各

层面的了解水平仍然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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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伦理学·

对宗教形塑“性道德”具体机制的探讨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的分析

李智超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对“性道德”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基于美国社会的大型抽
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重点研究宗教是如何作用于性道德，试图理清宗教形塑个人“性道德”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层

面的宗教因素明显大于个人宗教观对“性道德”的影响；相对与男性而言，女性的“宗教观”对其“性道德”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宗教；性道德；机制；宗教活动；宗教观

Ｈｏｗ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ｈａｐｅ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Ｚｈｉｃｈａ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ｓａｕｎｉｑｕ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ａｒｇ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ｍａｉ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ｈｏｗ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ｈａｐ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ｔｈａ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ｍａｌｅｓ，ｆｅｍａｌｅ’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ｈａ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ｒ“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

１　问题的提出

自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人类的“性”（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就
是最早和最根本的受约制对象之一［１］，因此人的性存

在不能化约为生物学和行为学上的“ｓｅｘ”，是作为一种
生活实践与“社会设置”发生着互动，有生理、心理、社

会三个构面，而个体的“性道德”即是基于性的三种存

在方式发生的一种特殊道德意识现象［２］。有西方性学

研究者指出，“性道德”的存在基础源于两个方面：世

俗基础和宗教基础，“性道德”的世俗基础依赖于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而其宗教基础依赖于信仰［３］。

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影响“性道德”因素也是多

种多样的，例如性别、个人社经背景（ＳＥＳ）、受教育程度、
社区文化、个体的性健康状况等等。本文难以对上述因

素加以全面的考察，仅就宗教形塑“性道德”的机制做一

些探讨。在西方社会，宗教作为重要的价值体系影响着

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中世纪时基督教更是几乎完全统

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有着极强的约

束与支持作用。而今宗教对于西方社会的法律、慈善、

教育、民主政治等多个制度层面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宗教对集体心理形成和个体行动策略的选择仍然有不

可忽视的影响［４］。在西方社会人们的“性道德”（ｓｅｘｕ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无疑要受到宗教的影响。对个人而言，宗教在
其生活中具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层面的宗教因素，

包括教会活动、教友交流、唱诗活动等等；其二是心理层

面的宗教因素，主要是指个人的宗教观／信仰。
宗教是如何作用于性道德的？笼统地用“信仰”

加以解释，无法令人满意。本文将以大型抽样调查数

据为基础，重点探讨社会层面的宗教因素和个人宗教

观对“性道德”的影响，试图理清宗教形塑个人“性道

德”的具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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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和数据清理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１９９０年“世界价值观研究”（ＷｏｒｌｄＶａｌ

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①抽样调查的美国地区数据，样本量为１４２９。
２．２　变量说明＆数据清理
２．２．１　该调查中，与“宗教”相关的测量指标（ｉｎ

ｄｉｃａｔｏｒ）有以下５个，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与“宗教”相关的测量指标

测量指标 选项

１、宗 教 重 要 程 度

（ｖ９）

１＝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２＝ｑｕｉｔｅｉｍｐ．；３＝ｎｏｔｖｅｒ

ｙ；４＝ｎｏｔａｔａｌｌ

２、参 加 教 堂 活 动

（ｖ１４７）

１＝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ｗｅｅｋ；２＝１／ｗｅｅｋ；３＝１／

ｍｏｎｔｈ；４＝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Ｅａｓｔｅｒ；５＝ｏｔｈｅｒｈｏｌｙ

ｄａｙｓ；６＝ｏｎｃｅ／ｙｅａｒ；７＝ｌｅｓｓ；８＝ｎｅｖｅｒ

３、是否将自己看成

有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ｖ１５１）

１＝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２＝ｎｏｔ３＝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ｄａｔｈｅｉｓｔ

４、对上帝存在的看

法（ｖ１７５）

１＝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Ｇｏｄ；２＝ｓｏｍｅｓｏｒｔ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ｌｉｆｅｆｏｒｃｅ；３＝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４＝ｄｏｎ＇ｔ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ｙｓｏｒｔｏｆＧｏｄ

５、生活中上帝的重

要性（ｖ１７６）

１＝Ｎｏｔａｔａ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１０＝ｖｅｒｙ

由上表可以看出，以上变量均为定序变量或定类

变量，除了ｖ１７６以外，其他指标表明分值越小信仰程
度越高，为了以后分析和解释的便利，将 ｖ１７６变量的
变量值全部转置（ｒｅｖｅｒｓｅ），以期与其他几个变量在意
涵的方向性上保持一致。

２．２．２　在该项调查中，与性道德（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相关的测量指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有以下６个，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与“性道德”相关的测量指标

测量指标 选项

１、婚外恋（ｖ３０４）
Ｃａｎｅａｃｈｂｅａｌｗａｙ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０），ｎｅｖｅｒ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未 成 年 性 行 为

（ｖ３０５）

Ｃａｎｅａｃｈｂｅａｌｗａｙ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０），ｎｅｖｅｒ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３、同性恋（ｖ３０７）
Ｃａｎｅａｃｈｂｅａｌｗａｙ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０），ｎｅｖｅｒ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卖淫（ｖ３０８）
Ｃａｎｅａｃｈｂｅａｌｗａｙ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０），ｎｅｖｅｒ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５、堕胎（ｖ３０９）
Ｃａｎｅａｃｈｂｅａｌｗａｙ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０），ｎｅｖｅｒ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６、离婚（ｖ３１０）
Ｃａｎｅａｃｈｂｅａｌｗａｙ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０），ｎｅｖｅｒ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１）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由上表可以看出，以上变量均为定序变量，分值越

大越对相关题器的现象持正面评价，越小越是负面

评价。

２．２．３　该调查还包括反映个人基本情况的人口
学变量：

年龄（ｖ３５５）———定距变量；
教育年限（ｖ３５６）———定序变量；
性别（ｓｅｘ）———二分变量（０为女性，１为男性）；
职业（ｏｃｃ１—ｏｃｃ５）：管理者，专业人员，蓝领，白

领，家庭主妇———二分变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经过数据清理发现，年龄变量

（ｖ３５５）的填答有三个异常值分别是２、４、８，显而易见
应该将相关的 ｃａｓｅ删去。故有效数据样本量为１４２６
（１４２９－３），其中女性７１３人，男性７１３人，男女的样本
量相等。

本文试图探索宗教形塑个人性道德的具体机制，

因而未将上述变量纳入分析模型之中。

此外，所有数据均没有缺失值，这为我们使用结构

方程模型提供了便利。

３　研究假设、模型建立与分析

３．１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取
本文认为不能将“性道德”的影响因素还原于个

体的解释层面，应从涂尔干的“社会约制个人”［５］这一

最基本的社会学思维出发，“宗教群体”是一种对个体

“性道德”观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区别于个体层

面的“宗教观”，“宗教群体”作为参考群体／归属群体，
它可能比个人的社经背景、宗教观对性道德的影响更

大［６］。进而提出研究假设，即“社会层面的宗教因素

对性道德的影响，大于个人宗教观对性道德的影响”，

并以大型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该假设进行操作化，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以验证之。
由此，“社会层面的宗教因素”（潜变量）可从“宗

教群体”的角度加以具体化，将其指标变量确定为 ２
个：参加教堂活动（ｖ１４７）和生活中上帝的重要性
（ｖ１７６）。在西方“参加教堂活动”并不仅仅是到教堂
进行礼拜活动，还有唱诗、辩经、与教友交流等重要活

动，因此将ｖ１４７作为指标变量是合适的；生活中上帝
的重要性（ｖ１７６）同样也是能够反映“社会层面的宗教

① “世界价值观调查”由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Ｒｏｎａｌｄ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主持，汇
集了全球社会科学领域众多学者而共同进行的跨国调查。该调查已覆盖

了目前全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１１年共进行了５次全球性大
型调查。调查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们的基本价值观、生活态度、社会伦

理、道德观念、政治倾向，以及有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态度等。网址

为：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ｇ，可免费获取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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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

本文将“个人宗教观”（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潜变量的指标
变量确定为 ２个：是否将自己看成有宗教信仰的人
（ｖ１５１）和对上帝存在的看法（ｖ１７５），而没有将宗教重
要程度（ｖ９）纳入进来。本文认为 ｖ９仅仅是一种社会
认知判断，不能很好地体现个体“宗教观”，因为即使

是不信仰宗教的人可能也会认为宗教在社会中具有重

要作用。

本文将“性道德”（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潜变量的指标
变量确定为 ５个：婚外恋（ｖ３０４），未成年性行为
（ｖ３０５），同性恋（ｖ３０７），卖淫（ｖ３０８），堕胎（ｖ３０９）。本
文认为，离婚（ｖ３１０）与“性道德”的关涉程度不如婚外
恋、未成年性行为、同性恋等其他５个变量，同时也是
由于简化模型的考虑，决定将离婚（ｖ３１０）变量排除在
模型之外。

３．２　模型建立与分析
通过上述对潜变量与显变量的设定，根据研究假

设建立如下ＳＥＭ（为模型可识别，将ｖ１７５的ｅｒｒｏｒ设为
０），见图１。

图１ 初始模型（Ｎ＝１４２６），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２２９５６，
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２５

根据计算结果中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进行修正
后的修正模型和结果（标准化系数，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修正模型（Ｎ＝１４２６），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１７１３０４，
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２３

接下来，是将修正模型按照男女性别进行分组后

分别进行计算的结果，分别用修正模型 Ａ和 Ｂ表示，
如图３、图４所示。

图３　修正模型 Ａ（男性，Ｎ＝７１３）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９５７６８，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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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修正模型 Ｂ（女性，Ｎ＝７１３）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９８８３０，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２３

表３是总的修正模型（Ｎ＝１４２６）、修正模型 Ａ（男
性，Ｎ＝７１３）和修正模型Ｂ（男性，Ｎ＝７１３）的部分拟合
指标的汇总表。

表３ 修正模型的验证性分析结果

模型 χ２ ｄｆ ＣＦＩ Ｇ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Ｒ ＲＭＳＥＡ

总模型 １７１．３０４ ２３ ０．９６５ ０．９７５ ０．９４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７

模型Ａ ９５．７６８ ２３ ０．９６８ ０．９７２ ０．９５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７

模型Ｂ ９８．８３０ ２３ ０．９６０ ０．９７２ ０．９３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８

可以看出，以上三个模型对数据都有较好的拟合

程度，但是由于样本量较大，模型较为复杂，三个模型

的χ２值都较高，Ｐ值也很小（Ｐ＜００１）。下面我们对
上述三个结构方程模型及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见

表４。

表４　模型主要系数汇总表

模型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与

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间的

路径系数（β１）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与

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间的

路径系数（β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与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间的

结构系数（γ）

总模型 ０．４５ ０．１ ０．８５

模型Ａ ０．５４ ０．０５ ０．８５

模型Ｂ ０．３３ ０．１６ ０．８５

３．２．１　“宗教活动”对“性道德”的影响　上述三
个模型都可以说明，“宗教活动”对“性道德”的影响要

大于“宗教观”对“性道德”的影响，总模型的 β１系数
为０４５，β２系数为０１；模型Ａ的β１系数为０５４，β２
系数为 ００５；模型 Ｂ的 β１系数为 ０３３，β２系数为

０１６，三个模型的 β１均大于 β２。这证实了本文提出
的“社会层面的宗教因素对性道德的影响，大于个人

宗教观对性道德的影响”这一基本假设。由此，本文

认为宗教对“性道德”的形塑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宗

教活动”进行的，即个人主要是在与宗教相关的参照

群体或归属群体的互动与集体行动中，实现宗教对其

“性道德”的形塑的，而相形之下个人的“宗教观”对

“性道德”的影响相对较弱。

３．２．２　“宗教活动”与“宗教观”紧密相关（结构
系数γ均为０８５）　虽然模型难以辨别孰因孰果，但
本文认为社会层面的“宗教活动”对于个体层面的“宗

教观”有着更强的形塑作用。

３．２．３　“宗教观”对男性、女性“性道德”的影响
　通过对比模型Ａ和模型Ｂ的β１和β２系数，发现男
性比女性在“性道德”上更容易受到参照群体或归属

群体的影响，男性的 β１系数为０５４，女性的 β１系数
为０３３，在此系数上男性明显大于女性；而女性的“性
道德”较男性更容易从其“宗教观”出发，女性的 β２系
数为０１６，男性的β２系数为０．０５，在此系数上女性明
显大于男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有研究者指

出在父权制与夫权制的长期影响下，女性在社会规范、

公共活动等领域面临着比男性更多的约束，因此很多

外在的具有强制性社会规范与意识形态对女性的约束

往往会内化为女性自身的价值观与道德感［７，８］，因此

相对与男性而言，女性的“宗教观”对其“性道德”的影

响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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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ｒｙ［Ｊ］．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１９８３，２４（４）：５４５－５５．

７　李之鼎．现代性性道德刍议———李泽厚哲学摭札［Ｊ］．社会
科学论坛，２００７，４．

８　田海华．圣经律法对性态的规范［Ｊ］．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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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叙事自我视角：“性”的解释功能

王小平　袁　雷　王海芳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西 临汾 ０４１００４

【摘　要】性的解释功能在许多人看来无足轻重。作者以“桑（１９７０年代出生）的性经验史”为例，通过避孕套、性知
识的获得、个人的性行为经历的“自我叙述”，阐述了“性”不仅是一种概念及行为，在其背后，更多地折射出社会背景及

背景中的个体的“建构”过程。与此同时，从文中个体的叙述中可以得出性取向的高速流动性特点。

【关键词】叙事自我；性；解释功能

Ｓｅｌｆ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ＹＵＡＮＬｅｉ，ＷＡＮＧＨａｉｆａｎｇ

Ｅｄｉ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ｘｉ０４１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ｔａｋｅｓｔｈ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Ｓａｎｇ”
（ｗｈｏｂｕｒｎｓｉｎｔｈｅ１９７０＇ｓ）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ａｔ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ｒａ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ｕｔａｌｓ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ｂａ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ａｎｄｃｏｎｄｏ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ｅｌｆ－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ｌｆ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一

赵汀阳先生为《走在乡土上》所作的序里有一段

话是这样讲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虽然深刻，但像

‘性’这样的‘小题’恐怕难以成为解释社会的大

作”［１］。然而，福柯在其著作《性史》中对于性却是这

样描述的：“欲望并不是一种先验存在的生理实体，而

是在特殊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被历史地建构起来

的。”［２］。两位学者代表了两种态度：一种是“性”对于

描述、解释社会无关紧要，甚至不可能，那些研究“性”

的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一提；另一种认为“性”不单

单是生理问题，更多的是能够从个体或群体的性经验

中解读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而且还能够

解释旧“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新“我”。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一直处于主宰地位的社会结构

分析范式和社会网络分析范式往往容易忽视行动者作

为行动者主体、意义的积极加工者事实，忽视行动者在

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行动策略、行动目标及行动后果。

也就是说两种研究范式在理解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具体

“经验事实”和现实情境的无力，我们应该侧重于日常

生活实践的一种社会学研究的转向。

潘绥铭先生研究性社会学多年，认为性社会学尽

管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的分支，但它研究的却是人类

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

动之一，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他主张：性

的“主体建构”视角把现象作为主体自己建构的结果

（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仅仅环境决定的），以主体的

感受和体验（而不是研究者的认知）为基础，更加侧重

去研究主体自己建构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建构结果及

其作用）的诸方面［３］。在此定义中，潘先生特别强调

对于“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解构，尤其重

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在我看来，个体“欲望”在建构过程中，所处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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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背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

以这样讲，他人或社会眼中的“欲望”反馈于“我”，而

“我”又被“社会”与“我”自身不断地强化，最终成为现

在的“我”。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

过现在的“我”的“性”的叙述，即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具

体“经验事实”，折射叙述者所在那个时期社会的文化

及文化背后的经济、政治背景。

与社会建构论一样，叙事自我强调语言、情境对于

自我建构的重要性，然而不同的是，它同样承认自我的

一致性、行为连续性的存在，并且这种一致性是建构

的、依赖特定历史文化的。与此同时，它还用时间这根

主线串起了社会建构中零散的、各种特定情境下看似

杂乱无章的事件。因此，采用叙事自我的研究方法不

失为阐释社会与自我的一种较好的研究视角。

二

这里以我所访谈的桑主人公（１９７０年出生，男，东
北人）的“性经验”叙述为例。桑和我是在博客里认识

的，他经常光顾我的博客，后来发信息给我，要我的ＱＱ
号码。他知道我的研究者身份，关于他的姓名、工作具

体单位我也不去询问，这样不至于在回答问题或者他

自己情不自禁地叙述时，夸大或者隐藏事实，而且通过

ＱＱ聊天还可以避免面对面的某些话语的尴尬。因
此，聊天的内容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真实可信。

“避孕套”背后隐含着当时的人口政策。“……为

了控制人口增长，党和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一系列具体

政策。……有关部门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生产高质

量的避孕药具，满足群众需要”（见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５日
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的公开信）。随之，“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写进了１９８２年宪法。卫生部门发放免费的避孕套，老
百姓似乎并不适用，随便放在家中或者让孩子娱乐用。

桑对于避孕套是没有概念的，“直到大学才知道小时

候整天玩的气球原来是避孕套，白色的吹得大大的绑

起来拿着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不亦乐乎”。现在的孩

子是享受不到那种快乐了（不知道大人们怎么看待他

们的行为？）。今天，没有人会拿着避孕套去玩，其

“性”及“健康”的意义更为突出。

对性知识获得的途径，在不同的阶段方式不同。

媒介欠缺的情况下，从父辈们的经验、同伴学习而来，

观念受制于政府主导的宣传。在他所出生与成长的那

个时代与环境，性这个概念没人告诉是怎么一回事，人

们就是在自发状态下了解性与快感似乎有某种联系，

其他的一无所知。

“第一次的性行为居然发生在小学五年级，是一

次在看露天电影，Ｂ小我２岁，他没有拿椅子，就坐在
我大腿上，我居然勃起了，感觉很是舒服。”“初中时，

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Ｃ叫我去他那儿住，黑夜里他脱掉
了我的衣服，让我给他手淫，他也给我手淫，至今具体

情节不记得了，那种感觉还真是不错。”

“改革开放初期，报纸是不可能有人买的，电视在

一个村里也就那么几台，几乎与外界隔绝，更多的谈资

就东家长西家短，谁的媳妇和哪个男人一起走路了都

会被议论好多天，当新闻来传。在农村，信息闭塞，谈

性会被认为淫荡或品行不端，甚至想想都会脸红！那

时除了赋予打扮得漂亮的女人比较骚或者生活不检点

的污名以及传闻之外，好像就没有其他关于性的话

题了。”

“不能理解的是，有个年轻女人在家和老公做爱

时可能比较大胆，被人听了墙根，很快传开，所有人，大

人小孩都当话柄满村嚷，把女人推到风口浪尖，被当做

荡妇的典型，喝了农药，女人含羞自杀。别人就更加小

心翼翼了，有夫之妇尚且如此，别人还敢怎么样呢。对

象都是介绍的，自己处对象是大逆不道的、放荡的。”

桑提到了第一次接触性，“小孩们过家家，那是在

小学，班长 Ａ人比较凶，常常强迫我们做事。他让一
女生躺在桌子上，撩起裙子一个人看，说是了解人体构

造。我们在场的其他人没有看的权力。”“权力无处不

在”，在学生群体中在“性”这个领域也彰显了权力的

意义，这刺激了桑的强烈的欲望探求，“到底人体的构

造怎样，就成了我心中的迷。或许这就是最早的被压

抑的性，以至于那时每次看漂亮的性感姑娘或带有情

色的电影，总是要打那么几个饱嗝，然后遗憾着手

淫。”今天，网络、他人的讲述、媒介、涉性场所都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们对于自我的叙述来自过去、现在的物质和文

化影响的客观现实，而且情境有时也成了构建自我的

偶然中的必然因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学校由于经济
问题，住宿条件不像现在这么优越，桑提到“中学阶段

住的是集体宿舍，几十个人挤在大炕上，晚上睡觉前总

要打闹一番，在炕上蹿来蹿去，或者两个人在一个被窝

玩。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互相抚摸与拥抱成了许多

人公开的互相猜测的秘密。大学就不像先前那么无所

顾忌，也没有那种条件，每人一张床，你就是有那样的

需要，但道德与矜持会阻止你那样做。”

朦胧的性到高中嬉戏性质的同性性行为以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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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性性行为对桑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起了建构的作

用。性的“无知”与体验的“快感”也使得桑在做这些

行为的时候没有“犯罪感”，而且这些经验的作用，也

被同性与异性的性行为在桑那里是那样的自然而然地

发生并明证了。

在桑的叙述中，欲望除了被道德约束之外，家庭经

济状况也会压抑个体的性欲。突然降临的意外事件使

得原本的正常秩序发生变化，伴随的是为了生存而艰

难地生产生活，此时欲望便不是那么强烈或者消失

殆尽。

“或许是因为我个人经历原因吧，父亲去世，剩下

母亲一人，帮助母亲干活养家，而且对学习以外的东西

都不怎么感兴趣，脑子里只想着一定要努力学习，上好

大学，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来孝敬母亲。”

录像馆也成了桑大学期间消遣及满足性欲的物质

载体，而且每天晚上的“卧谈”也是意淫的“必修课”。

即便极少数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也仅仅是在机械地照

本宣科，对于学生的性启蒙和教育意义不大。

“大学期间，周围的录像厅成了我们真正了解性

及性交方面的知识。每个礼拜六，都要光顾，以至于有

个笑话常成为我们的笑料并在熟人与陌生人中传播。

小李有一次去看录像了，他就问老板认识他么，老板诡

秘的说烧成灰也认识，言外之意他是常客。小张刚脱

光了睡下，郭就叫：‘小张，走，看录像去！’。小张非常

迅速地穿好衣服，这时小郭说逗你玩呢，引来大家一阵

大笑。在宿舍里卧谈，除了聊班里女生之外，已经涉足

到阴道窄是不是干起来很舒服这样的言语，大家在小

范围内讨论还是允许的”。

性行为的方式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各种问题

之讨论如同性恋婚姻问题、卖淫是否合法等逐渐浮出

水面并引发人们对于权利的进一步的理解。桑在下面

的故事里叙述了两个中国人身在异国他乡的同性经

历，这是由于孤独、寂寞、痛苦导致二人情感的萌发还

是本质主义所说的天生如此，二者都可解释。但其经

历表明了建构论所强调的个体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

“因为所学专业是俄语翻译，经亲戚介绍我去了

俄罗斯做木材采购，很艰苦的，人生地不熟，经常被人

欺负。也就在那段日子第一次过起了男男生活。那是

在国外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多居室的民宅，我

和Ｆ在一个卧室，有年生意不好，冬天好多同事都回中
国过春节了，就我和他在那里值班。冬天格外冷，我们

除了必要的事情外都不出去。春节那天我们都喝了很

多酒，之后Ｆ开始哭，说想家，说工作不如意，说感情不

开心，我也想家，但我不习惯哭，而且长期的压抑生活

会让一个人心如止水，对什么都表现不那么激情，包括

想家的时候也没他那么激烈。Ｆ哭，我就安慰 Ｆ，他越
哭越厉害，趴在我肩膀上哭，抱着我哭，我平时对人都

很友好的，这个时候当然不好拒绝什么了，由他抱吧。

Ｆ开始吻我，我没拒绝，我有点意外，有点乱，唯独没有
害怕，也没有喜欢或者不喜欢，当时想，我拒绝他会不

好意思吧，而且都是男人吻一下能怎么的，他平时也喜

欢和我勾肩搭背的，只是一直把他当小孩子了。可能

是见我没拒绝吧，他就更一步了，几乎是撕掉了我的衣

服，疯狂的吻全身，我开始变得亢奋，与他发生了性关

系。后来Ｆ走了，我也彻底结束了男男生活，现在再
想，不后悔，不庆幸，不怀念。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性恋，

我不觉得他是，可能是寂寞而已。”

“之后我认识了Ｈ，还不到２５岁的她有点傻乎乎，
感觉就像一块原玉。我们很少言语，更多的是眼神、身

体的交流。我爱上了她，我们就结婚了。恋爱与结婚

还是不同的，恋爱是没有生活的爱情，我们只谈感情与

性，当然快乐。结婚就不同了，随时都有摩擦与矛盾，

更多的是她的工作与经济，我们过了很长时间的紧张

生活，但在性方面我们绝对是最快乐的。在性中，可以

忘记彼此的怨恨，可以忘记生活的艰辛，哪怕就那么几

分钟或几个小时。”

桑，我不去评价他到底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

这个毫无意义，同性恋本身就是带有“污名”的人为地

建构。在最近几十年，国际上已经认为它仅仅是一种

少数人的行为，２００１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认为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不再

被统划为病态，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病态心理。

桑的访谈还是比较愉快的，或许与其性格特征有

关，桑本人大大咧咧。而且，３０多年的坎坷经历使得他
把什么都看得很开，我的小心翼翼的问话好像有点多

余。他也问我一些尖锐的关于个人的性经验，仿佛是在

考验我是否真诚，我没什么顾虑，一一真实地回答。

三

麦克亚当斯提出一种理论构想：关于个体的研究

可以从倾向性特质、个体关注、人生故事三个层次来进

行。那些去情境的、无条件的、可比较的人格维度属于

倾向性特质。个体的关注与特定的情境相关，每个个

体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个具体的领域当中期望

得到的那些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内容，以及为了得到自

（下转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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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流动人口择偶模式调查研究

胡序怀　陶　林　何胜昔　吴露萍

深圳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２８

【摘　要】目的：了解深圳地区流动人口婚恋择偶模式和影响因素，为流动人口婚恋指导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深
圳市流动人口男性８４１人和女性７７４人的婚恋观念和择偶模式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并调查对象的基本社会学信息，统计
分析流动人口婚恋观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１男性平均年龄为２８１４岁，女性平均年龄为２５１２岁；男性平均月收入
为２５６３０９元，而女性平均月收入为２０８６４６元；男女性对象文化程度以大专，高中或中专和中学学历比例高，女性三种
学历合计占调查女性的９１９％，男性占８７６％。２男女性择偶标准存在差异，女性更加注重对方的经济和能力，而男性
对女性外貌和性格更加注重，但人品都是占据择偶标准首位，两者对学历和幽默感要求都较低。３男性比女性交往对象
的比例高，且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接受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婚前多性伴等观念。４在交往对象方式方面，男性通过自己
认识和通过网络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而女性更多通过朋友介绍，父母介绍或工作单位介绍。５年龄，收入水平是影响择
偶标准顺位的因素，而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来深时间都对择偶标准顺位无影响；年龄，来深圳时间是影响对象婚恋

观念的影响因素，而文化程度对婚恋观念影响不显著；年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来深时间对对象交友方

式影响不显著。结论：男女性在择偶模式上存在差异，年龄、收入水平和来深时间都是流动人口婚恋观和择偶模式的影

响因素，在进行家庭婚姻指导时要具有针对性。

【关键词】流动人口；婚恋观；择偶标准；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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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给深圳人口变化带来的明
显的特征有：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比例严重倒挂、人口

平均年龄较低、未婚男女青年较多，这些因素大多是由

于大量农村年轻人口涌入所造成的。许多流动人口在

深圳停滞时间较长，并有一部分在深圳择偶、恋爱并组

成家庭，但也有许多未婚青年因为在深圳没有社会网

络而出现许多婚恋问题。因此，为流动人口提供择偶、

婚恋指导是体现政府服务于民的重要内容，实际也是

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和调查方法

选择在深圳居住超过６个月的未婚流动人口，调
查员采取“滚雪球”式调查方法调查“城市白领”和整

群抽样方法调查工厂未婚青年各５０％，分别调查了男
性对象８４１人和女性对象７７４人。对每名对象进行匿
名问卷调查。

１２ 统计方法

描述性统计对象择偶标准、恋爱方式、婚恋观念和

婚配年龄差距；对比男女性在择偶标准、恋爱方式和婚

恋观念差异。

分析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居住条件、是否

独生子女等因素对择偶标准、婚恋观念的影响。按对

象年龄小于或等于２０岁（９０后），２１至２５岁，２６至３０
岁，大于或等于３１岁分为４个组，分别分析各组对象
的择偶标准顺位，交友方式和婚恋态度；将对象收入按

月收入低于２０００元，２０００至３０００元，高于３０００元分
为３组，对比收入不同人群择偶标准，交友方式和婚恋
态度；将对象来深年数分为２年以内，２年至５年，超
过５年３个组，对比分析来深时间长短对对象婚恋态
度的影响；同时也将分析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对对

象婚恋态度的影响。

问卷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录入，所有数据采用软件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基本情况
调查的 ７７４位女性对象平均年龄 ２５１２±４６３

岁，８４１位男性对象平均年龄为２８１４±５９３岁。７７４
名女性中独生子女的有 ２３人，占女性调查对象的
３０％；男性对象中独生子女３４人，占男性调查对象的
４１％。女性对象平均月收入为２０８６４６元；男性对象
平均月收入为２５６３０９元。

男女性对象文化程度见表１。

表１　对象文化程度情况（剔除未作答）

女性

频数 百分比（％）

男性

频数 百分比（％）

大学 ４７ ６．１ ８７ １０．４

大专 １１５ １４．９ １４８ １７．７

高中或中专 ４２０ ５４．５ ４３８ ５２．３

中学 １７３ ２２．５ １４７ １７．６

小学 １１ １．４ １３ １．６

文盲 ４ ０．５ ４ ０．５

合计 ７７０ １００．０ ８３７ １００．０

２２　婚恋观念描述分析及男女性婚恋观对比分
析

２２１ 问卷调查了对象关于择偶标准中的“相

貌、收入、房子、人品、能力、学历、幽默和性格”等８个
因素，并让对象选择自己认为的三项标准，结果见

表２。

表２　男女流动人口择偶标准

女性

认为重要的人数 百分比（％）

男性

认为重要的人数 百分比（％）

相貌 ２２６ ２９．４ ４３３ ５２．２

收入 ３４２ ４４．４ ２３４ ２８．２

房子 ２９１ ３７．８ １９１ ２３．０

人品 ４５９ ５９．６ ５３１ ６４．０

能力 ３２５ ４２．２ １６２ １９．５

学历 ６８ ８．８ ６０ ６．０

幽默 ４０ ５．２ ４１ ４．９

性格 ２５３ ３２．９ ３６５ 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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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２中发现，女性择偶标准顺位依次为人品，收
入，能力，房子，性格，相貌，学历和幽默；男性择偶标准

顺位依次为人品，相貌，性格，收入，房子，能力，学历和

幽默。

２２２ 回答问题的７６６名女性对象中，２２４人在
家乡已经有对象，占２９２％；回答问题的８３１名男性
对象中有３０５人在家乡已经有对象，占３６７％，男性

对象比女性对象在家乡有对象的比例高，差异有显著

性（Ｐ＜００５）。７６３名女性对象中有３５４名在深圳有
男性朋友（恋爱对象），占４６４％，而８２８名男性对象
中３８５名在深圳有女性朋友（恋爱对象），占４６５％，
男女性在深圳有异性恋爱对象的比例基本相同，差异

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３ 婚恋观念调查结果见表３。

表３　男女青年婚恋观念调查

性别 完全接受Ｎ（％） 能够接受Ｎ（％） 可以接受Ｎ（％） 反对Ｎ（％） 坚决反对Ｎ（％） 歧视Ｎ（％） Ｐ值

你怎么看待不

结婚先同居？

女性 ８３（１０．９％） ２７３（３５．９％） １６９（２２．２％） １８１（２３．８％） ５４（７．１％） ＜０．０５

男性 １６２（１９．７％） ３３３（４０．４％） １８９（２２．９％） １１０（１３．３％） ３０（３．６％）

你怎么看待婚

前多性伴？

女性 ４４（５．７％） １５４（２０．０％） ２２３（２９．０％） ２３０（２９．９％） １１８（１５．３％） ＜０．０５

男性 ７６（９．１％） ２１９（２６．４％） ２３８（２８．６％） ２１５（２５．９％） ８３（１０．０％）

对婚前性行为

所持的态度

女性 ４９（６．３％） ２０５（２６．６％） ２８７（３７．２％） １６１（２０．９％） ６２（８．０％） ８（１．０％） ＜０．０５

男性 ９８（１１．８％） ２７７（３３．３％） ２７７（３３．３％） １４９（１７．９％） ２２（２．６％） ９（１．１％）

你是否接受与

对象同居

女性 ６１（８．０％） ２１９（２８．７％） ２７９（３６．５％） １５３（２０．０％） ５２（６．８％） ＜０．０５

男性 ２１３（２５．７％） ２８８（３４．７％） ２０１（２４．２％） １０１（１２．２％） ２６（３．１％）

　　 Ｎ代表回答选择的对象人数，（％）代表百分比
Ｐ值小于００５，表示男女性在接受性方面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４ 调查对象一旦了解了对象不是处男或处

女后是否还愿意交往，发现 ７６６名女性对象中，６９
（９０％）人绝对不愿意，１４６（１９１％）人不愿意，３１４
（４１０％）人不一定，２２１（２８９％）人愿意，１６（２１％）
人很愿意；而９３０名男性对象中，７１（８６％）人绝对不
愿意，８８（１０６％）人不愿意，２９９（３６０％）人不一定，
３４０（４１０％）人愿意，３２（３９％）人很愿意；男女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５ 男女性对象结交异性的主要方式，调查

结果见表４。

表４ 男女性交友的方式调查结果

女性

频数 百分比（％）

男性

频数 百分比（％）

朋友介绍 ２２０ ２８．７ １９４ ２３．４

父母介绍 ７３ ９．５ ５１ ６．１

自己认识 ３９１ ５１．０ ４７０ ５６．６

单位介绍 ４２ ５．５ ５０ ６．０

婚姻介绍所 １６ ２．１ ６ ０．７

网络交友 ２５ ３．３ ５９ ７．１

合计 ７６７ １００．０ ８３０ １００．０

男女性在结交异性的方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２６ 男女性在工作单位找对象是否感觉困

难，调查结果见表５。

表５ 工作单位找对象或朋友是否感觉困难调查结果

女性

频数 百分比（％）

男性

频数 百分比（％）

很难 １０８ １４．１ ８１ ９．８

比较难 １８１ ２３．６ ２０１ ２４．２

一般 ３４１ ４４．５ ３３８ ４０．７

不难 ９９ １２．９ １８０ ２１．７

很容易 ３７ ４．８ ３０ ３．６

合计 ７６６ １００．０ ８３０ １００．０

男女性在工作单位找对象是否困难方式有差异，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７ 女性对象中认为可以接受的对象平均年

龄比自己小１８４岁到比自己大６０４岁，而男性对象
中可以接受配偶比自己年龄平均小４６２岁和比自己
年龄大２７９岁的女性。５４１名女性对象中，平均与
１３８位异性发生过性行为；而６４５名男性对象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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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２０８位女性发生过性行为，男女性与异性性行为
的平均人数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２３　婚恋观念和择偶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２３１ 年龄对对象择偶标准、交友方式和婚恋

态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６和表７。
２３２ 文化程度对对象择偶标准、交友方式和

婚恋态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８和表９。

表６　不同年龄段人群择偶标准、交友方式统计

择偶标准 ≤２０岁Ｎ（％） ２１～２５岁Ｎ（％） ２６～３０岁Ｎ（％） ≥３１岁Ｎ（％）

相貌 ７３（４０．８％） ２４６（４０．６％） ２２３（４３．３％） １１６（３９．５％）

收入 ７２（４０．２％） ２３３（３８．４％） １７７（３４．４％） ９４（３２．０％）

房子 ６１（３４．１％） １８９（３１．２％） １５７（３０．５％） ７４（２５．２％）

人品 １１２（６２．６％） ３７３（６１．６％） ３１０（６０．２％） １９１（６５．０％）

能力 ６０（３３．５％） ２０１（３３．２％） １２９（２５．０％） ９３（３１．６％）

学历 １１（６．１％） ３８（６．３％） ４４（８．５％） ２４（８．２％）

幽默 ９（５．１％） ３０（５．０％） ２９（５．６％） １３（４．４％）

性格 ４７（２６．３％） ２２４（３７．０％） ２２９（４４．５％） １１８（４０．１％）

交友方式

朋友介绍 ５３（２９．６％） １６６（２７．５％） １１７（２２．８％） ７６（２５．９％）

父母介绍 １９（１０．６％） ５４（８．９％） ３４（６．６％） １７（５．８％）

自己认识 ８５（４７．５％） ３１５（５２．２％） ２８３（５５．１％） １７４（５９．２％）

单位组织 ８（４．５％） ３６（６．０％） ３１（６．０％） １７（５．８％）

婚姻介绍所 ２（１．１％） ８（１．３％） ８（１．６％） ４（１．４％）

网络交友 １２（６．７％） ２５（４．１％） ４１（８．０％） ６（２．０％）

　　Ｎ代表选择该项的对象人数，（％）代表百分比

表７　不同年龄段人群婚恋态度

态度 ≤２０岁Ｎ（％） ２１～２５岁Ｎ（％） ２６～３０岁Ｎ（％） ≥３１岁Ｎ（％） Ｐ值

你怎么看待不结婚先同居？ 接受 １１５（６４．２％） ４４８（７４．５％） ４１３（８１．１％） ２２８（７８．９％） ＜０．０５

反对 ６４（３５．８％） １５３（２５．５％） ９６（１８．９％） ６１（２１．１％）

你怎么看待婚前多性伴？ 接受 ９８（５４．７％） ３６４（６０．２％） ３０６（５９．６％） １８３（６１．６％） ＜０．０５

反对 ８１（４５．３％） ２４１（３９．８％） ２０７（４０．４％） １１４（３８．４％）

对婚前性行为所持的态度 接受 １１８（６５．６％） ４５２（７４．６％） ３８６（７５．０％） ２３２（７８．１％） ＜０．０５

反对 ６２（３４．４％） １５４（２５．４％） １２９（２５．０％） ６５（２１．９％）

你是否接受与对象同居 接受 １２５（６９．８％） ４６８（７７．６％） ４１６（８１．４％） ２４７（８３．７％） ＜０．０５

反对 ５４（３０．２％） １３５（２２．４％） ９５（１８．６％） ４８（１６．３％）

　　 Ｎ代表选择该项的对象人数，（％）代表百分比

表８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择偶标准、交友方式

择偶标准 大专及以上Ｎ（％） 高中或中专Ｎ（％） 初中及以下Ｎ（％）

相貌 １５２（３８．５％） ３７７（４４．４％） １２７（３６．６％）

收入 １３５（３４．２％） ３２０（３７．６％） １１８（３４．０％）

房子 １３３（３３．７％） ２４６（２８．９％） １０２（２９．４％）

人品 ２４３（６１．５％） ５４５（６４．１％） １９９（５７．３％）

能力 １１９（３０．１％） ２５７（３０．２％） １０９（３１．４％）

学历 ３５（８．９％） ６２（７．３％） ２０（５．８％）

幽默 １９（４．８％） ４９（５．８％） １３（３．７％）

性格 １７２（４３．５％） ３２５（３８．２％） １１７（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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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择偶标准 大专及以上Ｎ（％） 高中或中专Ｎ（％） 初中及以下Ｎ（％）

交友方式

朋友介绍 ９３（２３．６％） ２２９（２６．９％） ８８（２５．５％）

父母介绍 ２７（６．９％） ５７（６．７％） ４０（１１．６％）

自己认识 ２０３（５１．５％） ４８９（５７．５％） １６６（４８．１％）

单位组织 ３５（８．９％） ３６（４．２％） ２０（５．８％）

婚姻介绍所 ４（１．０％） １２（１．４％） ６（１．７％）

网络交友 ３２（８．１％） ２７（３．２％） ２５（７．２％）

　　 Ｎ代表选择该项的对象人数，（％）代表百分比

表９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婚恋态度

态度 大专及以上Ｎ（％） 高中或中专Ｎ（％） 初中及以下Ｎ（％） Ｐ值

你怎么看待不结婚先同居？ 接受 ３００（７６．１％） ６５３（７７．６％） ２５０（７３．３％） ＞０．０５

反对 ９４（２３．９％） １８９（２２．４％） ９１（２６．７％）

你怎么看待婚前多性伴？ 接受 ２２４（５７．０％） ５２０（６１．１％） ２０５（５８．９％） ＞０．０５

反对 １６９（４３．０％） ３３１（３８．９％） １４３（４１．１％）

对婚前性行为所持的态度 接受 ２８３（７１．６％） ６４６（７５．７％） ２５６（７３．６％） ＞０．０５

反对 １１２（２８．４％） ２０７（２４．３％） ９２（２６．４％）

你是否接受与对象同居 接受 ２９５（７４．９％） ６９６（８１．９％） ２６４（７７．２％） ＞０．０５

反对 ９９（２５．１％） １５４（１８．１％） ７８（２２．８％）

　　 Ｎ代表选择该项的对象人数，（％）代表百分比

　　２３３ 个人月收入及是否独生子女对对象择偶 标准和交友方式影响分析，结果见表１０。

表１０　不同月收入水平及是否独生子女人群择偶标准、交友方式统计

择偶标准
不同收入水平

≤２０００元Ｎ（％）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元Ｎ（％） ≥３００１元Ｎ（％）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Ｎ（％） 非独生子女Ｎ（％）

相貌 ３８６（４０．７％） １９５（４４．４％） ６８（３７．２％） ２６（４５．６％） ６２９（４１．２％）

收入 ３５３（３７．２％） １５９（３６．２％） ５４（２９．５％） ２２（３８．６％） ５４７（３５．９％）

房子 ３０４（３２．１％） １２４（２８．２％） ４９（２６．８％） １５（２６．３％） ４６３（３０．４％）

人品 ５９０（６２．２％） ２６２（５９．７％） １２２（６６．７％） ４１（７１．９％） ９４１（６１．７％）

能力 ３０２（３１．９％） １１５（２６．２％） ５９（３２．２％） １４（２４．６％） ４６８（３０．７％）

学历 ６７（７．１％） ３５（８．０％） １４（７．７％） ２（３．５％） １１５（７．５％）

幽默 ５０（５．３％） ２１（４．８％） ９（４．９％） ４（７．０％） ７５（４．９％）

性格 ３５４（３７．３％） １６７（３８．０％） ９０（４９．２％） ２３（４０．４％） ５９３（３８．９％）

交友方式

朋友介绍 ２５１（２６．５％） １１２（２５．５％） ４４（２４．２％） ９（１５．８％） ４０２（２６．４％）

父母介绍 ７７（８．１％） ３１（７．１％） １４（７．７％） ８（１４．０％） １１３（７．４％）

自己认识 ５０１（５３．０％） ２４４（５５．６％） ９８（５３．８％） ３３（５７．９％） ８１８（５３．７％）

单位组织 ５２（５．５％） ２７（６．２％） １２（６．６％） ３（５．３％） ８９（５．８％）

婚姻介绍所 １３（１．４％） ５（１．１％） ３（１．６％） ０（０％） ２０（１．３％）

网络交友 ５２（５．５％） ２０（４．６％） １１（６．０％） ４（７．０％） ８０（５．３％）

　　 Ｎ代表选择该项的对象人数，（％）代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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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４　来深圳年数对对象择偶标准、交友方式和 婚恋态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１１和表１２。

表１１　来深圳年数不同人群择偶标准、交友方式

择偶标准 ≤２年Ｎ（％） ２～５年Ｎ（％） ≥５年Ｎ（％）

相貌 ２２１（４５．３％） ２６６（３９．４％） １６７（３９．９％）

收入 １７３（３５．５％） ２６２（３８．８％） １３８（３２．９％）

房子 １５３（３１．４％） ２１７（３２．１％） １０７（２５．５％）

人品 ２９１（５９．６％） ４２６（６３．１％） ２６３（６２．８％）

能力 １４４（２９．５％） ２１８（３２．３％） １１９（２８．４％）

学历 ３４（７．０％） ５６（８．３％） ２７（６．４％）

幽默 ２４（４．９％） ３３（４．９％） ２２（５．３％）

性格 １７６（３６．１％） ２７３（４０．４％） １６５（３９．４％）

交友方式

朋友介绍 １３２（２７．２％） １６５（２４．４％） １１５（２７．６％）

父母介绍 ３６（７．４％） ５７（８．４％） ３０（７．２％）

自己认识 ２５２（５１．９％） ３６５（５４．０％） ２３３（５５．９％）

单位组织 ２８（５．８％） ３８（５．６％） ２５（６．０％）

婚姻介绍所 ６（１．２％） １２（１．８％） ３（０．７％）

网络交友 ３２（６．５％） ３９（５．８％） １１（２．６％）

　　 Ｎ代表选择该项的对象人数，（％）代表百分比

表１２　来深圳年数不同人群婚恋态度

态度 ≤２年Ｎ（％） ２～５年Ｎ（％） ≥５年Ｎ（％） Ｐ值

你怎么看待不结婚先同居？ 接受 ３５２（７２．９％） ５１３（７６．７％） ３３４（８０．５％） ＜０．０５

反对 １３１（２７．１％） １５６（２３．３％） ８１（１９．５％）

你怎么看待婚前多性伴？ 接受 ２７９（５７．４％） ３９６（５８．５％） ２６８（６４．０％） ＜０．０５

反对 ２０７（４２．５％） ２８１（４１．５％） １５１（３６．０％）

对婚前性行为所持的态度 接受 ３４８（７１．３％） ５００（７３．９％） ３３３（７９．１％） ＜０．０５

反对 １４０（２８．７％） １７７（２６．１％） ８８（２０．９％）

你是否接受与对象同居 接受 ３５４（７３．３％） ５４２（８０．２％） ３５３（８４．９％） ＜０．０５

反对 １２９（２６．７％） １３４（１９．８％） ６３（１５．１％）

　　 Ｎ代表选择该项的对象人数，（％）代表百分比

３　讨　　论

通过研究国内相关文献，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流入地时间、收入水平都是流动人口婚恋观念和择

偶模式的影响因素，本文也对是否独生子女情况对婚恋

的影响进行了调查，本研究的结果同其它国内研究者研

究的结果有一定相同，但也存在部分因素不一致［１，２］。

研究发现女性在择偶标准上比男性更实际，更加

重视对方的物质条件，而男性更加重视女性的相貌和

性格。男性流动人口在家乡有配偶的比例高于女性；

男性比女性对待婚前同居，婚前多性伴，婚前性行为态

度更容易接受。女性更加在意对象以前是否与别的异

性发生过性关系。在交友途径方面，男性更容易通过

自己认识和网络认识交友，而女性更依赖自己的朋友、

父母、单位等别人介绍。男女性都认为在单位找对象

相对比较难，但男性要好于女性。女性更容易介绍比

自己年龄大的男性，而男性更容易介绍比较小的女性。

在与异性发生性行为方面，男性平均与２０８位异性发
生过性行为，而女性平均有１３８位。

择偶标准影响因素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相

貌、人品、能力、学历的要求变化不大，对收入和房子的

要求逐渐减少，但对性格要求逐渐增多，可见，随着年

龄增长，对待婚姻更加理性，且随着年龄增长，对待婚

前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等行为更加容易接受，交友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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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过自己认识方式比例增加。本研究结果２３２中
显示，文化程度的高低对流动人口择偶标准和交友方

式及婚恋态度影响不显著，与国内其它研究结果不同。

研究结果２３３中显示，对象随着收入水平增加，对对
象的收入和房子要求降低，但对性格要求增加；独生子

女因素对婚恋态度和择偶影响方面不显著，择偶标准

顺位一致，独生子女更容易通过自己认识朋友方式交

友，通过网络交友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研究结果

２３４中显示，来深时间对流动人口择偶标准和方式
影响不大，但婚恋态度随着时间增加而变得逐渐开放，

更容易接受婚前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等。

目前，学者研究国内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的文献报

道较少，厦门大学叶妍［３］研究了厦门市流动人口的择

偶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包括流动人口的择偶意愿，择偶

标准，择偶时间，择偶途径情况，并发现影响这些择偶

倾向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流入时间、文化程度和经

济条件，其中文化程度是重要的因素，并提出了一定的

建议。深圳迟书君［４］也对深圳市流动人口婚恋观进行

了调查，主要比较已婚对象和未婚对象在婚恋态度的

差异性，包括两个群体性别，文化程度的差异性。本研

究结果同两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是发现对

婚恋和择偶具有影响的因素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不

同地区人口特征不一致导致，也可能年代变化导致。

４　结　　论

男女性在婚恋态度和择偶模式上存在差异，男性流

动人口比女性流动人口在深圳更容易找到异性。年龄，

收入水平和来深时间都是流动人口婚恋观和择偶模式

的影响因素，在进行家庭婚姻指导时要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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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想要的和逃避不愿意面对的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个

体关注与倾向性特质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情境性，

个体关注有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角色。然而要达到

对个体的全面理解，除了个体关注与倾向特质，还需要

一个能够把二者统一起来的大框架，这就是人生故事，

它是一个由对过去的重构、现在的感知、未来的期盼整

合而成的、内化的、发展的自我叙事。其中充满着对以

往生活经验的体验、表达和理解，具有对自我的建构和

展现给他人让他人认识自我的双重功能，并使隐藏在

故事情节后的历史背景及意义显现出来［４］。

从桑的性经验的自我叙述来看，我们或许能够得

到更多的启示。性，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左右的禁欲主
义到９０年代的宽容，甚至今天的拿到桌面上来，无疑
是一种进步。桑接受性教育有两条途径：一是社会文

化坏境，尤其是童年时期所在的农村环境，禁欲主义与

人类本能渴求并存，这从那位遭受舆论攻击的自杀妇

女与老百姓对于房事的宣传的乐此不疲可以明鉴，或

者可以从民众对于遍地的小孩拿着吹大的避孕套（当

时叫气球）到处飞奔可以看出来，或许看到气球就仿

佛做爱一样快感。电影、小人书等也起了主要作用，这

是在小范围里偷偷摸摸可以得到。二是自身的体验。

不论是玩过家家，还是恋爱时的性行为，甚或在特定场

合的同性行为，都只是起了积累与摸索经验的过程。

对于桑我还想说，他的经历是独特的，我们许多人

不会像他那样生活的苦难艰辛伴随着快乐的短暂的性

经验。幼年时父亲的去世，母亲多病，让他坚信唯有知

识可以改变命运，这个信念支撑着他坚持，就像他所说

的，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想性欲与如何满足，一切顺其

自然。童年时期大多是同性之间的偶然的性经历，中

学时期特定的环境下的自然的性行为，这无可厚非。

包括在国外的经历，在他看来也是那样的自然的降临。

这些都离不开他所在的环境。

从桑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来性行为、性取向及我们

对性的态度整体上出现了高速流动性的特点，即非固

定化、漂移不定性。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源自于实践与

体验，但都要回到“性快感”这个个体内心的渴望，然

其也需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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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刍议现代性视域下的男性失灵现象

王　斌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当今社会中男性日益承受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在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中，男性通过构建等级和遵从规
则去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受到了冲击，而女性的互动沟通和协调平衡各方利益的交流模式却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并找到了

“女人、家庭、职业”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本文以现代性为理论线索，将多元男性气质的观点融入男性失灵的命题中去，

对男性失灵进行探讨和反思，同时进一步问询现代社会中的两性整合方式。

【关键词】男性失灵；现代性；男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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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提速，当代全球社会的发展形
貌不断地更新，两性互动关系也伴着这一过程而进一

步蜕变。作为一种对两性处境的现实诊断和未来寓

言，男性失灵的态势已经广布而深藏在社会发展的历

程之中了。“男性失灵”这一命题是由德国学者戴特

·奥藤在《男性的失灵》这本著作中首先提出来的。

在此书中，作者并没有对“男性失灵”的概念给予明晰

的界定，只是笼统地认为男性通过构建等级和遵从规

则去解决问题的方法受到了冲击，而女性的互动沟通

和协调平衡各方利益的交流模式却适应了社会的发

展。同时作者将“男性”的意指过于放大而忽略父权

统治下男性群体内部的不同境遇，让读者难以把握男

性失灵的关键主体。因此笔者认为，将男性的失灵与

多元男性气质相结合，尤其是与支配性的男性气质相

关照才能厘清男性失灵的主体范围。在此基础上，将

奥藤对于男性失灵的归因收敛到现代性演进的时代潜

流下进行思考，并着重回应男性失灵与现代性发展之

间的关系及未来的两性整合方式。所以，我们认为男

性的失灵是支配性男性气质无力应对现代性所催生的

个体化、反思性和宽容性而形成的一种哑然状态。

１　问题的提出

１．１　男性失灵是对男性气质研究的理论回应
男性气质的相关研究是一项现代化的学科工程，

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和分析，性角色理论更是发展了一套完整的两性角色

期望。不过以上对于男性气质的研究都缺乏基本的反

思，男女被有意或无意地分割开来，女性无奈地被贬黜

到了“第二性”的地位。对男性气质进行深层次的反

思发端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康奈尔就是其中最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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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位学者。他认为男性气质不是天生的生物性本

能，而是通过个人生活经历、符号实践在性别建设场所

中的社会建构。男性气质作为社会中的性别秩序，受

到了权力关系、生产关系和精力投入这三方面的共同

制约。同时，男性气质也具有一定的区隔和差异，即男

性气质可分为：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四种

类型。这种支配性男性气质是一种性别实践的形构，

这种形构就是目前广为接受的男权制合法化的具体表

现，男权制保证着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

位［１］。男性的失灵正是对于支配性男性气质占主导的

社会而进行的反思，而支配性的气质也正在受到由现

代性推进而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冲击。对于男性来说，

单靠迷恋雄性的规则和父权的价值观似乎已很难融入

发展的洪流中去。如果说男性气质的研究是对女性主

义发展的应答，那么，男性的失灵就是对男性气质研究

的理论回应。这种回应是现代性延伸过程中的性别自

觉，而父权威严下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所遭遇的发展瓶

颈正是男性失灵的理论来源。

１．２　男性失灵回应了贯穿历史与现实的男性焦虑
男性失灵伴随现代性的跃进而越发地凸显，但这

并不等于说传统社会中不存在男性失灵的性别现象。

男性气质的发展不是超越历史范畴的断裂式突变，而

是传统性融进现代性后的再度新生。处于封建社会里

的中国虽然是一个伦理纲常严苛的国度，但历史上男

性统治的失灵也常有发生。宫闱之乱、宦官专权、龙阳

之癖、垂帘听政几乎充斥着历朝历代的史书。其中最

为明显的是儒家文化对于男性的“柔化”气质倡导。

儒家规范中对男子的要求亦与女子规范相近，即讲究

忠、顺、谦、卑。在中国血缘纽带的宗法制度下，对于男

女两性的性别角色期望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因此，

以“男女比君臣”的弃妇情结和妻妾情结常常出现在

古代男性文人的篇章之中［２］。反观现实生活，男性的

失灵也有了现代社会的注脚，与其说这种失灵是一种

碎片式的植入，毋宁说是贯穿于男性的整个生命历程。

由于对女性公平就业的整体排挤和“父职”的缺失，使

得男性儿童成长过程中女性化趋势日渐严重，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女性化的心理倾向不是朝着两性协作的目

标而去，而是陷入了健康社会化失效的境地。同时，由

出生性别比引起的婚姻性别比失调造成一部分适婚男

青年的被婚姻市场所抛弃。光棍阶层的出现以及婚姻

市场门槛的日渐提高，引起了男性负向性选择机会的

提高，如买卖婚姻、换亲、性犯罪等，对社会的和谐发展

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３］。而老年男性面对的“５９岁现

象”以及整体生命机能的脆弱，更在某一层面上说明

了男性并不是全知全能的性别偶像。

２　男性失灵是现代性蔓延的必然结果

男性失灵是支配性男性气质面对现代性发展而产

生的一种哑然状态，这种状态是对现代性社会的无力

回应。因此，以关注现代性的社会学视角去认识男性

失灵的现象有着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

２．１　消费社会里的符码建构是男性失灵的内在
逻辑

鲍德里亚的代表作《消费社会》中对两性的消费

范例有十分精妙的解析。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性社会是

一个消费取代生产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里，充满了

代表“丰裕”的象征性符码。两性间各拥有一套消费

范例，男性的范例是高要求的、选择的范例，而女性范

例更多是催促女人进行自我取悦。这种男性的选择是

“角斗”，而女性的选择却只是一种“代入感消费”的间

接价值。虽然鲍德里亚认为女性的范例在整个消费领

域中扩张，但这也意味着女性被提升为消费者后就彻

底从属于自己的奴隶命运［４］。但是随着现代性不断向

生活世界和社会系统的拓展过程中，消费社会中的两

性范例的区隔越来越显得苍白。现代性的消费逐步折

射出宽容的性质，宽容性的消费是社会整合的一种重

要手段。在宽容性社会里，男性和女性一样能够充分地

“取悦自己”，但是宽容社会的来临会使男性进一步面临

方向感的困顿。因为这种宽容性质的消费社会是现代

自由的内在要求，它遵循集体远离枯燥的快乐原则，两

性都通过消费来实现自我的符码建构，男性同样在消费

社会里收获自我的符号定义。但由消费引起的两性符

号混乱削弱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统治地位，于是男性企

图创造符号式的无害“逃亡世界”———足球、游戏、武术、

工作世界———来规避男性气质在这种消费产生无秩序

感的宽容社会中的弥散，但他们却遭遇了一个关于自由

的二元悖论，即无害的“逃亡世界”有助于男性自己挑选

压制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他接受单纯雄性规则，反过来

他却能得到压制系统的好处：创造自我身份、重建自我

价值、对第三者的强势和权力［５］。无害“逃亡世界”的设

计既是一种有关男性气质的现代性消费，又是男性无力

面对现实挑战而选择逃遁的精神符号场所，它的内在悖

论逻辑也正是男性失灵的具体表现。

２．２　现代社会的高度反射性催生两性纯粹关系
的到来

走向现代注定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当现代性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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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家庭中时必然会影响到两性间关系的变革，男性

的失灵也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范围中。现代性社会的

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迈向现代的未来指向性，这种面向

未来的姿态与现代性的去传统化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在生活朝向无限可能的方向前进时，我们面临着一种

“日常生活的政治”，这正是现代性社会的反射性体

现，它既包含制度的反射性又囊括个体的反思性，而这

两者的交互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后传统社会的来临。将

这种高度的现代反射性聚焦到两性关系的维度上思

考，便能够洞悉现代社会中男性失灵的社会背景。因

此，吉登斯断言：“持续的反射性的吸纳知识就不仅仅

造成一种破坏的状态，它准确的提供了一种变革的动

力，这种变革波及个人和全球行为的语境”，而在这种

语境下的两性亲密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反射性

的影响，即通过协商而形成“滚动契约”从而实现纯粹

的两性关系，而这种纯粹关系也是自反现代性的必然

结果，它意涵这两性间信任、平等和伙伴式的亲密［６］。

由现代自反性本身所蕴含的亲密关系变革无疑是给支

配性男性气质一个沉重的打击，经过亲密关系变革的

涤荡而形成的性别民主，其实质就是父权统治下的男

性失灵。方刚老师提出“男性觉悟三重性”也深刻地

说明了个体的自反性发展蕴藏着巨大的性别解放张

力，这种力量加速推动男性失灵的到来。

２．３　现代性引发的个体化重塑了两性的互动关系
现代性的解放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需求，使得大

量的女性涌入了自由劳动的工作场所，这预示被家庭

和孩子束缚着的女性有了一种个体自由发展的可能

性。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化不是单纯的原子化，而是个

体脱离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后，在自我

反思性的选择下形成的高度标准化，而这些标准所聚

合形成的制度再次与个体所面对的教育体系、职业生

活和社会保障体系相勾连。因此个体化是两性共同的

解放，一方面，男人因为妇女对劳动的更多参与而从作

为家庭唯一的供养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可能形

成一种不同类型的事业和家庭义务；另一方面，“家庭

和睦”变得脆弱，男性生活中女性决定方面变得不平

衡了，与此同时男人得到一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越发

依赖女性的暗示［７］。因此，个体化的趋势使男女两性

都从刻板的性别指派模式中“集体逃逸”出来去尝试

新的生活模式。在“逃逸”的过程中，男性主导一切的

规则被打破，男性的失灵其实就是两性在个体化发展

过程中的博弈结果。不过，个体化与自我重新形成联

系在一起的同时，又向事实上的无限可能性开放，所以

男性失灵的状态也具有相当高的流动性，女性在怎样

程度上获得解放，仍然不是一个可以盖棺定论的结果。

３　男性失灵语境下的两性整合方式探寻

在以现代性视角解读男性失灵之后，我们仍需要进

一步探讨两性在一个极度开放社会中的再一次协作，而

我们不妨将这种协作看成是两性间的再社会化形式。

３．１　“父亲之路”的理性回归
“父亲之路”的回归是反思“母职神话”的一个对

应性概念。母职神话以母亲的神圣身份“挟持”女人，

这种生物性的母职使女人被束缚于家庭而极少能参加

社会活动，同时男性也被驱逐出孩子抚育的场所，父职

的缺失造成了孩子成长环境不可逆的破坏。父职的缺

席不仅对孩子的社会化产生了负作用，而且引起了两

性合作的巨大的隔阂，因此男性的失灵与父职的缺席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父亲之路”的理性回归

是两性合作的一个基础目标，通过家庭内部两性成功

的协作，才能将这种亲密的关系扩散到社会系统中去，

并促使性别角色期望的改变。奥藤认为父亲的身份对

大多数男性的行为和责任感具有深刻、切实的影响：第

一，对于男性来说，只有当孩子生下来时候，随着进入

父亲的身份，才必须接受一个负责任的成人角色；第

二，大多数男性一反威严父亲的角色类型，代表着男女

关系中自由的元素。所以，“父亲之路”的回归不仅是

家庭内部互动关系的改变，更是社会劳动形式的一种

变革。随着越来越多的父亲投入到父职的建设中，职

业领域必将出现一种新的组合形态，这种形态也许能

够实现家庭与事业的动态平衡。在趋向平衡的过程

中，男性的失灵也会进一步凸现，支配性的男性气质也

会被现代性的洪流所抛弃。

３．２　应对男性失灵问题的制度建设
虽然家庭内部互动的变革十分重要，但仍不能完

全实现两性的新整合。贝克认为男女的不平等不是一

个可以在家庭和职业领域的结构上得到修正的肤浅问

题。相反这些时期性的不平等被植入工业社会的基本

规划、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家庭与工资劳动的关系中。

因此，我们呼吁一种涵盖家庭和职业的更为宏观的制

度性建构。在重新整合两性的制度建构中，其精神内

核就是一种普适价值的展现，即对两性平等和自由的

终极关怀。我国提出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是这样一种制

度性的策略，题中之义包含着两性的和谐共处。在两

性和谐的视域下，男性的失灵也具有了新的理论意义：

父权统治在“两性和谐化”作用下逐步失去根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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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和谐社会的两性互动的基本形式。在此意义上，

我们的制度既要充分回应现代性进程中的流动性、全

球化、宽容性、自反性和个体化的趋势，又要融入性别

的视阀来推动社会的健康运行。比如制度化一种流动

的共同模式，在个体实现流动的同时也必须给配偶分

配一个工作的机会，从而避免配偶放弃事业或者分裂

家庭。当然，以集体的合作规划回应个体化的分离方

式也是一种选择，通过邻里的帮助或合法认可新的职

业也是值得思考的制度筹划。

４　对男性失灵现象的社会学反思

对男性失灵现象的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充满“社

会学想象力”的工程，其内在的批判性维度是构建社

会学理论的内在要求，因此对男性失灵的学科反思，有

利于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４．１　男性的失灵不是男性自怜的伪命题
男性的失灵是伴随现代性而来的必然趋势，是支

配性男性气质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遭遇到的失败。这种

失败过程中内含着两性变革的巨大张力，并朝向“兼

性社会”的未来发展。但是，我们仍要回应这样一种

质疑，即认为男性的失灵不外乎是男性自己构造出的

一个自怜式的伪命题，进而在“认输”的处境下推脱促

进妇女解放的应尽责任。这其实是对父权制下的男性

的一种粗暴理解，无视了支配性男性气质对男性的精神

剥夺和自由的钳制。男性的失灵既是男人在现代社会

失去优势地位的尴尬处境，又是缺乏必要支持和引导的

脆弱表现。尽管我国妇女解放事业正方兴未艾，不过这

项未竟的妇女解放事业与关注男性的失灵并不是相互

抵牾的性别解放实践。在推动女性解放事业蓬勃发展

的同时，也需要打开反思男性地位和心态变迁视野。方

刚提出男性的三重觉悟正是对关注当代女性解放和男

性失灵提供了一个十分合理的思考空间。男性觉悟的

三重性是深嵌在现代社会自反性的基础上，并内含一种

自觉的性别视角：男性既觉悟到文化和体制对女性的伤

害进而支持、帮助女性获得平等自由的生存空间，又体

悟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男性的伤害，同时也需要察觉到

不符合主流性别规范的弱势人群所遭受的不公平对

待［８］。因此，男性的失灵并不是一个自怜的伪命题，相

反却是一项值得关注和深入思考的社会问题。

４．２　“男性的缺席”不是性别社会学的真谛
传统的性别社会学大都是女性主义的狂欢，在性

角色理论的影响下对男女两性形成了刻板认识，忽视

了对男性生存处境的现实分析，从而对男性缺乏基本

的反思。尤其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社会中，父权统治下

的男性在面临巨大社会变迁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往往

会陷入一种“认输”的境地。男性的失灵给予我们最

重要的启示也许是性别社会学不再成为女性的专属阵

营，而应该是两性协作的堡垒。当性别社会学只发出

女性的声音，这也许是一种哀鸣；缺失男性的参与，这

是否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梦呓呢？传统性别社会学的精

神内核是道出了两性巨大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差别，

但是性别的差异真是男女间永远无法逾越的壕沟吗？

方刚提出的“男性觉悟和女性主义应该联合起来成为反

父权文化的同盟者”可能是对这个问题的强有力的回

答。因此，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男女间的关

系只是一个可以从不同方面解读的文本。其实性别社

会学不只是一个女性自语的闺房，而更应该是一场男女

邂逅的亲密聚会。性别社会学回应现代性发展的最铿

锵的声音就是将男性的变迁纳入学科考察的范围之内。

５　结　　语

本文对男性失灵进行了简要的理论梳理和分析，

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认知，即男性的失灵只是一

种未来发展趋势的预判，这种趋势是在传统和现代发

展的交织中显得并不算明朗。现代性的后果本身就充

满了未知的风险，从一种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两性的未

来整合方式也只能是一次理论的探寻。两性未来的发

展模式本身就是一次生活政治的演进，因此两性的性

别觉悟需要进一步地得到提升，同时相伴着全球化与

现代化的奔流，男性也必须反思自我的生存状态和性

别气质，从而实现两性健康发展的和谐社会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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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性犯罪人的风险因素包括静态的风险因素和动态的风险因素。风险因素评估包括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医学方面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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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客观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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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性犯罪（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ｉｎｇ）是指与性欲的满足和性行
为的进行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调查显示，从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４年山东省１３个监狱的性犯罪人占各类犯罪总
人数的比率稳居第三位，其中每年性犯罪人数占总犯

罪人数的７５％ ～９％［１］。青少年的犯罪数量占总犯

罪数量的比率高达７０％，其中青少年性犯罪占青少年
犯罪总数的３０％以上［２］。另据报道，国内强奸报案率

约７６％［３］，Ｒｕｓｓｅｌ（１９８４）所访谈的的加利福尼亚州妇
女成年后有４４％曾受到过性侵犯，但其中只有８％的
人报案［４］。所以，实际强奸受害人数及历年累计下来

的受害人数量不可小视。

性犯罪对被害人、他们的家庭以及社会造成了严

重的伤害或损失［５］。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研究表明，１／４以上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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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一生中遭受过性侵犯，并导致严重的和长期的后

果，包括焦虑、抑郁和自杀。例如，强奸除了对受害人

造成躯体伤害、感染性病、意外怀孕等外，导致受害人

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为 ９４％，创伤后应激障碍
（ＰＴＳＤ）的发生率为４９％ ～８０％，为所有创伤性事件
引发ＰＴＳＤ发生率之首［６］。

此外，性犯罪人的重犯率也比较高。Ｈａｎｓｏｎ等
（２００４）在元分析中，回顾了相加样本为３１０００个性犯
罪人的９５个研究，观察到５年后性犯罪的重犯率约为
１３７％［７］。随着跟踪时间的延长，性犯罪人的重犯率

显著提高，跟踪的２３６名性犯罪人七年后累计重犯率
达到２８％［８］。没有参加心理治疗的性犯罪人比接受

认知行为治疗的性犯罪人的重犯率明显的高（１７％
ｖｓ１０％）［９］。矫正机构评估性犯罪人的危险因素，对
于提高性犯罪人的矫治效果、降低重犯率、预测重犯风

险至关重要。在本文中笔者综述了国外性犯罪人的危

险性因素评估进展。

２　性犯罪人重新犯罪的风险因素［１０，１１］

风险评估也称为危险性评估，主要有两种涵义：

（１）重犯的持久性或潜在性评估；（２）预示重新犯罪因
素的评估。本文重点考虑性犯罪人重新犯罪的预测因

素或指标，精确的评估重犯的风险可以为采取适当强

度的治疗提供依据。风险因素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静态的（ｓｔａｔｉｃ）和动态的（ｄｙｎａｍｉｃ），其中动态的因素
可以再分为动态稳定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ａｂｌｅ）和动态急性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ｃｕｔｅ）。大多数的危险性评估要求同时考虑
静态的和动态的危险性因素。

２１ 静态的风险因素

静态的风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不易受到影响，主

要指历史的变量，包括罪犯的年龄、童年的行为问题、

过去的性犯罪史或暴力犯罪次数、过去的受害特征。

静态的风险因素相对客观且容易记录。

静态的风险因素能预测异常的发展轨迹以及

性犯罪的持久倾向。监狱警察和鉴定服务运用风

险版２０００（ＲｉｓｋＭａｔｒｉｘ２０００）来进行评估。这个实
际工具的优点是除了给个体分派风险水平等级，他

们也以定量的方式定义这种风险水平：在风险版

２０００中，高风险意味着有 ４０％的可能在 １５年期间
重新性犯罪。实际工具仅仅提供重新犯罪的评估，

不能决定第一次犯罪的可能性。例如，在实际运用

的工具中静态风险因素（ＲｉｓｋＭａｔｒｉｘ２０００）包括：年
龄、过去由于性犯罪判刑的次数、非接触性性侵

犯等。

２２ 动态的风险因素

２２１ 动态稳定的风险因素　动态稳定的风险
因素与罪犯的思维风格和行为类型的心理特征相关，

或主要与个性有关，如协助监督、异常的性偏好［１２］。

动态和稳定都是相对的，也可以发展变化，但是一般要

经过数月或数年才能发生变化（如性兴趣、信仰系统、

人格障碍），而且同样也能表现出目前潜在的危险性。

相反，动态急性的风险因素可能是短期内（几分钟、几

天）表现出来的，并能显示犯罪的时机性（ｔｉｍｉｎｇ），如
消极的情绪。不像静态风险因素，动态风险能通过治

疗得到矫治，而且它们通常是矫治计划的目标。

动态稳定的风险因素包括［１３］：（１）性兴趣和性驱
力。具体包括性专注和性迷思，异常的性偏好、性暴

力，主观高性驱力。对动态风险因素的元分析回顾发

现，性异常（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ｖｉａｎｃｅ）是性犯罪重犯的最强的预
测因素［１４］。（２）扭曲的态度：扭曲的态度主要包括认
知扭曲、受害人扭曲、性犯罪的合理化。例如，对性权

力的信念，认为他们有资格表达他们强烈的性冲动；对

抗的性态度，尤其是对女性敌对［１５］；对与儿童发生性

关系的支持态度；对强奸的支持态度；缺少对他人的关

心。（３）社会情感功能缺陷：社会情感缺陷（Ｓｏｃｉｏ－ａ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ｓ）是与重犯有关的潜在的变量。一般来
说，性犯罪人是孤独的，缺少情感亲密关系，自尊水平

低、存在亲密失衡（对儿童存在情感认同）（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外控（没有对事件的控制感）。难以与
成年女性建立有意义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再犯危险性因

素。（４）自我调节：解决问题能力差；生活风格的冲动
性（频繁变换工作，居所等）；犯罪人或性犯罪人同伴

群体；对矫治和监视不合作。反社会行为和生活风格

的冲击被看做性犯罪的先兆。在两年而不是五年的追

踪研究中，自我管理能显著地预测性重犯。研究发现，

具有自我调节问题的罪犯比稳定生活风格的罪犯更可

能性重犯［１４］。

２２２ 动态急性的风险因素　动态急性的风险
因素是指犯罪人当前的状态特征或短期内能轻易改变

的环境条件。不像动态稳定因素，动态急性因素与短

期相联系。如消极的情绪，可能只是在短期内（几分

钟、几天）表现出来的，并能显示犯罪的适应性。动态

风险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变坏说明重犯风险增加

了，干预是必要的。

动态急性的风险因素有许多具体的相关行为类

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１）受害人获得行为（ｖｉｃ
ｔｉｍ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接触潜在受害人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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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ｂｂｉｅｓ）；接触潜在受害人的职业；增加的涉性行为
［性迷思（过度沉思）（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观看色情作品］。
（２）生活风格恶化：某种人际关系崩溃；失去住所；失
业；情绪变化如抑郁；酗酒或药物滥用；压力感。消极

的心境或压力通常是性犯罪人再犯的诱发因素，犯罪

人会通过性幻想来应对压力，而这最后可能会被付诸

实施。（３）减少与监督（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的合作：失约；对
治疗师或监督说谎；企图威胁治疗师；犯规如违反作息

时间。

以上主要是性犯罪人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风险评

估，来自精神病学方面的评估认为，尽管有精神病的个

体可能发生性犯罪或从事异常的性行为，但多数性犯

罪人并没有患精神病。例如，轻度躁狂症患者可能有

不能抑制的性行为，但是精神病患者能够产生性幻觉。

然而，２５％～５０％的性犯罪人被认为患有人格障碍（除
了儿童性骚扰中广泛的人格障碍外，主要是强奸中的

反社会性人格），并且消极情绪也是性犯罪的一个重

要的作用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性犯罪，特别是在公众

场合执行性犯罪可能与大脑损伤或智力障碍有关。

性生理上的评估有时也是必要的。在某些个体

中，性犯罪的主要驱力可能是非常异常的性幻想，或者

特别反常的性驱力，有时称为性亢进（ｈｙｐｅｒ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后者可能表现为频繁的手淫，性专注（ｐｒ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或迷思（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插入性幻想，许多性伙伴，或者犯
罪人发现难以控制的强烈的性欲望。与性风险有关，

性异常（ｄｅｖｉａｎｃｅ）和性亢进都可能得到矫治。
总之，从国外对性犯罪人风险评估的研究可以看

出，性犯罪人风险评估方法主要是依据已经证明与风险

有关的心理因素的测量（例如多状态性量表）或观察，但

很少用精神病学家模糊的临床判断或医学诊断法，犯罪

人的自我报告法也容易受到性犯罪人对自己的犯罪歪

曲、否定或最小化和行为合理化趋势的影响。与其它有

关机构密切联系是评估过程的重要部分，有许多方法包

括正规约定的观察法、诊断性面谈法，可以侦察动态风

险因素的改变，应该认真寻找或倾听来自与罪犯相关人

员的信息，如宿舍同事、侦探或护士、证词（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警察机关的总结、鉴定报告（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相关调
查报告、儿童照管会议备忘录的文献资料。

２３　对性犯罪人重犯的风险因素的追踪研究
识别性犯罪人的危险性因素最重要的证据来自

Ｆｕｒｂｙ等（１９８９）的追踪研究［１６］。他们的元分析调查了

包括２８９７２名性犯罪人的６１个不同的追踪研究。Ｈａｎ
ｓｏｎ和Ｂｕｓｓｉèｒｅ（１９９８）对性犯罪重犯进行了元分析，表１
列出了危险性因素与重犯的相关系数ｒ＞０１０。

表１　性犯罪重犯的预测指标［１７］

危险性因素 相关系数（ｒ）的平均值 样本数

性异常 通过生殖器测量得到的对儿童的性兴趣 ０．３２ ４８５３（７）

任何异常的性倾向 ０．２２ ５７０（５）

以前的性犯罪 ０．１９ １１１２９（２９）

任何陌生被害人 ０．１５ ４６５（４）

性犯罪很早就出现了 ０．１２ ９１９（４）

任何无关的被害人 ０．１１ ６８８９（２１）

任何男孩子被害人 ０．１１ １０２９４（１９）

不同的性犯罪 ０．１０ ６０１１（５）

犯罪历史或生活方式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或精神病 ０．１４ ８１１（６）

任何以前的犯罪（非性的、任何的） ０．１３ ８６８３（２）

人口统计学的因素 年龄（年轻） ０．１３ ６９６９（２１）

单身（从未结过婚） ０．１１ ２８５０（８）

治疗历史 未完成治疗 ０．１７ ８０６（６）

　　总的来说，性犯罪重犯最好的预测指标都是那些
与性异常（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ｖｉａｎｃｅ）有关的因素。性犯罪人如
果有一些异常的性兴趣，曾经从事过多种类型的性犯

罪，早年有过性犯罪行为，或者侵犯目标是男孩、陌生

人、无辜者，那么，他们更有可能重犯。由生殖器测量

（一种专门针对性犯罪人的测试方法，给被试呈现一

定的刺激，然后测量生殖器或阴茎的变化，以确定性犯

罪人的性倾向和性偏好）所得到的对儿童的性兴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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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预测性犯罪重犯唯一的、最好的预测指标［１８］。除

了性异常以外，另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就是那些一般

的犯罪学因素，如以前的犯罪行为、年龄和反社会型人

格障碍。这些因素常用来标记犯罪人的各种维度，主

要有“低的自控能力”、精神病或生活方式不稳定。虽

然犯罪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只与性犯罪重犯有中等程度

的相关，但还是有一些证据表明，异常的性偏好和精神

病一起都会使得犯罪人未来出现性犯罪的危险性变得

特别高［１９］。

此外，没有完成心理治疗的罪犯比那些完成治疗

的罪犯有着更高的危险性（ｒ＝０１７）。罪犯对治疗动
机的口头报告与重犯的相关性很小，或者说没有相关

（３个研究得到的平均相关系数为ｒ＝００１），但是积极
接受心理治疗的罪犯比那些中途退出者更少重犯［１７］。

这些发现有时归功于心理治疗的有效性，但是也可能

是因为危险性最高的罪犯往往不能完成心理治疗，特

别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生活方式的不稳定以及一般性

冲动是心理治疗不能完成的可靠的预测指标。危险性

因素中没有任何测量个人压力或一般心理症状（如低

自尊、抑郁）的因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压力在

重犯过程中没有任何作用。心境也是一个急性的、非

长期的危险性因素，因为性犯罪人在评估数年后才重

犯，那些变化很快的因素，如心境不太可能预测长期的

重犯。总之，追踪研究已经识别了很多静态的或极其

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能用于确定性犯罪的持续倾向。

３　性犯罪人重新犯罪的风险评估工具

３１　自我报告工具
３１１　多项性量表　多项性量表（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ｉｃ

Ｓｅｘ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ＭＳＩ）可测量性犯罪之不同的特质。该
量表由 Ｎｉｃｈｏｌｓ与 Ｍｏｌｉｎｄｅｒ依其对性犯罪的动机及行
为特质的观念架构发展而成，共有三百道是非题。该

量表有以下之分量表：性偏差（含儿童性侵害、强暴、

暴露狂三种）；非典型之性行为（包含五种，即恋物癖

及打猥亵电话、窥淫癖、捆绑癖、性虐待及被虐癖）；性

功能失常（含四种，即性不足感、早泄、身体伤残及性

无能）；性知识；对治疗的态度、效度量表等。缺点是

须得到受试者诚实的回答方可有较佳的信效度。

３１２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量表　明尼苏达多项
人格量表（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ｉ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ＭＭＰＩ—ＩＩ）是一个人格测量量表。它由效度量表、临
床量表和追加量表组成。根据该量表可测出性犯罪人

的特殊特质，如Ｐｅ（ｐｅｄｏｐｈｉｌｅ）、Ｓｄ（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ｓｘ（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ｓｅｘ）及 Ｓｍ（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以上
各量表可区别不同类型的性犯罪，也能区别出其非性

侵害的犯人的差异。但是，ＭＭＰＩ同能力测验相比再
测信度较低，为０５０～０９０；其次ＭＭＰＩ过多使用病理
名词，对正常人使用难免会带来不便；ＭＭＰＩ的题量过
大，施测比较费时。

３１３　其它测量量表和评估工具　其它的有些
心理测量工具用来评估动态稳定的风险因素。如，性

犯罪人风险评估指南（ＳＯＲＡＧ），性暴力的风险性 ２０
（ＳＶＲ－２０）。精神病检测表（ＰＣＬ－Ｒ）提供了人格结
构与性犯罪风险相联系的案例，是重犯的好的预测工

具（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通过指出引起个体得分较高的个性特
点，人们能够识别需要改变的特征（如不能对自己的

行为或冲动负责），并试图对性犯罪人进行矫治。例

如，在英格兰用性犯罪评估程序（ＳＴＥＰ）识别出儿童性
骚扰者（ｃｈｉｌｄｍｏｌｅｓｔｅｒｓ）未经治疗的心理特点，包括下
面五个方面：社会能力低；认知高度扭曲（即与性侵犯

有关的思维错误，如相信幼儿诱惑成年人进入性关

系）；受害人移情缺陷；缺乏情感亲密；与儿童的情感

融洽性（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即，与儿童情感融洽，
在他们出现的时候感到很舒适）。

３２　客观评估工具
３２１　阴茎体积描记法 体积描记法（ＰＰＧ）是

一种用刺激的方式测量阴茎的勃起的周长。主要是一

种性生理评价仪器，用来记录阴茎勃起的相对水平。

在过去的２０年里体积描记仪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先进
的微机化仪器，能够测量阴茎周长的细微的变化。把

这种变化作为一种生理和心理的一部分，它可以来帮

助我们了解被测量者性兴趣的偏好。

虽然体积描记法已被证明相当准确的衡量性偏好

的恋童癖、强奸犯、恋物癖，以及不同的性倾向，它是一

个可以帮助澄清一个人的性兴奋模式的工具，因此，可

以是一个对犯罪者进行整体评估和治疗的工具。但是

该体积描记仪不是一个“测谎仪”，不能用来预测一个

人未来犯罪的概率，同时也不能用来作为刑事案件调

查；对阴茎体积描记法的批评，也已触及道德和伦理的

底线。

３２２ 阿贝尔性兴趣评估　阿贝尔的性兴趣
（ＡＡＳＩ）评估量表包括了性兴趣和自我报告的问卷，问
卷提供了有关的性幻想、关于性的态度和过去的性行

为。阿贝尔的性兴趣（ＡＡＳＩ）评估同时使用客观（超越
意识）和主观（自我报告）数据来衡量一个人的性兴

趣、对各种性刺激的反应时。ＡＡＳＩ更多用于检测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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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儿童的性兴趣，尤其是性暴力的兴趣，过去的性兴

奋模式，测试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虽然ＡＡＳ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应该始终
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测试结果不能决定监督的力度，

限制行为水平，过渡规划进程，或作为完成治疗的唯一

基础。

３２３ 测谎器　在青春期性犯罪评估的使用的
另一种方法往往是测谎。测谎的原理是采用多导描记

器记录出一些生理指标的改变，这些改变与说谎时或

对于敏感问题的微妙情感变化有关，因而，多导描记术

也就成为判断某人是否说谎的一种客观的科学方法。

测谎仪是一种心理测试仪器，英文称为“Ｐｏｌｙｇｒａｐｈ”，通
过皮肤电阻、呼吸波和脉搏波（血压）三项多数来测量

人们的心理变化。

北美、英国普遍的采用这些技术手段如多导仪测

验（ｐｏｌｙｇｒａｐｈｔｅｓｔ），它有助于侦察所谓的高风险行为
的出现。许多研究报告，当多导仪加进治疗程序的时

候，能够对性犯罪人的性史提供非常详细的解释，治疗

目标也能得到更好的识别。

总之，性犯罪人的风险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动态

的和静态的因素，或者生理、心理和行为因素。评估性

犯罪人的风险因素能为性犯罪人的矫治提供科学合理

的建议和对策，有效地降低重新犯罪率。但性犯罪人

重新犯罪的风险因素除了性犯罪人自身的风险因素

外，还与外部环境或情景因素有关，主要包括不良的社

会亚文化群体（如性犯罪同伙）、性的诱惑刺激（如泛

滥的黄色信息）、犯罪情境的风险（如单独与异性相

处）、受害人风险（如受害人胆小、恐惧）等有关。国外

已经发展出一些专门的性犯罪风险评估工具，这是值

得国内同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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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性暴力受暴妇女的认知与因应
———基于一项质性研究的讨论

刘中一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本研究初步地调查和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婚姻中性暴力受害女性遭受性暴力之类型、受暴频率、身心健康
状况、反应方式等等，并概括总结了我国的婚内性暴力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婚姻；性暴力；受暴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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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ｅｘｕａｌ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ｆｅｍａｌｅｖｉｃｔｉｍｓ

　　近几年来，随着民主政治、女权运动和个人权利意
识的不断发展，对婚内性暴力以及性暴力受暴妇女如

何认识、如何对待，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学者和女权主

义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另外，虽然婚内性暴力不是一

个新问题，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家庭性暴力往往是和

非意愿怀孕以及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等联系在一

起，所以，随着作为一个人权问题和一个和生殖健康问

题紧密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的热议，婚内性暴力以及

性暴力受暴妇女问题还是越来越多地吸引着现代社会

人们的关注。

１　研究背景

由于难以精确测量，客观地说，我国学界关于婚内

性暴力以及性暴力受暴妇女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

目前关于婚内性暴力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都是缺少

系统的、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持。学界目前仅有的关于

我国婚内性暴力以及性暴力受暴妇女的研究成果也大

都散见在一些媒体的故事性报道中，缺少进一步的理

性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换句话说，婚内性暴力作为

家庭暴力的一种客观形式，很多情况下都是与其它家

庭暴力形式，如家庭肢体暴力合并发生。当然，它也可

能单独出现。一般说来，社会大众对于家庭暴力，只着

重明显身体外伤之肢体暴力，婚姻关系中性暴力问题

明显被漠视。

本研究欲了解婚姻中性暴力受害女性遭受性暴力

身心健康状况、反应方式以及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状况

等等。期待这些研究发现能唤起一般民众、政府单位

能重视婚姻中性暴力是一个重要问题，提高公众的反

暴意识；同时让受害女性也能重视自身之性自主权、身

体自主权，并最终为政府制定有关干预对策和立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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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提供第一手资料①。因为，对决策者而言，这些研究

发现是政策规划与评估最有力的科学证据，在面对复

杂社会问题时得以有所依据进行决策判断。对研究者

而言，这些研究发现也是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石，在诠释

社会脉络时得以找到进入脉络的切入角度。对受暴女

性而言，这些研究发现更是其群体状态的描述，使得其

微弱的声音得以被听见，无助的身影得以被看见。

２　研究方法

从某种角度上讲，针对家庭性暴力这样一个主题，

最适合的研究方法也许就是质性研究。我认为主要原

因有以下四点：首先，很多妇女仍然保持着家丑不可外

扬的态度，不愿对外求助。因此婚姻暴力很难被外人

发现，受害者也很难接近并愿意接受访谈。其次，家庭

暴力的本质具有主观性、解释性、过程性和情感性。使

用质性方法能够得到被访者的个人解释性的、有关情

境的描述，以及个人不同的感受。第三，质性研究可以

提供丰富的有关个人背景、情境和生活的资料和信息，

这些资料对家庭暴力的知识体系建构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质性研究最能够抓住婚姻暴力的复杂性和机制。

最后，我国婚姻暴力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与此相关

的概念和知识有限，同时，由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和隐

蔽性，很难找到一个大样本进行研究。由此，本研究采

取质性研究取向，以半结构深度访谈作为主要的研究

工具。在深入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除依据预先拟定

的深入访谈提纲询问主要问题之外，并视受访者实际

回答内容加以探问，以增加资料的丰富性与可信性。

２．１　如何找到受访者
研究正式开始之后，我们首先尝试开发出了网络

访谈的路径。通过网络聊天室，通过公开征聊当事人

和知情人的办法，当受访者响应征求启事，研究者透过

有意愿接受访谈者所留下的联络方式与之联络。联络

方式包括愿意接受访谈方式（面谈、电话访谈、Ｅ－
ｍａｉｌ、在线聊天）、姓名或称呼、电话或手机、住址等，再
以愿意接受个别访谈者留下的联络方式与她进行联

络。在我们的整个研究过程中，愿意接受个别访谈并

留下联络资料者共计有３３位，在研究者联络愿意接受
个别访谈者后，剔除重复或其它因素而拒绝受访或是

无响应者，实际愿意接受访谈有１０位。
２．２　如何访谈
为了避免打扰受访者正常作息与工作，所有访谈

都是通过电子邮件预约，预约发出后研究这就只能等

待受访者回应，在受访者响应后取得更进一步的联络

电话。在联系访谈过程中，我将研究目的与内容明确

告知受访者，由受访者决定是否同意接受访问。自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０９年５月止为本研究正式访谈阶段。
访谈地点基本上视受访者的意愿与便利性来决定，并

考虑受访情境之隐密性以其访谈过程不受影响及干

扰。访谈次数以２次至３次为原则，每次访谈时间由１
小时３０分至４小时不等。

访谈过程中采用手记方式，摘录访谈重点。访谈

进行时，当一些受访者执意不愿透露个人信息的时候，

要么选择放弃，要么增加访谈时间，以便取得信任。从

我们的访谈经验中发觉，很多的受暴妇女都是与研究

人员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之后，才说出自己遭到婚内性

暴力的事实。

２．３　相关定义
按照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定义：婚内性暴力主要是

指发生在家庭内部一系列非意愿性的性经历，它包括

使用威胁和引诱的手段进行不情愿的身体接触和强迫

性性行为。在本研究中，婚内性暴力主要是指在婚姻

关系中以强迫、威胁方式，进行性器官插入、肛交、口交

或任何被害人不愿意的性接触和性强迫。

由于性是属于夫妻双方极为隐私之事，所以也最

容易被隐瞒无法被发现。婚内性暴力这一项更是不易

被认定，性行为本来就属于婚姻关系中的一项应有行

为，因此施虐者也常常会以夫妻之间必须履行同居义

务来要求受暴妇女。而有些受暴妇女也常常会认为这

是应该的。所以，如何判定受暴妇女是否遭受到婚内

性暴力在实务上与研究上都是不易的。由于本研究的

研究角度是从受暴妇女个人身体与心理的感受来诠

释，所以，在本研究中乃以受暴妇女个人主观感受认定

为是否因为被强迫而遭受身体与心理的不愉快来判

定。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些受暴妇女虽然也有被丈

夫施加了婚内性暴力，但是当事人却认为这是夫妻之

间正常的行为，又或者是在争吵过后，认为是丈夫用来

与自己求和的一种方式，而不认为有被强迫受辱的感

觉，在此便不将其归于其中。

２．４　研究伦理
性是夫妻之间最隐私的事，因此也是受暴妇女最

不易启口的。性可以是夫妻之间增进感情的行为，例

如：有些夫妻争吵之后会以性行为做为双方和好，表达

① 由于缺乏客观实证数据显示暴力被害真实情形如何，受暴真实情况

可能会因为个人主观认知与大众媒体的渲染而被高估或低估，这样

的问题也会使得决策者无法针对家庭性暴力问题做出最适当的防治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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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意的一种方式，但是当施虐者以性为工具伤害妇女

时，往往也最具羞辱性。受暴妇女常常难以启口自己

遭受性虐待。多数的受暴妇女都是在与专业人员建立

了一定的关系之后，才说出自己遭到性虐待的事实。

３　研究发现

本研究以１０个受暴妇女个案为研究对象，探索发
现了婚内性暴力对受暴妇女影响；受暴妇女的因应反

应的策略，包括减少性暴力发生的机率、减小性暴力中

的伤害以及对自己内在的情绪管理等等。另外，本研

究还发现受暴妇女如何看待和争取获得协助，例如获

得经济资助、情绪支持、联系到地方妇女团体或警察等

正式支持体系等。

３．１　婚姻中性暴力对受暴妇女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婚姻中性暴力对受暴妇女造成的三种

影响分别是生理、心理与性态度的影响。

３．１．１　生理方面的影响　生理性伤害除了生殖
器官的伤害外，由于精神紧张，受害妇女可能会受慢性

疼痛之苦，如头痛和背痛；她们还可能会患有进食障

碍、睡眠紊乱和性传播疾病等。。

“他经常喝酒，在性方面要求特别强烈，这喝了酒

的人吧，和正常人不一样，正常人从勃起到射精，很快，

５分钟、１０分钟就能完事，但他一天天喝上酒，一个小
时、两个小时完不了事，你还必须得让他达到高潮，他

也想达到，但他力不从心，就逼着你手淫、口淫，最少一

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必须按他的要求做，必须服从他，

平时也是这样要求你。不服从就打，收拾你，不让你睡

觉，一晚上一晚上不让睡。”（个案９）
３．１．２　心理方面的影响　婚内性暴力受暴妇女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心理：一是自责心理。而婚内性

暴力受暴妇女常在心里为施暴者的恶劣行径辩护，往

往把过错归于自己，产生自责心理。二是自卑心理。

长期受暴的妇女，易导致其心理受暗示而低估自己，看

轻自己，陷入深深的自卑情结。三是自贱心理。面对

凶暴的施暴者，长期的持续恐惧和自卑促成了深深的

自贱心态，甚至泯灭了尊严需求。

“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没有了方向，对周围的

事情失去积极的态度，包括对孩子。我试图努力迎合

老公对我不满意的一切，可是结果却是徒然的。现在

我的情绪很不好，我不能认真地做好自己和家庭有关

的任何事，而且因为这些，现在已经影响女儿的身心健

康了。”（个案４）
３．１．３　性态度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在视婚姻中

的性是私领域隐私的社会中，妇女在性生活中，充满不

得不、无计可施的无奈与无人可求助的无助感。另外，

妇女在重复经历着对自己身体失去控制权的性暴力，

让他们更显恐惧和排斥性生活，甚至是致使妇女就算

离开暴力婚姻对性仍感到恐惧或痛苦。此外，一些受

暴妇女若不从丈夫的性要求，丈夫便转嫁各种精神暴

力的骚扰来对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妇女拒绝丈

夫的性要求，丈夫容易指控妇女有外遇。

“我从来就没快感，幸福感。现在，一到入夜我就

害怕，我明白自己打不过丈夫，不想挨打就只有顺从，

但是一天天的几乎被强暴真是让我痛苦不堪。”（个案

５）
３．２　婚姻中性暴力受暴妇女心理方面的反应
３．２．１　自责　很多的受暴妇女都是内化了父权

文化的妻子义务观，认为自己有义务要满足丈夫的性

需求。面多婚内性暴力，常常自我反省是否是因为自

己不够温柔、不够体贴，是否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导致配

偶的施暴并企图积极努力的改善自己以配合施虐者。

“我越是温柔大度地关心谅解他，他越是认为我

看不起他、蔑视他。于是为了一些生活琐事，我与丈夫

不断发生争吵。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每次吵完架他

都要强迫我与他同房，仿佛只有这样才算证明他真正

占了上风。”（个案８）
３．２．２　抱持希望的想法　受暴妇女认为施虐者

的暴力只是一时的，仍然认为施虐者是会改变的，这种

希望的想法除了对施虐者的一种期待，也是妇女对于

自己的婚姻的一种期待。比如在个案９中，我们就发
现了这种典型的心态：

“我刚开始也是想说他可能不是故意的，而且他

都会跟我道歉啊，说下一次不会了，我们女人就是笨

啦，我觉得我就是太笨了，每次都相信他，想说他会改，

他也跟我说会改会改。”（个案９）
３．２．３　合理化的想法　所谓合理化就是赋予不

合理的行为，合乎逻辑与社会要求的动机，使它看起来

是理性适当的。受暴妇女在不愿脱离受暴关系，或无

法有所行动处理受暴情境时，为了使自己接受施虐者

施暴的情形，只好合理化对方的行为。

“有时候，我也觉得每一个家庭的女人大概都是

这样子，毕竟是人家的老婆，人家要那样也是正常的，

然后，像那一次我会想说是因为他工作不顺心，想在我

这里找到开心。”（个案４）
３．２．４　使心理脱离受暴情境　也有一些受暴妇

女开始意识脱离受暴的情境，让自己内在不去感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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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痛苦。也有一些受暴妇女感受到了压抑，决定要

走出她们婚姻：

“其实要处理这事情也不是件很难的事情，最主

要的就是看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想忍气吞

声，那么必定会受到更多的折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第

一次发生之后做个果断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

有所解脱。”（个案３）
３．３　婚姻中性暴力受暴妇女行为方面的反应
通过我们的访谈，发现受暴妇女在面对婚内性暴

力的时候，采取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三种形式：消极回

避、调整协商、觉察抵抗，

３．３．１　消极回避　一些受暴妇女因为其妻子性
的义务观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拒绝，或是因为暴力婚姻

的胁迫性而不敢正面拒绝或无力抵抗，而使用各种回

避的方式躲过丈夫的性要求，以尽量减少性暴力发生

的机会，回避的方式有躲避、装睡、装忙碌，或是拖病来

避免性暴力的发生机率，还有妇女用身体不反应的方

式让丈夫自讨没趣地避免性行为。

“我也曾试过把自己在农村的母亲，接到家里来

住一段日子，晚上自己带孩子和母亲一起住，暂时躲开

丈夫的纠缠，可是，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晚上开始丈

夫就在外边一句话也不说，只管不停地敲门。母亲问

其原因，我又不好回答，只得硬着头皮回到丈夫的床

上，满足他的兽欲。”（个案３）
３．３．２　调整协商　很多时候受暴妇女面对丈夫

性暴力时的生存策略是采取讲理、口头或身体拒绝等

以试图避开暴力，但这些方式常常再遭致丈夫的殴打。

也有一些受暴妇女使用的方法有：控制配偶的愤怒以

避免性交中的伤害，或是尽量服从对方甚或是服从令

被害人觉得反常的性行为来减低伤害。

“简直就是强奸，难受死了，你要是不愿意，不服

从，他就打人。他喜欢玩一些稀奇古怪的，不配合他，

也要打人，很多时候，只能委屈自己，闭上眼给他折腾，

只要他快点完事，好让我早点休息就行了。”（个案３）
３．３．３　觉察抵抗　当配偶实施强行的性暴力之

后，很多受暴妇女都会以不做饭给他吃、不与他说话等

等消极的态度抗议施虐者的暴力。有时受暴妇女因为

不堪长期的虐待，欲脱离受暴关系，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时，会先采取离家躲避让施虐者找不到的方式来做临

时的反应，再接着想想自己该怎么做。

“尽管我也曾百般努力，拼命反抗过、挣扎过，可

我毕竟是一个女子，既忍受不了丈夫强壮力量的攻击，

也忍受不了他大喊大叫、大撞大擂近于市井的泼皮行

为折磨，每每还是在精疲力竭后任他蹂躏。”（个案５）
“有时候我会抵抗，剧烈抵抗，有时候他就算了。

但是那是不喝酒才会算了，如果他喝了酒，我就惨了；

如果我抵抗，他会打我，我就爬起来赶快逃。”（个案９）
３．４　受暴妇女对婚姻中性暴力的性质认识
婚内性暴力发生后，一些人选择法律诉讼，用法律

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些人选择的是对丈

夫变态的“适应”和“无奈”，采取求助医生的方式，还

有一些人则是采取默默承受的态度和方式来面对。到

底采取哪种行为方式，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受暴妇女

心理对婚内性暴力的性质的认识。

３．４．１　理所当然的行为　一些妇女权利意识不
强，不懂得在夫妻性生活中自己也有性的权利，错误的

理解夫妻间的权利义务，认为丈夫违背自己意志的强

迫性行为也是合法的，不知道维护自己的神圣权利。

对于“婚姻责任”的误解常容易被延伸为包含对丈夫

尽“性义务”。因此即便是在无意愿、不同意的情况

下，仍没有权利说“不”。有些妇女甚至认为自己若无

法令丈夫满足性欲，是自己不对。

“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士说，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

有很多是通过“强奸”解决的，“因为没有性的欲望，就

一切都完了。”所以他总是利用“强奸”这个秘密武器

战胜妻子。一个好朋友也说，老公笨嘴拙舌，不会甜言

蜜语，每次和老公吵架之后，都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

示安抚，安抚之后气愤就烟消云散了。”（个案５）
３．４．２　个人变态行为　对于许多曾遭遇丈夫性

侵害的妇女来说，由于未曾有过不同的经验（包含与

不同的对象，或有非性虐待的经验），因此往往容易以

为在婚姻关系中，强迫的性交行为是正常的，顶多是一

种需要医生医治的个人变态的癖好，不会认定这是属

于性暴力。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也不知道别人家是不是

都这样，别人家的丈夫是不是也这样对待自己的老婆？

我个人一直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给人家做老婆，就

要满足人家的需要。我就是不知道他这样是不是有点

过分了，是不是身体方面有什么毛病？”（个案３）
３．４．３　侵权违法行为　一些人意识到性暴力是

一个侵权违法行为，原因可能是丈夫的性需求愈来愈

过，或是丈夫婚姻中的其它形式暴力，例如肢体暴力、

威胁恐吓、贬抑侮辱等愈来愈严重。在暴力伤害到极

致时，最终受暴妇女觉察自己是被伤害的主体。

“可是他从不考虑我的情绪变化、有无“性”趣，总

无休止地借助欲望的发泄来释放心中的不满情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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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说是对我最大的伤害，你说说，这种行为跟强奸有

什么区别？”（个案８）
３．５　婚姻中性暴力受暴妇女的求助
我们发现，受暴妇女想要脱离受暴情境有时单靠

一己之力是不够的，受暴妇女的身心都遭受着莫大的

压力与伤害，因此有各种多样的需求，这些心理与实质

具体的需要，是她们无法单凭自己的能力便全部解决

的，使得受暴妇女必须向外求助。

３．５．１　羞于开口　很多受害人要么出于“家丑不
可外扬”心理不愿意报案，尤其是对性方面的暴力有

难言之隐，不愿意鉴定伤情；要么受文化水平的限制，

不懂法，权利意识和证据意识都不强，当时没有提取并

固定证据。

“从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请人帮忙过，因为难

以启齿，而且觉得很丢脸。”（个案９）
３．５．２　委曲求全　面对不想要的性行为时，很多

受暴妇女都为想留住丈夫、不想破坏夫妻关系或维持

家庭的和谐关系、为了安慰失志的丈夫、不想伤害丈夫

的自尊而服从丈夫的性要求，而忽略与隐藏自己性自

主的感受或意愿。也有一些人对过错方仍抱有幻想，

等待着人家回心转意的那一天①。

“孩子小的时候还好，不明事理，大一些了，吵嚷

怕让孩子听见……只要他能够简单的洗洗，不管我想

不想，我作为女人都会满足他，可他就是不洗，总是迫

不急待，一点不管我的感受。”（个案１）
３．５．３　大胆求助　一些妇女开始觉察到自己受

到的伤害与受辱，便进一步激发出性权利的意识。这

个觉察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一个漫长又反复被

伤害的过程。尤其是当受暴妇女试图求助社会支持系

统，却得不到正向回馈的时候，会使得她们对社会外界

支持的绝望。

“我也去过一次妇联，感觉一点不好，她跟你说话

的态度就跟你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而且总赶着你说话，

让你感觉到就像是后面还有人排队等着一样，后来我

就不去了。”（个案１０）

４　讨论与结论

根据上面对实证调查资料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可

以发现，我国婚内性暴力以及性暴力受暴妇女的认知

和反应有如下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４．１　特　点
４．１．１　形式的隐蔽性　婚内性暴力是静悄悄的

暴力，其具有隐蔽性。一方面，性问题上的隐私观念使

婚内性暴力不易被觉察。同时，很多女人认为性方面的

问题更加“家丑不可外扬”，在外人面前，即使刚刚还在

遭受性暴力妻子也会伪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另一方

面，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也使得

人们对于婚内性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家庭暴力行为

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家庭外部的人就是知道了婚

内性暴力的发生，也认为这是人家的私事而不愿介入。

４．１．２　时间的持续性　由于各种社会控制力量
的缺乏和婚内性暴力隐蔽性的特征，施暴者会在家庭

内肆无忌惮的大施淫威，持续实施婚内性暴力而不受

阻碍。特别是一些妇女常常把婚姻责任延伸为对丈夫

尽“性义务”。因此即便是在无意愿、不同意的情况

下，仍没有权利说“不”。所以好多妇女都寄希望有一

天丈夫年纪大了，好结束自己的噩梦。在我们的调查

中发现，很多受暴妇女长期忍受丈夫的性暴力，直到有

一天忍无可忍，因为以暴制暴而锒铛入狱才被发现。

各种有案可查的婚内性暴力事件通常是持续了相当长

一段时间，受害人忍无可忍或已造成受害人的严重伤

害才被揭露出来。

４．１．３　后果的严重性　婚内性暴力的外延应该
比刑法规定的性暴力的后果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婚内

性暴力不同于其他性暴力行为，婚内性暴力的施暴人

和受害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它对受害人造成

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一次严重的性暴力

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严重的暴力侵犯，不是表现

为肉体的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精神压抑。有人曾

经为数名因长期家庭暴力而被迫以暴制暴的原家庭暴

力受害人做过法律援助，发现真正让她们下决心让加

害人消失的，是她们所承受的日趋严重的性暴力。

４．１．４　存在的普遍性　婚内性暴力是家庭暴力
中常见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

题。中国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是妇女受到婚内性暴

力侵害的历史原因。不少男性夫权思想严重，认为妇

女地位低下，是男人的性附庸，甚至把妇女视为自己的

性的私有财产。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婚内性暴力在

全社会内普遍存在就不足为怪了。

４．１．５　认识的模糊性　由于传统教育方式的原
因，我国很多已婚妇女，即使是城市地区的知识女性的

（下转第６３页）

① 例如，一些受虐妇女往往表现出两种在逻辑上相互矛盾的观念。她可

能会说，丈夫只在酒后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后来又描述他不喝酒时

也有过强制性行为。相信对不一致现象的这种容忍性，会因为受害妇

女生活的基本不一致而不断增加：认为男人既爱她，又会伤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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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性恋者权益保护法草案建议稿

郗长举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２０９

【摘　要】长期以来，由于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性恋在强大的主流社会面前显得很弱小，他们是弱
势群体，同性恋者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歧视、迫害、压力。他们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只是因为“性倾向”不同而把同性恋

归为异类、变态是没有道理的。同性恋者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需要而且应该得到保障，这是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现在我国对于同性恋的相关法律规定还很不到位，很多处于空白状态，在世界许多国家已

经把同性恋乃至同性婚姻都合法化的今天，中国也有必要对此进行立法。

【关键词】同性恋；法律保护；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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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曾根据
国内外的权威调查推测出：在中国，同性恋者有３９００万至
５２００万左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中国卫生部门的一项研究调
查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约占男性人

群的２％～４％，以此估算，中国约有５００万～１０００万男性
同性恋者。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存在着一定比例的同性恋

者，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比例已呈现出上升趋势。

因此，从法律上关注这类特殊群体，不仅对其本人，而且对

其家庭和全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同性恋的合法权益屡屡遭到侵犯，

如在就业、受教育、职位晋升、婚姻、收养等方面同性恋

者往往总受到歧视性待遇，甚至同性恋者一度被认为

是精神病患者。

平等与非歧视原则是人权规范架构中的一个基础

性的原则。《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人人生

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七条也规定：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

受任何歧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

十六条也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受

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

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

免受到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和其他

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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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的歧视。”

随着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人类对同性恋认识的

深入，在西方世界内已经形成了保护同性恋权益的法

律。尽管它们在模式上存在着差别，但无一例外地都

承认同性恋者享有最为基本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世界

性的保护同性恋的立法正方兴未艾。

图１　当前世界对同性恋政策示意图

如图１所示，可以直观的了解到目前世界对同性
恋政策的情况和立法状况（因为目前世界对于同性婚

姻和民事结合立法情况随时会有变化，因此具有时效

性，本图更新至２０１１年５月）。
图中区域一部分的国家和地区承认同性婚姻，他们

包括：荷兰（２００１），比利时（２００３），西班牙（２００５），加拿大
（２００５），南非（２００６），挪威（２００９），瑞典（２００９），葡萄牙
（２０１０），冰岛（２０１０），阿根廷（２０１０）以及墨西哥［墨西哥
城（２０１０）］，美国［马萨诸塞州（２００４）、康涅狄格州
（２００８）、艾奥瓦州（２００９）、佛蒙特州（２００９）、新罕布什尔州
（２０１０）、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２０１０）］。

图中区域二部分的国家和地区承认同性伴侣之间

的民事结合，他们包括：丹麦（１９８９），法国（１９９９），德
国（２００１），芬兰（２００２），卢森堡（２００４），英国（２００５），
安道尔（２００５），捷克（２００５），斯洛文尼亚（２００６），瑞士
（２００７），匈牙利（２００９），奥地利（２０１０），爱尔兰
（２０１１），新西兰（２００４），乌拉圭（２００８），哥伦比亚
（２００９），厄瓜多尔（２００９），巴西（２０１１）。而美国，澳大
利亚和墨西哥的部分地区也承认民事结合。此外，澳

大利亚，克罗地亚，在国家一级的法律上虽不允许同性

伴侣登记为民事伴侣，但将同性伴侣视为同居关系，因

此也包含在区域二部分内。

图中区域三部分的国家和地区承认其公民在海外

或国内其他行政区合法登记的同性婚姻关系，但在本

国或本地区不进行登记，他们包括：日本，以色列，墨西

哥（仅墨西哥城），阿鲁巴（仅荷兰），美国的纽约州和

马里兰州。

图中区域四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同性恋合法，但是

同性伴侣的任何关系不被法律承认，这部分国家和地

区占了大部分。

既然我国在《宪法》中就已经明确规定了平等权，

在近些年也先后加入了一些国际人权公约，但是，我国

的法律却未将同性恋纳入调整的范畴，甚至在法律领

域根本不承认同性恋者现象，这就根本谈不上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问题。作为我国的公民，同性恋者与所

有的自然人一样，在法律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不应以

任何特定事实如性取向方面的差异而被剥夺。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同

性恋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员理应受到法律

的保护，其实同性恋者与其他普通公民一样，只不过他

们的性倾向不同而已，其他一切与正常人无异。但令

人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法律中没有一部法律来明确

规定或维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鉴于此，有必要制

定一部法规，如同《妇女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

护法》一样来维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这是对宪法

保障和尊重人权、落实自由平等原则的回应，也是时代

潮流发展的必然。

基于此，我们特提出这样一部同性恋者权益保护法

的草案建议稿，供立法机关参考借鉴，其中一些好的条文

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吸收到同性恋者权益保护法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性恋者

权益保护法草案建议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人

人平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指同性恋者是指对同性别人产生性

欲的意念和情感，而不论他（她）们是否有明显的性行为。

第三条 同性恋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

庭生活等方面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同性恋者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逐步完

善对同性恋者的社会保障制度。

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同性恋者。

第四条　国家鼓励同性恋者自尊、自信、自立、自
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性恋者应当遵守

国家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第五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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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同性恋者权益的保障工作。

具体机构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章 社会权益

第六条　同性恋者享有人格不受歧视权，同性恋者
有权同普通人一样公平地获得学习、劳动、就业、参加社会

活动等权利，不因其性取向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禁止任何

单位组织个人以任何方式对同性恋者进行歧视侮辱。

第七条 同性恋者享有个人隐私权，任何单位组

织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泄露其姓名、住所、工作

单位、通讯方式等资料。

第八条　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
定，保障同性恋者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

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第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
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同性恋者从事科学、技术、文学、

艺术和其他文化活动，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第十条　在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等方
面，应当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得歧视同性恋者。

第十一条　国家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
卫生事业，为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同性恋者

获得物质资助创造条件。

第三章 人身权益

第十二条　国家保障同性恋者享有与其他公民平
等的人身权利。

第十三条　同性恋者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
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或者限制同性恋者的

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同性恋者的身体。

第十四条　禁止同性恋者之间卖淫、嫖娼。禁止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同性恋者卖淫或者雇佣、

容留同性恋者与他人进行猥亵活动。

第四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十五条 国家保障同性恋者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

的组成类似异性婚姻家庭关系的家庭伴侣权。同性恋者

之间可以结成类似与异性间婚姻关系的家庭伴侣关系。

家庭伴侣关系指男子同性恋者或女子同性恋者二

人结伴组成家庭，长期生活在一起。

同性家庭伴侣者可以通过收养、人工授精、借腹等

方式获得子女。

第十六条　登记后的同性恋家庭伴侣在法律上也
具有与传统异性婚姻类似的地位。

第十七条 同性恋者间缔结家庭伴侣关系应满足

以下条件：

①双方当事人同意缔结家庭伴侣关系的意思表示

真实、自愿；

②双方当事人非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③双方必须达到法定的年龄。男的不得小于２２

周岁，女的不得早于２０周岁；
④患有一定疾病的同性恋者之间不得批准登记为

家庭伴侣关系；

第十八条 家庭伴侣关系具有排他性，家庭伴侣

当事人应未与他人缔结婚姻或建立家庭伴侣关系。

第十九条 申请登记为家庭伴侣关系的同性恋者

须向民政部门递交户口簿、身份证以及未结婚的证明。

登记机关进行形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以批准登记为

同性恋家庭伴侣关系。

第二十条 当事人自取得家庭伴侣关系证时起，

确定为登记家庭伴侣关系。同时，民政部门也负责办

理恢复家庭伴侣关系、补办家庭伴侣关系证、解除家庭

伴侣关系证的工作。

第二十一条 同性家庭伴侣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

务。一方不履行该义务的，需要帮助的一方，有权利要

求对方给付扶养费。

第二十二条 同性恋家庭伴侣之间有相互继承遗

产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同性恋家庭伴侣可以收养子女，收

养条件参照异性间《婚姻法》的规定。收养关系受《收

养法》的调整。

第二十四条 当同性伴侣与对方原有亲子女共同

生活，与对方原有亲子女产生扶养关系时，同性伴侣与对

方原有子女的关系可适用《婚姻法》中有关继子女的规

定，即同性伴侣可成为对方原有亲子女的继父或者继母。

第二十五条 家庭伴侣关系因一方当事人的死亡

而解除。

第二十六条 登记为家庭伴侣关系的同性恋者不

得随意地解除家庭伴侣关系，除非双方达成合意或其

中的一方死亡，否则，必须通过到民政部门提出申请，

由登记机关参照异性间婚姻关系的解除规定解除家庭

伴侣关系，并对双方的共有财产进行分割。

第二十七条 在家庭伴侣关系解除程序完成之

后，登记机关应提供证明家庭伴侣关系已终止的证书，

并保留解除登记记录。

第二十八条 相关部门在处理同性恋者的其他婚

姻家庭权益时，本法未作规定的可参考《婚姻法》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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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被侵害人可以向同性恋者组织投诉，同性恋者组织应

当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保护被侵害同性恋者

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　侵害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造成财产
损失或者其他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

他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侵害同性恋者合法权益情形
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

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有关侵害同性恋者合法权益的申诉、控

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的；

（二）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录用而拒绝录用

同性恋者或者对同性恋者提高录用条件的；

（三）在分配住房和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

务等方面，违反平等原则，侵害同性恋者合法权益的；

（四）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派出留学

等方面，违反平等原则，侵害同性恋者合法权益的。对

侵害同性恋者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进

行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

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同性
恋者，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

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虐待同性恋者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处罚；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二

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同性恋者合法权

益的，其他法律、法规已作规定的，应以本法为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本法制定有关
条例，报国务院批准施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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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９页）
性知识都十分有限，使得对于什么是“正常的”和“不

正常的”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很难有一个自主意识明确

的判断。往往在丈夫的劝说和利诱之下，容易以为在

婚姻关系中，强迫的性交行为是正常的，因而不会认定

这是属于性暴力。另外，在性暴力发生的同时，常伴随

着严重的肢体虐待，这也让妇女常认为是发生家庭暴

力事件而非婚内性暴力。

４．２　趋　势
对于婚内性暴力发展趋势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婚

内性暴力的现况和特点都十分了解的基础上。而直到

今天，虽然很多的“婚内性暴力”个案故事已经让人们

开始知晓婚内性暴力这个名词，但是，我们对婚内性暴

力无数案例背后的规律知之甚少。这个或那个中国人

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心理人格、生命周期、经济地

位、相处模式……与婚内性暴力之间会怎样相互影响，

都不是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关于婚内性暴力

“发展趋势”的断言都应该慎之又慎。

不过，根据调查发现，我们认为最起码有一点可以

断定：将来社会中的婚内性暴力自我报告率会不断提

高。总体上说，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在

中国的传统中，女人都是逆来顺受的代表，妻子即便是

没有性的欲望，为了表现得更贤淑，获得更传统意义上

的温柔评价，不得不满足丈夫的性要求。而随着中国

性革命的来临，妇女的性禁锢逐渐打破，大大降低了妇

女在性方面的心理压力，妇女的性需要得到充分的尊

重和满足，自卑心理、自我封闭心理逐渐消除。这一方

面有助于去除女性的羞怯心理，提高婚内性暴力的自

我报告率；另一方面，妇女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如

果丈夫不能与时俱进，不再把妻子当作私有财产、佣人

和生育工具，那在实际生活中也势必增加性方面摩擦

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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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性学·

酒店娇娇女的“村言”

赵正基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湖南 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我和老同事登山散步，他讲了一个民间故事。
有三个人：一个和尚姓精，一个秀才姓柯，一个清河

桥酒店老板娘叫娇娇。和尚与秀才住进酒店。晚上，三

个人扯谈，秀才提议，就“清”“河”“桥”三个字，各取一字

编一段词儿；要将“可爱”与“好玩”嵌进其中。

和尚取“清”字编说：

有水念作清，无水也念青。去掉清边水，加米就念精。

我精和尚真可爱，我到西天取经来，木鱼袈裟随

身带；

我不为成仙成佛，———好玩。

秀才取个“河”字编说：

有水念作河，无水念作可。去掉河边水，加木就变柯。

我柯秀才真可爱，我到京城赶考来，文房四宝随身带；

我不为升官发财，———好玩。

最后娇娇取“桥”字编说：

有木念作桥，无木也念乔。拆掉桥边木，加女变成娇。

我娇娇女真可爱，我和老公上床来，两个包子随身带；

我睡觉不为生儿育女，———好玩。

和尚与秀才笑起来：“不正经呢！”

我看三个人编的顺口溜，虽谈不上多少文采，但颇

有认识意义。

这两个男人标榜自己“豁达”，全无“功利”，一派

假话。和尚西天取经，不为成仙成佛，秀才寒窗十载，

不为升官发财，违心自欺，都代表了中国好多男人包括

居庙堂之尊者的言心分裂，装神作圣，且不多论。

我想说的是，娇娇女的“好玩”论，其实涉及到了

如何认识人类婚姻实质的重大论题。

人类对婚姻实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到理

性、由肤浅到深刻的过程。

“人畜一般同”。初人的两性关系与动物无异，苟

合，群婚，是繁衍后代的本能。交配过程的愉悦也是感

官的。后来，社会意识介入两性关系，例如在中国出现

“一夫一妻”制了，才自觉到男婚女嫁是当事人的乐

事，但最看重的是“传宗接代”，延续家族与门第尊荣。

因而婚姻常受长辈的规划约束，乃至“指腹为婚”，包

办强迫，不管当事男女同床共枕是否快活“好玩”。这

是几千年的中国婚姻状况。到了现代，西方东方自觉

或不自觉地有了“人权”观念，而两性之“乐”也是人的

应有权利。于是男婚女嫁的最重要条件是钟情相爱，

“好玩”，享受“性福”，而生儿育女，倒变成婚姻可有可

无的“副产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婚姻观，

渐渐地被年青一代接受，有可能成为主流。

由此看来，娇娇女的“好玩”观，实在是代表了人

类婚姻文化进步的正确方向。我国现在也很关注人权

与民生，强调施政“以人为本”，为民谋福。而“性福”

也在其中，它是夫妻快乐、家庭和谐、社会安定的要件。

娇娇女话不高深，只是“跟着感觉走”，觉得恩爱夫妻

的床笫之私就是快乐好玩。如果只为生儿育女，那我

们夫妻为何不宜两地分居呢？现时媒体为何呼吁当局

要关注“打工群体”的“性压抑”问题呢？

把娇娇女的“好玩”论，用完善的婚姻法规，引导、

规范，对国计民生是很有意义的。首先，不愿生育的恩

爱夫妻，便无“传接香火”和经济负担后代的压力，快

活一生，因社会保障日益发展，老有所养也没问题；如

此，有助限制人口膨胀。其次，对有遗传病等生理缺陷

者，助其在不生育的条件下，相爱成婚，得点性福，不枉

人世走一回。再次，对同性恋者，也可人性化立法宽

容，尊重他们“好玩”的选择。再次，对服刑者，也可适

度地让其夫妻有所“欢聚”，像保留其“饮食”权一样，

也保留一点“男女”人权。娇娇女的村言可嘉，推想其

容貌性情，也会像真璞的玉一般可爱吧。

总之，没多受佛家、儒家经义灌输的村妇娇娇，贴

近“自然”，体验客观，比起被诸家“圣经”洗过脑子的

和尚与秀才来，要诚实得多，先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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