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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生，中国性学会荣誉理事、《中国性科学》
杂志编委。曾于１９９４年受聘担任卫生部殷大奎副
部长主编的《中国就医用药指南》（共五卷）编审；

１９８２年创办并编辑北京医学院医学教育研究所主
办的《医学教育》杂志；１９８６年参与编辑中国医学
科学院和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国外医学·医院管

理分册》杂志；１９９２年参加创办中国性学会（筹）主
办的《中国性学》杂志（现名《中国性科学》）担任编

辑，编委，编辑部主任（直至２００６年）。

·卷首语·

性文明与社会稳定

白?生

《中国性科学》杂志自１９９２年创刊以来，已经历了

近２０个年头。回顾这２０年历程我感触很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而

来，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解放，广大性科学专业人

员也不例外。鉴于中国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社会需要，

尤其是中国性科学学术团体———中国性学会正在积极

组建之中，此时提出在我国筹办一个性科学刊物就成为

历史的必然。

１９９２年，在著名皮肤病学家王光超教授、著名公共

卫生学家叶恭绍教授和中国性学会筹建者之一医学心

理学家王效道教授、北京医科大学社文部副主任薛福林

副教授的积极倡导下，着手创办中国首个以性医学为基

础、性健康教育为重点的多学科的性科学刊物《中国性学》杂志（１９９５年改名为《性学》、２０００年改

为现名《中国性科学》）。经过积极筹备特别是在中央卫生部（现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医科大学（现

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公共卫生学教授彭瑞骢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１９９２年中国性学

会（筹）南京学术大会期间《中国性学》创刊了。

２０年的社会实践充分证明了出版这个刊物的必要性。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古人

云：“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国泰民安、安居乐业，历来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近年来，党中央一

再强调“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并将其提到战略发展的高度。因为，只有社会稳定了，我们的改

革开放才能深入，经济才能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社会稳定与经济、政治、军事、文

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因素相关，同时性文明也对其具有重大的影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早

在《生育制度》一文中就指出过：“性可以扰乱社会结构，破坏社会身份，解散社会团体”。性有积极

正效应一面，也有消极负效应的一面；性有其自然属性，更有其社会属性。性文明可以促进社会发

展，长治久安；而性愚昧、性禁锢、性混乱、性疾病则能导致个人毁灭、家庭解体、社会动乱。近年，

种种性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正在局部地区、少数人群、一些家庭中形成了不安定的因素。因此，

加强性文明建设刻不容缓，这是关系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性科学》杂志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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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谭秀梅（１９７４－），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
产科临床诊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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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新型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对卵巢癌细胞的生长抑制及促凋亡作用

谭秀梅　何　凯　高德红　刘　波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五医院，黑龙江 大庆 １６３４５４

【摘　要】目的：探讨新型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对卵巢癌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的作用，并与同类型复合干扰素、普通重组Ⅰ
型干扰素、化疗药物对比。方法：应用新型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复合 α干扰素、干扰素 α－２ｂ和顺铂以０１５６ｕｇ／ｍｌ、
０６２５ｕｇ／ｍｌ、２５ｕｇ／ｍｌ及１０ｕｇ／ｍｌ浓度作用于体外培养的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７２小时后，ＭＴＴ法检测并计算细胞抑制率并比
较。应用新型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复合α干扰素、干扰素α－２ｂ和顺铂以０１５６ｕｇ／ｍｌ、０６２５ｕｇ／ｍｌ、２５ｕｇ／ｍｌ浓度作
用于体外培养的ＨＯ８０１９细胞７２小时后，以流式细胞仪检测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的凋亡率并进行比较。结果：几种干扰素及顺
铂均能导致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生长抑制及促进细胞凋亡。相同浓度条件下，新型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和顺铂对ＨＯ８０１９细胞
的抑制及凋亡作用强于复合α干扰素和干扰素α－２ｂ的作用，尤以顺铂的作用最强。结论：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对体外
培养的卵巢癌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并能促进ＨＯ８０１９细胞凋亡；作用虽然不及化疗药物顺铂，但较同类型干
扰素、普通重组Ⅰ型干扰素的作用强。

【关键词】干扰素；卵巢癌；基因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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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ｙｐｅ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Ｉｃａｎｃｅｒ；Ｇｅｎ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干扰素（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ＦＮ）是较早发现和应用的一类细
胞因子，不仅具有抗病毒复制、抑制细胞分裂、诱导细胞分

化、增强细胞吞噬功能等作用，还可以调节免疫反应，诱导

细胞特定基因的表达，加强机体在抗肿瘤方面的免疫应

答［１－３］。其中以ａ－干扰素的抗肿瘤效果为优。
重组复合高效干扰素（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ｓｕｐｅｒ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ｒＳＩＦＮ－ｃｏ）是一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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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基因工程干扰素，它与干扰素的氨基酸序列一

致，但由于采用了全新的纯化工艺，使 ｒＳＩＦＮ－ｃｏ的蛋
白质空间构象发生了改变，令其具有更强的抗病毒作

用及极低副作用，但目前关于此类 ｒＳＩＦＮ－ｃｏ的抗肿
瘤作用的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对体外培养的卵巢癌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使用新型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观察其
对卵巢癌细胞的生长抑制以及促凋亡作用，并与常用

的干扰素及化疗药物进行对比。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及仪器
卵巢癌ＨＯ８０１９细胞株由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实

验室惠赠；新型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ｒＳＩＦＮ－ｃｏ）由四
川辉阳生命有限公司惠赠；同类型复合 α干扰素（ｉｎ
ｆｅｒｇｅｎ）由美国安进公司生产；普通重组 Ｉ型干扰素 α
－２ｂ（ＩＦＮα－２ｂ）购自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顺铂注
射液由云南生物谷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生产；ＭＴＴ试
剂为Ｓｉｇｍａ公司产品；二甲基亚砜为美国 ＧΑＹＬＯＲＤ
生产企业产品；流式细胞仪；航新ＺＳ－３板式酶标仪。
１２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生长抑制试验
１２１　细胞培养与分组　用含１０％小牛血清的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液稀释药品，在９６孔培养板中培养
卵巢癌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以培养液调定细胞数为 １×
１０５／ｍｌ制成单细胞悬液，在培养板各孔中加入１００ｕｌ
细胞悬液。向培养板中分别加入ｒＳＩＦＮ－ｃｏ、复合α干
扰素、ＩＦＮα－２ｂ和顺铂，每种药物的浓度梯度为
０１５６ｕｇ／ｍｌ、０６２５ｕｇ／ｍｌ、２５ｕｇ／ｍｌ和 １０ｕｇ／ｍｌ，并设
置对照组，每个浓度设 ３个复孔。放置于 ３７℃、５％
ＣＯ２孵箱培养７２小时。
１２２ ＭＴＴ法检测细胞生长抑制率　配制 ＭＴＴ

试剂，使其浓度为 ５ｍｇ／ｍｌ。培养板各孔分别加入
１０ｕｌＭＴＴ液，轻微震荡使其混匀，放置于３７℃、５％ＣＯ２
孵箱中反应４小时后，见培养板孔底部出现蓝色结晶。
弃去培养板中上清液，每孔加入１００ｕｌ二甲基亚砜，室
温下待结晶溶解，在５７０ｎｍ波长酶标仪读取ＯＤ值。
１２３　计算细胞生长抑制率　细胞生长抑制率

＝（１－样品孔ＯＤ值／对照孔ＯＤ值）×１００％。
１３ＨＯ８０１９细胞凋亡试验
１３１　细胞培养与分组 分１３组在含１０％灭活

小牛血清的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液中培养卵巢癌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第１组直接用培养液培养７２小时，作为
对照组；第 ２～４组 ｒＳＩＦＮ－ｃｏ浓度分别为 ０１５６ｕｇ／
ｍｌ、０６２５ｕｇ／ｍｌ、２５ｕｇ／ｍｌ；第５～７组复合 α干扰素浓

度分别为 ０１５６ｕｇ／ｍｌ、０６２５ｕｇ／ｍｌ、２５ｕｇ／ｍｌ；第 ８～
１Ｏ组ＩＦＮα－２ｂ浓度分别为０１５６ｕｇ／ｍｌ、０６２５ｕｇ／ｍｌ、
２５ｕｇ／ｍｌ；第１１～１３组顺铂浓度分别为０１５６ｕｇ／ｍｌ、
０６２５ｕｇ／ｍｌ、２５ｕｇ／ｍｌ。

１３２　流式细胞仪检测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凋亡率　
收集每组细胞至离心管中以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分钟，
弃去上清液，采用 ΑｎｎｅｘｉｎＶ／ＰＩ双染色法检测细胞凋
亡。每样本细胞数约为１×１０６个，用孵育缓冲液洗１
次，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分钟，用１００ｕｌ的标记液重悬细
胞，室温下避光孵育１５分钟，以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分
钟沉淀细胞，孵育缓冲液洗１次，加入荧光溶液在４℃
下孵育２０分钟，避光并不时震动，以流式细胞仪检测。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有定量分析数据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方差分析不

同药物、不同浓度组之间的差异，应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
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干扰素对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生长抑制的作用
卵巢癌ＨＯ８０１９细胞在含 ｒＳＩＦＮ－ｃｏ０６２５ｕｇ／ｍｌ

的培养基中培养７２小时后，可见细胞生长明显受到抑
制，体积缩小，并出现凋亡小体，细胞数目明显减少，且

随干扰素浓度的增加，变化越明显。同样以复合 α干
扰素、ＩＦＮα－２ｂ和顺铂０６２５ｕｇ／ｍｌ作用７２小时后，
细胞生长受到抑制，出现凋亡小体，细胞数目明显减

少。对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以 ｒＳＩＦＮ－ｃｏ和
顺铂明显。对照组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贴壁生长，排列较紧
密，细胞数量较多，随着细胞培养时间的延长，细胞逐

渐增多。

２１１　顺铂及 ｒＳＩＦＮ－ｃｏ对卵巢癌细胞的抑制
作用　ｒＳＩＦＮ－ｃｏ与顺铂均对卵巢癌细胞生长有抑制
作用，且作用效果随浓度增加而增强，呈剂量效应性。

但是ｒＳＩＦＮ－ｃｏ对卵巢癌细胞生长抑制的作用不及顺
铂。见表１。

表１　顺铂及ｒＳＩＦＮ－ｃｏ对卵巢癌细胞的抑制作用（珔ｘ±ｓ）

药物浓度

（ｕｇ／ｍｌ）

细胞生长抑制率（％）

ｒＳＩＦＮ－ｃｏ　 顺铂

０．１５６ ９．６±２．１① １２．１±２．０①

０．６２５ １８．６±３．３① ２５．０±０．７①

２．５ ４４．７±１．５①② ７２．５±０．５①②

１０ ６９．３±４．４①② ９１．４±０．５①

　　①不同药物浓度间比较，Ｐ＜００１；②与同浓度顺铂组比

较，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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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干扰素对卵巢癌细胞的抑制作用　抑制
率随干扰素作用浓度增加而升高，特别是 ｒＳＩＦＮ－ｃｏ
在低浓度时对卵巢癌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高于另两种

常用干扰素的作用。见表２。

表２　干扰素对卵巢癌细胞的抑制作用（珔ｘ±ｓ）

药物浓度

（ｕｇ／ｍｌ）

细胞生长抑制率（％）

ｒＳＩＦＮ－ｃｏ 复合α干扰素 顺铂　

０．１５６ ９．６±２．１① ８．３±２．２ ８．７±２．６

０．６２５ １８．６±３．３①②③ ８．４±４．０ ４．８±４．６

２．５ ４４．７±１．５①②③ １０．７±１．６ ４．０±１．３

１０ ６９．３±４．４①② ５５．０±５．８① ７５．４±４．８①

　　①不同药物浓度间比较，Ｐ＜００１；②同浓度复合α干扰素组比较，
Ｐ＜００１；③与同浓度ＩＦＮα－２ｂ干扰素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顺铂及ｒＳＩＦＮ－ｃｏ促进ＨＯ８０１９细胞凋亡的
作用

顺铂及 ｒＳＩＦＮ－ｃｏ均能促进卵巢癌细胞发生凋
亡，且作用效果随干扰素浓度增加而增强，呈剂量效应

性。较高浓度ｒＳＩＦＮ－ｃｏ促进卵巢癌细胞凋亡的作用
与顺铂无明显差异。见表３。

表３　顺铂及ｒＳＩＦＮ－ｃｏ促进卵巢癌细胞凋亡的作用（珔ｘ±ｓ）

药物浓度

（ｕｇ／ｍｌ）

细胞生长抑制率（％）

ｒＳＩＦＮ－ｃｏ 顺铂

０ ２２．３±３．９ ２２．３±３．９

０．１５６ ５４．５±４．６①② ６３．０±３．９①

０．６２５ ６５．９±３．３① ７２．５±２．９①

２．５ ７５．４±１．３① ８０．８±５．８①

　　①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②与同浓度顺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干扰素促进ＨＯ８０１９细胞凋亡的作用
ｒＳＩＦＮ－ｃｏ促ＨＯ８０１９细胞凋亡的作用强于 ＩＦＮα

－２ｂ的作用；在低浓度时对卵巢癌细胞的促凋亡作用
强于复合α干扰素的作用。见表４。

表４ 干扰素促进卵巢癌细胞凋亡的作用

药物浓度

（ｕｇ／ｍｌ）

细胞凋亡率（％）

ｒＳＩＦＮ－ｃｏ 复合α干扰素 ＩＦＮα－２ｂ　

０ ２２．３±３．９ ２２．３±３．９ ２２．３±３．９

０．１５６ ５４．５±４．６①②③ ４７．６±３．１① ４２．３±３．４①

０．６２５ ６５．９±３．３①②③ ６８．１±３．６① ５４．４±４．４①

２．５ ７５．４±１．３①③ ７３．０±２．６① ６５．９±１．９①

　　①与对照比较，Ｐ＜００１；②与同浓度复合 α干扰素组比较，Ｐ＜
００１；③与同浓度ＩＦＮα－２ｂ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干扰素（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ＦＮ）是目前研究最多、且唯一
具有抗病毒和抗肿瘤双重作用的生物反应调节剂。

ＩＦＮ的抗病毒作用已得到普遍的认可并应用于临床，
目前ＩＦＮ的抗肿瘤机制还不十分清楚，研究证明 ＩＦＮ
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分裂增值［４－５］，阻止癌基因的表达，

诱导肿瘤细胞的分化［６－８］。且 ＩＦＮ与化疗药物联用，
能增强化疗药物的抗肿瘤活性。ｒＳＩＦＮ－ｃｏ是根据２２
种天然人体干扰素（包括α、β等）活性单位结构设计、
合成的一组全新氨基酸，具有更强的抗病毒作用和极

低的副作用。重组高效复合干扰素为采用蛋白质空间

构象调控技术生产的非天然新型干扰素，具有独特的

空间构象结构，在制备过程中，首先采用大肠杆菌偏爱

性密码子进行设计，化学合成该干扰素的编码基因。

然后将其克隆到大肠杆菌表达载体，用遗传工程方法

在大肠杆菌中高效表达该干扰素蛋白质，进一步采用

全新工艺技术获得具有独特空间构象的ｒＳＩＦＮ－ｃｏ，在
生物学效应方面与其他干扰素如同类型干扰素（复合

α干扰素）以及运用广泛的 Ｉ型干扰素（ＩＦＮα－２ｂ）相
比，有高活性、强功能、低副反应等特点，临床可大剂量

使用。目前已运用到包括多毛细胞白血病等多种肿瘤

治疗中，但尚未应用于卵巢癌的治疗。

本研究发现，干扰素及顺铂对卵巢癌 ＨＯ８０１９细
胞的生长有明显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随干扰素浓

度的增加而明显。虽然ｒＳＩＦＮ－ｃｏ对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生
长的抑制作用不及顺铂，但在 ３种干扰素之间比较，
ｒＳＩＦＮ－ｃｏ在低浓度（０１５６ｕｇ／ｍｌ）即对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
有抑制作用，而复合 α干扰素和 ＩＦＮα－２ｂ在２５ｕｇ／
ｍｌ浓度对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的抑制率明显低于 ｒＳＩＦＮ－ｃｏ
对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的抑制作用。在促进卵巢癌细胞凋亡
方面，干扰素及顺铂有促卵巢癌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凋亡的
作用，这种作用随干扰素浓度的增加而明显。较高浓

度的ｒＳＩＦＮ－ｃｏ与顺铂对 ＨＯ８０１９细胞的促凋亡作用
没有明显差别。３种干扰素相比较，ｒＳＩＦＮ－ｃｏ组与复
合α干扰素组组间除低浓度组外，无明显差异，ＩＦＮα
－２ｂ促使ＨＯ８０１９细胞凋亡的作用弱于 ｒＳＩＦＮ－ｃｏ的
作用。

本研究发现，ｒＳＩＦＮ－ｃｏ对体外培养的 ＨＯ８０１９细
胞有明显的生长抑制及促凋亡作用，效果优于普通干

扰素，在促使细胞凋亡方面，与化疗药物顺铂的作用效

果相似，为临床治疗卵巢癌提供了新型药物，但仍需要

进一步研究证实。 （下转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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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宫内节育器异位２例分析

张健光 姜玉娟 郎晓多

吉林省人口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４１

【摘　要】目的：探讨宫内节育器异位的处理与预防。方法：总结宫内节育器异位的原因，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进行处
理，提出预防措施。结果：两例患者成功取出节育器。结论：对宫内节育器异位要做好预防工作。

【关键词】宫内节育器；异位

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ｊｕａｎ，Ｌ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ｕｏ
Ｊｉｌ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ｉｌｉｎ１３００４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ＩＵ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ｆｏｒｅｃｔｏｐｉｃＩＵＤ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Ｕ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ｒｅｍｏ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ｗ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ｈａｖｅｔｏ
ｂｅｔａｋｅ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ｏｃｕｕ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ＩＵ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ＵＤ；ｅｃｔｏｐｉｃ

　　本院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９年８月收治了２例宫
内节育器（ＩＵＤ）异位患者，为汲取经验教训，现分析总
结如下。

１　资　　料

例１：魏某，４１岁，２００３年于产后月经未来潮放置
Ｔ型ＩＵＤ，术后出现不规律下腹痛，与月经周期无关。
２００６年带器妊娠，在当地医院行药物流产后清宫同时
取器，未取出。２００７年再次取器仍未取出。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８日来我院，Ｂ超检查宫腔内未见ＩＵＤ回声，Ｘ线
摄片见左下腹部距中线２０ｃｍ左耻骨上缘０５ｃｍ处
见“Ｔ”型 ＩＵＤ影像。于１２月１０日行开腹取器术，术
中见“Ｔ”型ＩＵＤ包裹于大网膜内，无肠管及其他脏器
损伤，切除包裹“Ｔ”型ＩＵＤ的大网，取出ＩＵＤ。

例２：张某，３２岁，２００５年产后９个月，月经未来潮
放置宫型 ＩＵＤ，术中有明显腹痛。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两年
间共带器妊娠３次，均行药物流产后取器，未取出，之
后又多次取器均失败。２００９年８月因妊娠６个月来
我院要求终止妊娠并取器。常规检查无异常，于８月
１９日经腹羊膜腔注射利凡诺引产，２１日分娩一死婴。
产后Ｂ超检查提示子宫前壁近宫颈处肌层中见完整节
育环，仅小部分在宫腔内。８月２３日在Ｂ超监测下经
阴道取器未成功，经本人及家属同意行剖腹取器术，术

中见子宫前壁下方有一陈旧性瘢痕，以 Ｂ超定位 ＩＵＤ
位置，切开子宫肌层，取出ＩＵＤ。

２　讨　　论

２．１　ＩＵＤ异位的常见原因
ＩＵＤ异位的常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１）术时子宫

穿孔。放置ＩＵＤ前未查清子宫位置和大小，强力置入
造成子宫穿孔，ＩＵＤ异位。（２）ＩＵＤ过大、过小或放置
位置不当。由于 ＩＵＤ大小与宫腔大小不相适应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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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位置不当，可压迫子宫使之收缩加强，挤压子宫内膜

及表浅肌层，使局部血循环障碍，导致组织糜烂或压迫

性坏死，使 ＩＵＤ嵌入子宫肌壁内或造成子宫壁穿孔，
进入腹腔。（３）放置时间长。ＩＵＤ在宫内放置时间过
长，ＩＵＤ光洁度下降，节育器材料变质，增加嵌顿机会。
（４）子宫畸型，宫颈过紧和绝经后子宫萎缩可致 ＩＵＤ
变形，容易损伤宫壁发生变形、嵌顿甚至穿孔异位于子

宫外。（５）哺乳期子宫和子宫有疤痕史者，容易造成
ＩＵＤ异位。本文２例均是哺乳期放置 ＩＵＤ，哺乳期由
于婴儿吸吮动乳头的机械性刺激，通过脊髓传递到下

丘脑，引起催乳素及催产素的分泌高峰，当催乳素过高

时可通过下丘脑，使多巴胺浓度升高，抑制 ＧｎＲＨ及
ＬＨ、ＦＳＨ的分泌，从而影响了卵泡的发育及性激素的
生成［１］，使子宫内膜退化，子宫肌细胞萎缩，子宫变小，

肌壁薄弱，子宫质地较软，而高催产素则可促进子宫收

缩，故操作不当易使 ＩＵＤ嵌入肌层或穿过肌壁进入腹
腔造成异位。

２．２　ＩＵＤ异位的处理
一旦确诊ＩＵＤ异位应尽早取出。本文２例均经剖

腹取出。１例ＩＵＤ包裹于大网膜内，无其他脏器受损，
切除部分大网即可。另１例ＩＵＤ绝大部分移行至子宫
肌层，在相应部位切开取出 ＩＵＤ后，以可吸收线修补

子宫。如穿孔部位有严重感染，或年龄较大伴有其他

妇科疾患（如子宫肌瘤等），可考虑子宫切除术；如ＩＵＤ
已穿入肠管或膀胱内，取出 ＩＵＤ同时作损伤脏器修
补。术后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并酌情给予缩宫素。

２．３　ＩＵＤ异位的预防
（１）放置 ＩＵＤ前仔细检查子宫位置、大小、倾屈、

软硬度，选择合适的 ＩＵＤ类型和型号，规范操作，手术
操作轻、稳，应准确放入宫底，避免损伤子宫。（２）哺
乳期妇女置器慎用有臂的 ＩＵＤ如 Ｔ形 ＩＵＤ，置器妇女
慎用宫缩剂。（３）已绝经的妇女应及时取器。取 ＩＵＤ
以绝经后６～１２个月为宜，此时雌激素下降尚不明显，
生殖器官也未出现明显萎缩，取器较易成功。（４）术
中发现腹痛剧烈者，要注意检查，防止 ＩＵＤ异位。（５）
手术后医生应告诉受术者ＩＵＤ的种类、使用年限，并加
强术后随访，嘱其到期更换、定期检查，如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若Ｂ超等检查发现 ＩＵＤ位置异常，不要盲目取
器，应在Ｂ超或宫腔镜下进行处理，必要时开腹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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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学·

妊娠期肝内胆汁瘀积症２４例临床分析

张玲玲　任中秀　张桂荣　姜文德　史　枫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大庆龙南医院），黑龙江 大庆 １６３４５３

【摘　要】目的：探讨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综合症（ＩＣＰ）的治疗对母婴的影响。方法：分析２４例 ＩＣＰ患者治疗前后

的临床变化。结论：积极正确处理ＩＣＰ，可明显减轻孕妇瘙痒症状、产后出血量，可降低围生儿早产、胎儿窘迫、羊水粪染、

新生儿窒息等发生率，提高围生儿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ＩＣＰ；临床表现

Ｃｌｉｎ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２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ｈｏｌｅｓｔａ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ＲＥＮＺｈｏｎｇｘｉ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ｄｅ，ＳＨＩＦｅｎｇ／
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ＱｉｑｉＨａｅ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１６３４５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ｉｎｔｒａ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ｈｏｌｅｓｔａ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ＣＰ）ｏｎｍ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ｆｅｔｕ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２４ＩＣ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ｍｐｔ

ａｎｄｔｉｍｅｌ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ＩＣＰ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ｉｔｃｈｉｎｇ，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ｎｄｃａｎ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ｂｉｒｔｈ，ｆｅｔｕｓ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ｍｅｃｏｎｉｕｍ－ｓｔａｉｎｅｄ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ｆｌｕｉｄ，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ａｓｐｈｙｘｉａ，ｔｈｕｓ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ｉｆ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ＣＰ；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ｓ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综合症（ＩＣＰ）是妊娠中、晚
期特有的并发症，临床上以皮肤瘙痒和黄疸为特征、胆

酸高值，主要危害胎儿，使围生儿发病率和死亡率增

高。发病率为０８％～１２％。ＩＣＰ病因目前尚不清楚，
可能与雌激素、遗传及环境等因素有关。临床研究发

现：（１）高雌激素水平的多胎妊娠 ＩＣＰ的发生率比单
胎妊娠高６倍。（２）ＩＣＰ仅在孕妇发生，并在产后迅速
消失；（３）应用避孕药的妇女发生胆汁淤积性肝炎与
ＩＣＰ的临床表现类似，但测定 ＩＣＰ血中雌、孕激素与正
常妊娠一样平行增加，且雌、孕激素的合成正常，提示

雌激素不是 ＩＣＰ致病的唯一因素，可能是雌激素代谢
异常及肝脏对妊娠期生理性增加的雌激素高敏感性引

起的。对孕妇的影响：ＩＣＰ患者脂溶性维生素 Ｋ的吸
收减少，致使凝血功能异常，导致产后出血，也可发生

糖、脂代谢紊乱。对胎儿影响：由于胆汁酸毒性作用使

围生儿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升高。可导致胎膜早破、

胎儿窘迫、羊水粪染、自发性早产、死胎等，使围生儿病

率和死亡率增高。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我院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１０年４月间收治 ＩＣＰ患者
２４例。最小年龄２３岁，最大３５岁，平均２９岁。孕期
最短的３２ｗ，最长３８ｗ，平均孕周３２ｗ，均发生于妊娠中
晚期，其中孕周小于３５Ｗ的７例。
１．２　ＩＣＰ诊断标准［１］

（１）血清胆酸升高，ＩＣＰ患者血甘胆酸浓度在
３０周左右突然升高至 ２～２５ｕｍｏｌ／ｌ，为正常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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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倍，持续至产后下降，约５～８周后恢复正常。血
清胆酸升高是诊断ＩＣＰ的主要的特异性证据。其值越
高，病情越严重，出现瘙痒时间越早，对判断病情的严

重程度和及时监护、处理均有参考价值。（２）肝功异
常、总胆红素、丙氨酸转氨酶（ＡＬＴ）、门冬氨酸转氨酶
升高（ＡＳＴ），其中 ＡＬＴ、ＡＳＴ为正常值的 ２～１０倍。
（３）妊娠为引起皮肤瘙痒的唯一的原因。（４）可伴有
轻度黄疸。（５）一般状况良好，无消化不良症状。（６）
分娩后症状消失，肝功恢复正常。

２　治疗方法

ＩＣＰ治疗的目的是缓解瘙痒症状，恢复肝功能，降
低血胆酸水平，改善妊娠结局。重点是胎儿宫内安危

监护，及时发现胎儿宫内缺氧并采取措施。

２．１　药物治疗
（１）易复善：５％ＧＳ２５０ｍｌ＋易复善１０ｍｌ／ｑｄ静滴。

（２）腺苷蛋氨酸：每日５００～２０００ｍｇ，静滴，连用２周后
改口服。（３）熊去氧胆酸：１５ｍｇ／（ｋｇ．ｄ）分３次口服，
共２０日，间隔两周，再用２０日。（４）地塞米松：每日
１２ｍｇ，连用７日。（５）苯巴比妥：每次０．０３ｇ，每日３次
口服，可连用２～３周。
２．２　结　果
经过积极缓解瘙痒、恢复肝功能、降低血胆酸水

平、产前监护等治疗，其中２例孕妇保胎至３４周，早产
儿转入新生儿科。

２．３　产后随诊情况
产后３例失访，随访２１例，皮肤瘙痒及黄疸在产

后１周基本消失，血清胆汁酸及转氨酶明显下降，产后
两周均降至正常，２例重症患者产后１个月恢复正常。

４　讨　　论

ＩＣＰ是妊娠中、晚期特有的并发症，对母婴均造成
危害，更主要是危害胎儿，使围生儿发病率和死亡率增

高。有资料报道皮肤瘙痒症状出现早、胆汁酸高、肝功

能损害愈严重者其并发症愈多，母婴结局愈差。引起

诸多并发症的原因是由于孕妇的高浓度胆汁酸不断沉

积在胎盘绒毛表面引起血管痉挛，血管阻力增加，胆酸

盐沉积于胆内胆管，影响胆红素排泄，导致血清胆红素

增加，胆红素本身具有较强的细胞毒性，从而导致胎儿

窘迫、羊水粪染、胎死宫内及早产等不良结局。

ＩＣＰ对胎儿的危害已引起产科医生的高度重视，
但它同样对孕妇造成威胁，使产后出血率、剖宫产率明

显增加，ＩＣＰ孕妇胆汁中胆盐分泌不足，使维生素 Ｋ吸
收降低，导致凝血因子合成障碍，易引起产后出血［２］。

我院根据 ＩＣＰ发病原理、特点采取综合治疗的方法：
（１）尽早发现，通过药物控制降底血中胆汁酸的水平，
改善胎盘功能，促进胎肺成熟。本组研究表明，熊去氧

胆酸、鲁米那能保护肝细胞，刺激肝胆管分泌，减低胆

汁酸对肝功能的损害，改善胎盘功能［３］。经过治疗后，

孕妇生化指标好转，症状减轻，早产儿、新生儿窒息，胎

儿窘迫，羊水粪染降低。（２）严密监测，从３４周后开
始每周行 ＮＳＴ检查，自测胎动，间断吸氧，应用地塞米
松促进肺成熟，若发现有胎儿窘迫征象，及时行剖宫产

终止妊娠，因ＩＣＰ导致的缺氧是急性缺氧［４］，临产时每

一次强烈的宫缩都是一次急性缺氧，多次重复急性缺

氧的累积效应使得 ＩＣＰ胎盘更加缺血缺氧，其结果可
造成无氧酵解增加，酸性代谢产物堆积，进一步引起滋

养细胞凋亡异常增加，胎盘功能紊乱，使流进胎盘绒毛

间隙的氧合血流减少，从而使胎儿灌注不足，导致胎儿

窘迫、羊水粪染，胎死宫内及死产。（３）适时终止妊
娠，根据ＩＣＰ的轻重适时终止妊娠，对种种ＩＣＰ患者应
孕３５周以后估计胎儿能存活时应终止妊娠，或出现胎
盘功能减退，胎儿窘迫时及时剖宫产终止为宜，尽可能

避免死产及新生儿窒息的发生，降低围生儿死亡率，该

病有不可预知的胎死宫内发生的可能。综上所述，ＩＣＰ
早期诊断、早期监护、早期治疗，积极干预孕龄时限，适

时终止妊娠，适当放宽剖宫产指征，能使ＩＣＰ并发症减
少，并能改善围生儿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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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静点头孢曲松钠与口服阿奇霉素分散片治疗男性淋菌性

尿道炎１００例症状疗效比较

王晓威１　刘百成２

１临县人民医院男科，山西 临县 ０３３２００
２吕梁市人民医院泌尿科，山西 吕梁 ０３３０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静点头孢曲松钠与口服阿奇霉素分散片治疗淋菌性尿道炎的症状疗效对比。方法：将１００例男性
急性淋菌性尿道炎病人随机分为静脉给药组５０例和口服给药组５０例，分别给予头孢曲松钠静点和阿奇霉素分散片口服，
观察两组症状疗效。结果：口服给药组症状减轻及消失时间明显比静脉给药组缩短。结论：口服阿奇霉素分散片治疗男性

淋菌性尿道炎，用药１天相当于静点头孢曲松钠３天的疗效。口服阿奇霉素分散片既方便经济，又易被患者接受。
【关键词】头孢曲松；阿奇霉素；治疗；尿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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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淋菌性尿道炎临床以男性多见，大部分有不洁
性接触史，潜伏期一般１～１４天，常为２～５天［１］。病情

第１周最严重，主要有尿痛或尿道不适、尿道口红肿、溢
脓等症状。我们门诊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８月共接
诊淋球菌感染性疾病１３６例，其中淋菌性尿道炎１００

例，分别以静脉及口服给药，其治疗效果有明显差异。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的 １００例病人，为我们医院泌尿男科门诊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８月接诊的急性淋球菌性尿道
炎患者，病程都在一周以内，既往未有过类似症状，对

头孢类及大环内酯类药均无过敏者。将１００例随机分
为静脉给药组５０例和口服给药组５０例。静脉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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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岁，平均２８．５岁。发病在１～３天者３８例；４～
７天者１２例。已婚者４２例，未婚者８例；有不洁性接
触史者４７例。口服组年龄１８～５５岁，平均２９．２岁；
发病在１～３天者３６例，４～７天者１４例；已婚者３８
例，未婚者１２例；有不洁性接触史者４６例。
１．２ 诊断依据

（１）有尿痛、尿道口红肿、脓性分泌物等典型的临
床症状；（２）有不洁性接触史；（３）尿道分泌物涂片可
见革兰氏阴性双球菌［１］。

１．３ 治疗方法

静脉组以头孢曲松钠（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每天２．０～３．０ｇ，一次静脉点滴，共３天；
口服组以阿奇霉素分散片（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每次 ０．２５ｇ，每日 ２次，首次 １．０ｇ，共
３天。

２　治疗结果

２．１ 用药后两组尿痛消失时间

即尿痛、尿道灼热、不适等症状消失。用药 １天
后，静脉组９例，占１８％；口服组４２例，占８４％。用药
２天后，静脉组２３例，占４６％；口服组４８例，占９６％。
用药３天后，静脉组 ４３例，占 ８６％。口服组 ５０例，
１００％。见表１。

表１ 两组用药后尿痛消失时间比较

分组 静脉组（％） 口服组（％） 两组差比（％）

治疗１天后 ９（１８） ４２（８４） —（６６）

治疗２天后 ２３（４６） ４８（９６） —（５０）

治疗３天后 ４３（８６） ５０（１００） —（１４）

２．２ 用药后两组症状完全消失时间

即全部症状均消失。用药１天后两组症状均未完
全消失。用药２天后，静脉组症状完全消失１８例，占
３６％；口服组４１例，占８２％。用药３天后，静脉组症状
完全消失３７例，占７４％；口服组５０例，占１００％（见表
２）。３天后静脉组未愈 １３例，改服阿奇霉素分散片
后，３天内症状均完全消失。

表２ 两组用药后症状完全消失时间比较

分组 静脉组（％） 口服组（％） 两组差比（％）

治疗１天后 ０（０） ０（０） （０）

治疗２天后 １８（３６） ４１（８２） —（４６）

治疗３天后 ３７（７４） ５０（１００） —（２６）

３　讨 论

淋球菌感染性疾病发病率较高，男性一般首先发

生淋菌性尿道炎，而后才感染其它部位。由于男性前

尿道黏膜是由柱状上皮组成，而淋球菌对单层柱状上

皮细胞及移行上皮细胞有特异的亲和力，所以极易被

淋球菌感染而发病。淋球菌对人体的侵袭力很强，致

病性淋球菌借助其菌毛附于上皮细胞表面，并形成微

小菌落，继之被上皮细胞吞噬，在基底部的囊泡中繁

殖，使上皮细胞损伤崩溃，之后大量的淋球菌进入黏膜

下层引起炎症反应［２］。此时如不及时治疗淋球菌很快

向后尿道发展，引起前列腺炎、精囊炎、附睾炎等并发

症。但本病如就诊及时，治疗并不困难，大部分在短时

间内即可治愈。临床中发现有不少患者同时合并支原

体或衣原体感染，所以用药时间需适当延长。

根据以上两组治疗的结果观察，两组尿痛消失时

间和症状完全消失时间，口服组明显优于静脉组。用

药１天后尿痛消失病例的差比最大（６６％），尿痛消失
时间口服组治疗１天后（８４％）相当于静脉组治疗３天
后（８６％）的效果。其它症状的减轻程度口服组亦明
显优于静脉组。我们分析口服阿奇霉素分散片优于静

点头孢曲松钠的原因可能为：（１）阿奇霉素分散片半
衰期长，单次口服用药后血清除半衰期为３５～４８小
时［３］，而头孢曲松钠静脉给药后为６～８小时［４］；（２）
阿奇霉素分散片首次用量大（１．０ｇ），血中浓度高，疗
效也高；（３）阿奇霉素在体内分布广泛，在细胞内游离
浓度较同期血药浓度高１０～１００倍，在巨噬细胞及纤
维母细胞内浓度高，巨噬细胞能将阿奇霉素转运至炎

症部位［３］；（４）阿奇霉素可能比头孢曲松对淋球菌的
敏感度更高。

淋球菌感染患者一定要详细了解是否有尿道以外

的其它症状，并应进行认真的外生殖器检查。临床上

常因疏忽对外生殖器检查而出现相当大的误差［５］，所

以一定要注意是否已经合并了早期的附睾炎、输精管

炎、前列腺炎、精囊炎等并发症及其它并发病。有合并

症的病例一般用药种类需增加，治疗时间亦长。另外，

该病就诊时间的早晚，对疗效影响非常大，以上用药第

１天后尿痛症状消失者全部为发病１～３天的患者，３
天及３天以后症状消失者几乎都为发病４～７天的病
人，就诊时间超过１周者治疗所需时间都很长，出现合
并症的比例也非常高。

（下转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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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疾病、男科疾病的临床诊治和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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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素 －２八
!

穴封闭加口服

泛昔洛韦预防 ＧＨ复发２００例临床观察

李　海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　要】目的：观察白介素－２穴位封闭、口服泛昔洛韦减少ＧＨ复发效果。方法：白介素－２，４０万Ｕ，加入２
!

利

多卡因２ｍｌ中，做八
"

穴封闭。１次选对称的４个穴位，上
"

、中
"

１组，次
"

、下
"

１组，交替封闭。同时口服泛昔洛韦
片，０２５，１天３次。共６天。每４周重复１次，共预防治疗１年。结果：共观察２００例，１年不复发２６例；复发２次以内
１０２例；复发２次以上７２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结论：白介素－２八

"

穴封闭、口服泛昔洛韦，对预防ＧＨ复发具有很好
的效果，对彻底治疗ＧＨ提供了新的途径。

【关键词】ＧＨ；穴位封闭；预防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ＨｗｉｔｈＩＬ２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Ｂａｌｉａｏｂｌｏｃｋ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ｏｒａｌ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

ＬＩＨａｉ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Ｌ２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Ｂａｌｉａｏｂｌｏｃｋ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ｏｒａｌ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ｏｎ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Ｇ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ａｌｉａｏ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ｗａｓｂｌｏｃｋｅｄｗｉｔｈＩＬ２ａｄｄｅｄｗｉｔｈ２ｍｌｏｆ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ｄａｉｌｙ，０．２５ｍｇ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ｕｒｓｅｌａｓｔｅｄｆｏｒ６ｄａｙｓ，ａｎｄｔｈｅｎ
ｗａｓ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ｅｖｅｒｙｆｏｕｒｗｅｅｋ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ｅ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２０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２６ｎ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ｃａｓｅｓ，１０２ｃａｓｅｓｏｆ
ｔｗｉｃｅｏｒｌｅｓｓ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７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ｗｉｃ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ＩＬ２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Ｂａｌｉａｏｂｌｏｃｋ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ｏ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ｈａｓｇｏｏ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Ｇ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ｈａ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ｎｅｗｗａｙｆｏｒＧ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Ｈ；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ｂｌｏｃｋ；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生殖器疱疹（ＧＨ）是由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一种
性传播疾病。近年来，在国外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美国每年报道的新病例为５０万例。国内近１０
年来该病的发生率增加了１０倍以上。目前，国内外尚
无满意的根治办法，而且极易复发。我院男科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采用白介素 －２封闭、泛昔洛韦口服治疗２００
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报告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例患者全部来自于我院男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门诊就诊患者。对病人均进行详细询问和检查，确诊

为复发性生殖器疱疹（ＲＧＨ）。依据卫生部《性病诊断
标准和治疗方案》作出诊断，并排除其他疾病。

２００例ＲＧＨ中，病史最长的７年，最短的１年，平
均４年；其中男性１５２例，女性４８例；年龄最大６６岁，
最小为２５岁。一年内复发次数不等，最多复发１０次
以上，最少复发２次以上。所有患者均经多家医院、多
种方法治疗效果不佳。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１年８月　第２０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１　Ｖｏｌ．２０Ｎｏ．８ ·１５　　　·

１２　发病部位
发病部位为男女生殖器部位。男性在龟头、包皮、

尿道口、阴茎根部，极少数发生在生殖器以外的部位，

如腹股沟、阴囊、口腔处。女性多发生在大小阴唇、会

阴部、阴道壁、子宫颈，肛周等部位。

２　诊断标准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在原发疱疹消退后１～４个月
内发生。ＲＧＨ较 ＧＨ为轻，程度因人而异，每次复发
病程持续１周。半数有前驱症状，表现为皮损出现前
４８小时局部有轻度刺痛感，臀部、髋部、腹股沟处可有
轻度射击痛，水泡多局限在生殖器一侧，范围较原发感

染细小，损害后 ４～５天结痂，１０天内完全上皮化痊
愈。女性患者症状较男性重，约１０％ ～３０％有子宫感
染。同性恋或有肛交的女性可伴有疱疹性直肠炎。妊

娠期感染会增加流产或早产的危险。

３　治疗方法

３１　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 －２（北京双鹭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２０万 Ｕ，２支，加入２

!

利多卡因注射液

中，共２ｍｌ，溶于２ｍｌ注射器中。选取八
"

穴中的４个
穴位，可选上

"

、中
"

为１组，或次
"

、下
"

为１组。局
部常规消毒，垂直刺入，每穴注入 ０５ｍｌ，常规止血。
嘱注射后２小时局部热敷，每４周１次，持续１年。
３２　同时口服泛昔洛韦片。每次 ０２５，每日 ３

次。连服６天，持续１年。
３３　嘱患者避免剧烈运动、过度疲劳、过度焦虑、

禁食鱼虾海鲜和辛辣食物，尽量减少感冒和腹泻的

发生。

４　结　　果

４１　疗　效
２００例患者均经预防性治疗１年，其中１年内无

复发２６例，占１３
!

；复发２次以内１０２例，占５１
!

；

复发２次以上，７２例占３６
!

。

４２　不良反应
仅有个别患者开始治疗时有轻微发烧，治疗几次

后，其发烧现象消失。

５　讨　　论

生殖器疱疹的治疗和有效的防止复发，是当今世

界医学的难题，ＨＳＶ感染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医学
问题。

生殖器疱疹大多数是经性交传播的，是由于与黏

膜或皮肤表面有单纯疱疹病毒释出的人发生性接触而

致病的，约９０
!

的患者属ＨＳＶ－２型感染；约１０
!

的

患者属ＨＳＶ－１型感染。ＨＳＶ首次感染后，病毒进入
神经末梢之中，并经周围神经上升到后根神经节，以一

种潜伏状态长期存在在骶尾神经节内，甚至终生潜伏。

当遇到发热、受凉、食物、药物、劳累、疲劳，情绪因素等

刺激后，可使潜伏的病毒激活，经周围神经到达皮肤黏

膜表面而出现复发疱疹。重组人白细胞介素 －２注射
液、八

"

穴封闭，可使药物直接作用于骶神经节，一方

面可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另一方面可提高人体细胞免

疫功能和抗病毒能力。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特点是复发一般在原发的原

处，全身症状轻、病程短，皮疹约１０天自行消退。当受
到外界因素，如物理、情感压力、月经来潮，外周组织损

伤或服用某些激素刺激，可重新激活病毒繁殖，引起

复发。

核苷类药物是目前抑制 ＨＳＶ和治疗复发性生殖
器疱疹的有效药物。包括阿昔洛韦、泛昔洛韦、伐昔洛

韦、万乃洛韦、更昔洛韦和喷昔洛韦。治疗方法有间歇

疗法和长期抑制疗法等。本疗法属间歇疗法。我们选

择在没有前驱症状出现之前治疗，较皮损开始发作治

疗，按时、抗病毒和增加免疫治疗同时进行，这样效果

更好。而且这种治疗是根据人 ＲＧＨ的复发规律选择
的，既可有效的预防复发，又可以减少用药，防止长期

用药对身体的损害。

总之，以八
"

穴封闭加上口服泛昔洛韦的治疗方

法，对预防 ＲＧ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ＲＧＨ的治疗和
预防被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免疫疗法，包皮环

切对控制复发有效。随着对疱疹病毒的深入研究，我

们有理由相信，疱疹病毒疫苗的出现，会对 ＲＧＨ的预
防和治疗起到积极的作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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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王秀莹（１９６８－），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皮
肤性病科门诊临床护理及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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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淋病疫情分析

王秀莹　郑彩霞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０４

【摘　要】目的：了解西安市淋病发病趋势及流行特征，探讨其流行规律，为今后制定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对西安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淋病疫情资料进行分析。结果：２００５年发病高峰年份后，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处于持平状态，各
月份间发病无明显聚集性，发病职业以工人、农民和民工、干部职员、家务及待业和学生为主，年龄以２０～４５岁人员占主
要部分，性别比例为８１２∶１。结论：西安市淋病发病以青壮年为主，男性明显多于女性，重点人群仍然为工人、农民，但
学生所占比例较大，应重点关注。

【关键词】西安市；淋病疫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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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ａｋｅ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ｍ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ｉ＇ａｎ，Ｇｏｎｏｒｒｈｅａ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　资料来源

（１）西安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淋病疫情资料。（２）西
安市统计局人口资料。

２　方　　法

（１）用 ｅｐｉｉｎｆｏ构建数据库。（２）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和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３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３　结　　果

（１）发病强度：西安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共报告发生
淋病６１０８例，年均发病率１３２３／１０万。淋病发病率
总体上在 ２００５年（发病 １３８４例，发病率 １８１４３／１０
万）发病较高，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基本处于平稳状态。见
表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淋病发病无明显上升或下降趋
势。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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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西安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淋病发病情况

年份 发病数 发病率（／１０万）

２００５ １３８４ １８．１４

２００６ ９４９ １２．３８

２００７ ９３７ １２．１８

２００８ ９７７ １２．６６

２００９ ８９３ １１．５４

２０１０ ９６８ １２．４９

合计 ６１０８ １３．２３

西安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发病率基本稳定在１２００／
１０万左右，除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８１４／１０万外，其他年份无
大幅度波动。这与我市近年来加强了以艾滋病防控工

作为主性病防制相辅相成的工作模式有较大关系。在

加强艾滋病防控同时强调了性病对于艾滋病感染的促

进作用，使得安全套的使用率有较大幅度提升，促进安

全性行为的形成。

图１　西安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淋病发病变化趋势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各月份数据显示，西安市淋病发病
无季节性聚集表现，每月发病基本持平。见表２。

表２　西安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淋病发病按月分布趋势

月份 发病数

１月 ４５２

２月 ３６９

３月 ５１９

４月 ５１８

５月 ５１１

６月 ５４７

７月 ６０６

８月 ５１３

９月 ５１３

１０月 ４９３

１１月 ５５２

１２月 ５１５

合计 ６１０８

不同职业的数据显示，淋病发病较多的前几位职

业依次是工人１３５３例，占２２１５％；农民与民工合计
１１４２例，占１８７０％；干部职员８７０例，占１４２４％；家
务及待业７９０例，占１２９３％；其他５６６例，占９２７％；
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发病４４９例，排在第六位占７３５％。
见表３。

表３　西安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淋病发病职业分布

职业类别 发病人数

幼托儿童 ２９

散居儿童 ５０

学生 ４４９

教师 ３５

保育员及保姆 ２

餐饮食品业 ９８

公共场所服务员 ２２

商业服务 ３８７

医务人员 ６

工人 １３５３

民工 １７８

农民 ９６４

牧民 １

渔（船）民 ０

海员及长途驾驶员 ７２

干部职员 ８７０

离退人员 ７９

家务及待业 ７９０

不详 １５７

其它 ５６６

合计 ６１０８

不同性别的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为８１２∶１，男
性发病人数远远高于女性；不同年龄的数据显示，发病

仍然以２０～４５岁性活跃人口患病为主，占８０８８％。
见表４。

表４　西安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淋病发病年龄分布

年龄段 男 女 合计

０～１９ ３０５ ８５ ３９０

２０～４４ ４４６４ ４７６ ４９４０

４５～ ６６９ １０９ ７７８

合计 ５４３８ ６７０ ６１０８

（下转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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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高洪寿（１９５３－），男，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男
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治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１．０８．００８

·中医性学·

中西药结合治疗弱精子症９２例临床观察

高洪寿１　郭秀琴１　邓木英１　高　颖２

１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福建 三明 ３６５０００
２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０

【摘　要】目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男性弱精子症９２例临床观察疗效。方法：在补肾阳肾阴的基础上加补肺气药。结
果：临床疗效好，总有效率达８６９６％。结论：中西药结合治疗弱精子症疗效持久、安全。

【关键词】中西药结合；治疗；弱精子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９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ＧＡＯＨｏｎｇｓｈｏｕ，ＧＵＯＸｉｕｑｉｎ，ＤＥＮＧＭｕｙｉｎ，ＧＡＯＹｉｎ
Ｓａｎｍ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ｕｊ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ｎｍｉｎ３６５０００，
Ｆｕ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００，Ｆｕｊ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９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ｓ
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ｋｉｄｎｅｙｎｏｕｒｉｓｈｍ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ｕｎｇＱｉｎｏｕｒｉｓｈｍ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ｈａｓｇｏｏ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８６．
９６％．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ｓｌｏｎｇ－ｌ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ａｆ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笔者自２００５年３月 ～２０１０年５月用中西药结合
治疗不育症，其中重点观察弱精子症少精症疗效，现报

告如下。

１　一般资料

９２例患者均来自门诊，年龄２２～３７岁，其中结婚
２～３年４５例，４～５年３１例，５年以上１６例。本组患
者均为婚后２年以上正常性生活，未采取任何避孕措
施，妻子不怀孕。女方妇科检查生育能力正常，排除无

不孕因素。９２例病人均禁止房事４～５天，手淫取精
液，体温下３０ｍｉｎ以内送化验室精液检查，均经２次以
上检验精液，其中精液分析有１项或１项以上检验指

标异常，但精液中未检出脓细胞感染炎症：精子密度＜
２０×１０％、精子活动率 ＜６０％、精子动力分级 ａ＜２５％
或ａ＋ｂ＜５０％、精子畸形率＞３０％。

２　治疗方法

中药自拟方紫河车１２ｇ、熟地２０ｇ、巴戟天１２ｇ、吐
丝子１２ｇ、仙灵脾１２ｇ、山萸１２ｇ、枸杞１２ｇ、覆盆子１２ｇ、
党参２０ｇ、黄芪２０ｇ，肾阳不足加鹿角胶、肉桂，肾阴不
足加女贞子、旱莲草，有精索静脉曲张加红花、桃仁、丹

参，早晚分服１个月为１个疗程，连服３～６个月。西
药口服克罗米芬２５ｍｇ，每天１次连服２５天停药５天，
并口服维生素Ｅ，葡萄糖酸锌。

３　疗效标准

参考精液常规的正常值拟定，痊愈：女方怀孕或已

生育；显效：精子密度正常，精子活动力ａ级≥２５％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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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级≥５０％；有效：精子密度比治疗前提高，精子活
力ａ＋ｂ级提高的总数≥５％；无效：治疗前后精子各项
指标无变化。

４　治疗结果

经过１～３个疗程治疗，本组病人治愈３８例，显效
２５例，好转１７例，无效１２例，总有效率８６９６％。

５　体　　会

不育症是临床上常见病之一，中医认为肾藏精，主

生殖，肾的精气盛衰直接关系到男女的生殖功能，而男

性弱精、少精症的病机多属肾精亏损，肾阳不足。临床

上在治疗弱精症方药中，在补肾阳肾阴的基础上加些

补肺气药，按中医“肺为肾之母，实则泻其子，虚则补

其母”的说法，采用补肺益肾的方法达到强壮精子的

目的。方中巴戟天、覆盆子、仙灵脾、吐丝子补肾壮阳

以提高生精功能。现代医学实验证实巴戟天、吐丝子

含锌量高，可以提高精子密度、成活率及运动能力，仙

灵脾还可提高睾酮水平［１］。枸杞、熟地、紫河车养精

血、滋肾阴、补肾精。党参、黄芪益肺气。现代医学的

临床实践证实，黄芪、党参能提高精子密度和精子活

力。诸药合用，共奏补肾益气、生精益髓、养血活精之

效，故能治疗弱精子症。本研究认为在临床上治疗男

性不育症，首先要分清是实证还是虚证，以免欲速则不

达。男性不育症也是临床上疑难病症之一，往往使患

者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在诊治时采用中西医双重治

疗方法，既保留了西药见效快的特点，同时也发挥了中

药治疗弱精症的优势，可使患者精子数量增长快、成活

率高、活动力增强，且应用中药副作用小，疗效持久、安

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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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　　论

通过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西安市淋病资料的统计分
析，西安市淋病每年发病持续在９００例左右，男性淋病
感染率显著高于女性；患病群体以工人、农民为主，这

一人群多为青壮年，正处于性活跃期和生育年龄期，由

于文化层次低、缺乏性病预防知识、外出打工等原因，

发生非婚异性性行为的可能性较其他人群高，再加上

自我保护的意识淡薄，无保护性行为较普遍，因而感染

的概率较高。性活跃病人多，自由职业占比例多，这与

各地报道相一致［１～３］。当前应引起重视的是性病有由

城市向农村蔓延的趋势，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外来务

工和外出务工等流动人口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开展

行为干预工作，防治工作必须向农村和社区等防治薄

弱的区域转移［４］。淋病发病率学生所占比例也较大，

如何做好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学改变，需要

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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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性学·

搜剔厥阴活血导浊原则取穴针灸

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临床疗效观察

郑丽红１　孔德岩１　李家蓉２　樊友平 指导

１吉林省东方医院中医药研究所，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００
２荆州市中心医院，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

【摘　要】目的：以搜剔厥阴、活血导浊原则取穴，针刺中极、曲骨、关元、急脉、大赫、横骨等穴，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
并观察其疗效。方法：１００例ⅢＡ型前列腺炎患者给予针灸治疗，每日１次，每次留针３０ｍｉｎ，疗程２０ｄ。结果：１００例患者
完成了一个疗程的治疗。至２个月时，显效３２例，有效５２例，无效１６例，总有效率８４００％。结论：搜剔厥阴、活血导浊
法是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的有效治疗方法之一。

【关键词】ⅢＡ型前列腺炎；搜剔厥阴；活血导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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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ｎｄｒ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ｔｗｏ－ｍｏｎｔｈ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３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ａｓｅｓ，５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ａｎｄ
１６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ｒａｔｅｂｅｉｎｇ８４．０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ｂｌｏｏ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ｕｒｂｉｄｆｌｕｉ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ｔｙｐｅＩＩＩ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ｔｙｐｅＩＩＩＡ；ｂｌｏｏ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ｕｒｂｉｄｆｌｕｉ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ⅢＡ型前列腺炎是慢性前列腺炎／慢性盆底疼痛
综合征（ＣＰ／ＣＰＰＳ）的一个主要类型，表现为梗阻性、刺
激性下尿路症状（ＬＵＴＳ）以及下腹部—耻骨上—会
阴—睾丸等部位疼痛与不适，令人痛苦并严重妨碍生

活。我们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２０１０年２月，运用搜剔厥
阴、活血导浊法取穴，针刺治疗本病共１００例，疗效满
意，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２０１０年２月，经我院门诊诊断为
ⅢＡ型前列腺炎的患者１００例。诊断标准：症状主要
表现为耻骨上、会阴部不适，焦虑不安，尿急尿频，排尿

不适等。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状

调查评分”评估患者的症状积分（Ｎ１Ｈ－ＣＰＳｌ），前列
腺按摩时前列腺触痛、尿常规检查正常、前列腺液

（ＥＰＳ）检查ＷＢＣ＞ＩＯ／ＨＰ，前列腺液培养无病原体生
长，均有４周及 ４周以上抗生素治疗史，排除前列腺
癌、前列腺增生、腺性膀胱炎、神经源性膀胱、尿道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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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膀胱过度活动症、间质性膀胱炎、泌尿—生殖系统

结核、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等其他疾病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００例ⅢＡ型前列腺炎患者给予针刺腧穴，医疗
器械、取穴部位、针刺方法及疗程如下：

１２１ 针灸器械　针具选用苏州医疗用品厂生
产的华佗牌３０＃２０～３０寸弹性良好的不锈钢毫针。
１２２ 腧穴定位　中极：脐下４寸；曲骨：耻骨

联合上缘中点处；关元：脐下３寸；急脉：耻骨联合下旁
开２５寸，当气冲穴外下方的腹股沟处；大赫：脐下４
寸前正中线旁开０５寸；横骨：脐下５寸，耻骨联合上
际，前正中线旁开０５寸。
１２３ 操作方法　嘱患者排尿后采取仰卧位，

利用７５％酒精常规消毒针刺部位；毫针与皮肤呈８５°
夹角缓慢刺入体内１８～２５寸，针尖斜向睾丸及阴茎
方向刺入；得气后，患者针下麻胀，并有触电样感向会

阴区及周边区域放射，医生针下沉涩；每日针刺１次，
留针３０ｍｉｎ，留针期间禁止提插捻转；起针后，按压２～
３ｍｉｎ，以防出血。

１２４ 针刺疗程２０ｄ。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１３１　治疗效果判定　于治疗前后４周、８周，
进行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疗效评估依据治疗结束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下降程度判断。
１３２　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ＮＩＨ－ＣＰＳＩ较治疗

前下降 ＞１５分：有效：ＮＩＨ－ＣＰＳＩ较治疗前下降 ＞５
分；无效：ＮＩＨ－ＣＰＳＩ较治疗前下降 ＜５分或上升。总
有效率为显效率与有效率之和。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配对ｆ检验，数据分析通过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
软件进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１００例患者完成了 １个疗程的治疗。治疗前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见表１。至２个月时，显效３２例，
有效５２例，无效１６例，总有效率８４００％。

表１ 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珔ｘ±ｓ）时间

疼痛与不适

评分

尿路症状

评分

生活质量

评分
总 评 分

治 疗 前 １４．７６±１．６７ ５．５１±１．８２ ８．５４±２．２６ ２８．７１±５．６５

治疗４周 １２．９５±３．０２ ４．３０±１．８０ ７．２９±１．５７ ２４．９５±４．１８

治疗８周 １０．１６±２．６６ ３．７９±１．４２ ５．８３±２．０９ １９．６９±４．２４

３　讨　　论

病因病机：

ⅢＡ型前列腺炎（ＣＰ／ＣＰＰＳ）是以会阴区疼痛不适
和下尿路刺激症状为代表的一组症候群，为严重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的慢性迁延性疾病，发病率约为２０％
～１６０％，有近 ５００％的男性曾有过 ＣＰ／ＣＰＰＳ症
状［１］。患者以耻骨—会阴区域为中心的疼痛不适为主

要等症表现，符合中医所言肝经瘀滞，厥阴不畅，湿浊

内壅冲、任、肝、肾诸经之淋浊范畴，故将其纳入本证

论治［２］。

由于湿热不攘，余浊痰湿与厥阴相搏，停留肝、肾、

冲、任诸经，滞于水精二道，病程缠绵，迁延不愈。叶天

士《临证指南医案》指出：“久病入络”。前贤有云：“不

通则痛”、“痛则不通”，因于败精浊液与恶血留于足厥

阴肝经和冲任与足少阴肾经，脉络不通，乃见尿道—会

阴部—肛门部—睾丸—腰骶部以及膈下膝上（内股）

疼痛不适，且呈放射状，此为产生本证的关键因机。本

征的表现以会阴—耻骨部为中心并呈放射性疼痛为

主，符合“刺痛”、“瘀血阻滞”；又因为发病部位在于阴

部，为足厥阴肝经和冲、任、足少阴肾经所循行，故我们

将本病因机纳入瘀血浊液瘀滞肝经，不通则痛，故以搜

剔厥阴、活血导浊治之［３］。

《灵枢·经脉》云：“肝足厥阴之脉，……交出太阴

之后，上内廉，循股阴，入毛中，环阴器，抵小腹，挟

胃，属肝，络胆”。《难经·二十八难》云：“任脉者，起

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灵

枢·经脉》云：“肾足少阴之脉：其直者：从肾，上贯肝、

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

由此可见，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皆与任脉诸

穴位相交汇，环绕阴器，ⅢＡ型前列腺炎表现出梗阻
性、刺激性下尿路症状（ＬＵＴＳ）和下腹部、耻骨上、会
阴、睾丸、射精后疼痛与不适。

曲骨、中极和关元皆为奇经任脉之穴，曲骨为足厥

阴肝经和任脉交汇的穴位，中极和关元为任脉与足三

阴经交汇穴，大赫和横骨皆为足少阴肾经与冲脉交汇

穴。现代的神经解剖学发现，诸穴相伍，共奏搜提厥阴

活血导浊之理，其治疗机理是通过针刺穴位经络来调

节，达到止痛的目的，而本实验观察组则是通过一方面

针刺穴位经络来调解，另一方面通过针刺加速神经的

兴奋向抑制过程转变，达到止痛或缓解疼痛的目的。

（下转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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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柳　扬（１９５３－），男，高级讲师，主要从事生
殖健康教育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１．０８．０１０

·青少年性健康·

青少年性教育现状调查

柳　扬　钟子渝

重庆市人口计划生育培训中心，重庆 ４０００２０

【摘　要】本文的主旨是客观反映青少年性教育现状，助推青少年性教育正常开展。为此，作者对２２２名在校初中
生和高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同时走访了教育界人士。获取的信息表明，青少年获取性知识的渠道不完整；青少年知

晓的性知识很局限，大多数人不知道对他们身心健康具有指导意义和保护作用的重要性知识；学校性教育还处在起步探

索阶段，尚无成熟模式和成功经验；绝大多数家庭性教育至今仍是空白。教育界、家长与性学专家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尚缺乏共识。据此，作者认为国内性教育滞后于当今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作者深入分析了国内性教育

滞后的原因，并引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例证论了青少年性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呼吁社会关注和重视青少年性教育。

【关键词】青少年性教育；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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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青少年是长身体、学知识的黄金时期，
但人们常常忽略了青少年同时又处在性意识觉醒、情

窦初开的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不仅需要特别的关

爱，而且更需要适宜的性教育。为了客观地反映青少

年性教育现状，唤起社会各界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关注

和重视，助推青少年性教育正常开展，我们对重庆市区

几所中学的部分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走访了教

育界人士，现将获取的信息分析总结如下。

１　调查对象

调查总人数２２２人，均为在校学生。年龄在１３～
１８岁之间，性别男女各半。考虑到抽样的代表性和复
盖面，调查对象分布在重庆市的４个行政区的４所中
学（均为城区学校）。每所学校调查１个年级中的１个
班，共调查了４个班，分属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４个
年级。调查班级的确定除考虑年级分布外，未设其他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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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问卷设计

我们设计了１４个问题，主要包括：（１）学生对性
知识的兴趣和态度；（２）学生已知晓哪些性知识；（３）
已知性知识的来源；（４）学校性教育现状等４个方面
的内容。采用单项选择题型为提问形式。

３　调查结果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３．１　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不完整
在调查对象中有６２．７％的高中生已知的性知识

来源于传媒（含网络、影视、课外书刊），仅有２２％的人
的性知识来自相关课程或老师，性知识由家长告知的

人不足１３％。这说明家庭和学校这两条获取性知识
的主渠道不畅通。

３．２　学生已知的性知识不充分
学生已知的性知识主要限于青春期生理现象，而

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具有保护意义的那部分性知识知晓

的人不多。如：（１）７６１％的初中生不知道“人流”的
危害性；（２）６７３％的初中生和４５５％的高中生对避
孕知识一无所知；（３）６１１％的初中生和５３６％的高
中生不知道怎样预防性病；（４）６４６％的初中生和
４８２％的高中生不知道女孩如何防范性侵犯。

３．３　学校性教育有待完善和加强
存在的问题：（１）教材内容粗浅局限。据悉，现行

的中学课程只有初中的《健康教育》课本含有少量的

性教育内容，其余课程几乎与性知识和性教育无涉。

笔者仔细研读了初中的３本《健康教育》，发现许多该
让青少年知晓的重要内容却没有写入；（２）对承担性
教育的教师没有一定的资质要求，就是说，教师不够

“专业”；（３）授课教师思想不够解放，这一点在学生对
问卷的回答中显露无遣。我们在问卷中提了这样一个

问题：“老师对《健康教育》中性知识的讲解情况是”后

面列了３个备选答案。学生回答的结果有３６３％的
学生答“Ａ、老师能坦然面对，表达直白，讲解清楚，不
回避核心内容和敏感问题”；有２０６％的学生答“Ｂ、老
师表达含蓄隐讳，欲言又止，或旁敲侧击，不触及核心

内容和敏感问题”；有 ４２６％的学生答“Ｃ、老师不讲
解，让学生自己阅读有关内容”。

４　讨　　论

４．１　如何看待“性”，什么是性知识和性教育
我们讨论性教育须首先明确什么是性教育。因为

“性”、“性知识”和“性教育”这些字眼除见于少数专业

书刊外，在一般传媒中很少出现，普通大众并不知道其

内涵是什么，甚至有可能把严肃的知识与“色情”类的

东西混为一谈。

性的基本含义有二：一是雌雄间的生物学差异，即

性别；二是雌雄共同参与，彼此互动的性活动，即性交。

性是一种生命现象，是异性间亲和力的本质。在人类，

性是爱情的原始动因，因此性与婚姻、家庭直接相关。

同时，心理学家还认为性与人格、人的气质、情绪、愉悦

和幸福感密切相关。可以说性关乎每一个社会成员。

性知识是人类剖析自我、认识自我的知识。

那么，什么是“性教育”呢？根据马晓年教授主编

《性健康蓝皮书》［１］和王应雄教授主编《生殖健康

学》［２］这两本书对性教育内容的表述，笔者将性教育

的内容综合概括为性知识教育、性道德法律教育和青

少年自我保护教育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涵盖了大

量的具体内容。如性知识包括性生理、性心理、性卫生

保健及性价值观（对性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态度）；青少

年性自我保护教育包括过早性行为和无防护性行为的

严重危害、性病预防知识、女孩如何防范性侵犯等

内容。

４．２　对青少年性教育现状的评估
根据综合问卷调查和走访部分教育界人士获得的

信息，我们认为国内青少年性教育滞后于当今社会发

展和文明进步；学校性教育处在起步探索阶段，阻力

大，尚无成熟模式和成功经验；绝大多数家庭性教育还

是空白；教育界、家长与性学专家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尚缺乏共识。

一些家长不但自己不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而且对

学校开展性教育持负面评价，不支持学校进行性教育。

他们的心态是深怕把孩子“点醒了”，教育出问题来

了，于是想用“封锁”信息的办法防止孩子出问题。很

多家长不懂得生命的本能是“堵”不住的，现代社会信

息也是封锁不住的。只有正面疏导才是防止孩子出问

题的最佳办法。

教育界对青少年性教育虽不反对，但重视不够，推

动不给力。其原因主要是怕分散了时间和精力，影响

应试课程的教学。

纵观世界各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国内的性

教育滞后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性教育始于上

世纪６０年代；瑞典的性教育始于４０年代；就连一向
被人们认为比较保守的英国也在１９８０年制定了有关
性教育的法律，规定地方教育当局有推行学校性教

育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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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原因分析
国内性教育滞后的直接原因是家长、教育界和社

会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那

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呢？笔者分

析原因有三：（１）深层次的原因是传统的错误性价值
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性教育在国内属于“禁区”，而

这个“禁区”是历史上那些封建卫道士和道貌岸然的

伪君子划定的，是不科学的，反人性的。错误的性观念

是戴在人们思想上的紧箍咒，至今仍束缚着相当一部

分人的思想。一些人谈性色变，他们认为研究性问题

的人都不是正经人，把性当作“邪念”、“肮脏”、“下流”

的代名词。（２）历史原因。由于国家长期欠发达，人
们的物质生活匮乏，政府和民众首先把精力用于解决

人的第一需要———温饱问题，无
#

顾及人的其他需求。

（３）学校一直以应试教育为目标，非考试的教育内容
受重视的程度不言而喻。

４．４　青少年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关于青少年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有以

下几点认识：如前所述，性知识是人类剖析自我，认识

自我的知识，自然也是人类整个知识宝库中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那么，在当今强调素质教育、追求人的全

面发展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当然不应该给青少年留下

知识盲区。青少年身心健康需要性教育。儿童期进行

与年龄相宜的性教育对培育和形成孩子健全的人格至

关重要；青少年学习必要的性知识可排解和消除由于

青春期生理发育和情欲萌动而产生的种种烦恼与困

扰。如女孩月经初期、男孩遗精常可引起孩子焦虑、羞

耻，乃至恐惧和不安。性道德和法律教育有利于培养

高尚道德情操，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性犯罪。过早性

行为，非意愿怀孕，性病发病率上升等现象对青少年身

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现实强烈呼唤性教育。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４日的《重庆时报》第５版报道一个１４岁女孩
已怀孕３６周，读完这篇报道再讨论青少年性教育的必

要性已显得多余，近年类似个例媒体时有报道。现实

生活中这类让人揪心的典型例证比任何空洞的讨论都

更有说服力———女孩在性问题上的自我保护教育不仅

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总之，青少年性教育不论是对其身心健康、人格健

全、道德朔造，还是对增强女孩在性方面的自我保护意

识都是十分有益的和非常必要的。

５　对策与呼吁

学校和家庭是青少年性教育的主阵地。我们认为

青少年性教育要有效进驻学校这块阵地，政府的角色是

不可缺位的。因为任何事情只有政府推动才是最强有

力的，才能形成机制，驶入正轨。我们呼吁家长在孩子

性教育问题上思想要解放，态度要开明。当然，我们也

理解家长面对孩子讲性问题感到难为情，开不了口，这

在情理之中。对此，提几点建议供关注孩子性教育的家

长参考：（１）向老师求助，支持学校开展性教育。（２）男
孩由父亲出面，女孩由母亲出面相对容易开口。（３）教
育内容、表达方式、沟通技巧都需要斟酌考量，怎么办？

多看点有关性教育的书刊，或许可以得到启示和帮助。

我们呼吁有名望的性学专家、学者以及关注青少年性教

育的有识之士多在大众媒体上撰写文章为青少年性教

育鼓与呼，为青少年性教育正名，使其堂堂正正，理直气

壮，彻底走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境地。倘若我们

的工作能唤起更多人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关注，对推动青

少年性教育有所助益，则甚感欣慰，这便是我们做这项

调查和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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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ⅢＡ型前列腺炎的临床表现符合中医学肝经瘀
滞，湿浊内瘀之淋浊范畴；

２、搜剔厥阴，活血导浊原则针刺中极、曲骨、关元、
急脉、大赫、横骨等穴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疗效良好，
应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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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健康·

农村中学青春健康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张洪响　刘升灿　刘　刚

江苏省沛县中学，江苏 沛县 ２２１６００

【摘　要】目的：了解农村中学生性生理知识和性心理现状，为农村中学青春健康教育探索寻找最佳切入点。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分析。探索问题存在的原因，寻求解决的对策。结果：调查发现学生的青春健康知识、性心理、

性生理知识存在诸多问题、盲点和误区。结论：需积极寻找教育对策，动员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因素，加强对青少年青春

期问题的疏导和教育力度，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关键词】农村中学；青春健康教育；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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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有数以亿计的青少年。由于历史的原因，改

革开放之前“青春健康教育”一直被冷落，“性”更成为

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群

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青少年性成熟也日趋提前。但他

们的性生理、性心理知识相对匮乏，也是最容易受艾滋

病、性病攻击的人群之一。据《国外医学·社会医学

分册》２００８年 ０１期文章“国内外青少年生殖健康现
状”统计，农村青少年学生的性行为、妊娠、人工流产

和性病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而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已婚夫妇。因此，尽快将青少

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青春健康教育的规划中，

正确引导农村青少年学生掌握青春健康相关知识和技

能，从而使其做出健康、安全、负责任的性行为决定，就

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１］。

基于此，探讨农村中学生的青春健康教育的方式

和方法，有效实施青春健康教育，是改革和发展农村中

学教育、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为此，由我校

２００９年申报的“农村中学青春健康教育实施模式研
究”被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批准为校园特色立项课

题，学校被批准为实验项目学校。为较为准确的了解

农村中学生性心理状况和对性生理常识掌握的实际情

况，为课题研究寻求最佳切入点，我们对我校４００名学
生青春健康知识的现状开展了问卷调查，并做了统计

分析，以便探索问题存在的原因，寻求较佳的解决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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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方　　法

２１　样本选取
选取沛县中学高一、高二学生 ４００名，男女比例

１∶１，分别为高一、高二男女生各１００名。
２２　研究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方法。所设计的《沛县农村中学青

少年青春健康调查问卷》参考了青春健康国际合作项

目对青少年的调查项目。问卷分５个部分，分别是自
然情况、生殖保健知识、艾滋病性病知识、青春期的态

度与行为、教育需求。依据统计学原理，对问卷进行数

据分析。

３　结　　果

随机发放４００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３６０份。
其中女生１６２份，男生１９８份。３６０名学生中，１９７％
的学生是独生子女，６３４％的学生父母文化程度在初
中或初中以下，仅３０％的学生家庭支持鼓励子女与
异性交往，６６９％的学生父母对子女的生殖健康从不
关心或偶尔问及，２７５％的学生没有受过青春健康教
育，只有１１６％的学生是从学校教育中获得性与生殖
健康知识，６８１％的学生在性心理上有误区，７２２％的
学生在性生理知识上存在错误认识，７０１％的学生迫
切需要学校开展青春健康教育。

４　问题讨论

４１　问题分析
４１１　部分学生缺乏最起码的青春期知识，尤其

是性生理知识　尽管有５６０％的学生知道女性怀孕
的原因是“男女性交”，但仍有１８３％的学生回答“不
知道”，１１３％的学生认为是“男女接吻和拥抱”，
１７％的学生认为是男女接吻。尽管有８２７％的学生
知道胎儿在子宫里生长，但仍有 １３６％的学生回答
“不知道”，３７％的学生认为是在“卵巢”。可见，学生
的性生理知识拥有程度与他们正常的生理发育年龄极

不相符。究其原因，这与学校及家庭教育中忽视青春

期教育尤其是性知识教育有关。

４１２　对学生缺乏应有的性知识辅导　调查结
果表明，学生性知识的来源不一。占前三位的是：

２９１％的从报纸、书刊上获得；１６３％的从网络获得；
１５１％的从音像材料中获得。对“问及父母对自己性
现象的解释”这一问题，“作一些回答”者占 ４６６％，
“圆满回答”者占 １７９％，“避而不答”者占 １２９％，

“无能力回答”者占１３３％，“加以斥责”者占９６％。
这说明老师没有很好地承担起性知识教育的任务，父

母也没有负责任地担当起孩子性教育的任务，学校和

家庭都将性知识教育视为可有可无，甚至避而不谈，缺

乏应有的性知识传授，导致学生性知识极度匮乏。

４１３　学生迫切想知道的性知识恰是学校教育
的盲点　在对青春期性知识的问卷调查中，学生迫切
想知道的性知识排列居前四位的分别是：①２４１％的
学生想知道什么是安全性行为；②１９５％的学生选择
的是性道德伦理；③１６１％的学生选择的是性生理知
识；④１２６％的学生选择的是性传播疾病的预防。而
这几项恰恰都是学校生理卫生和生物课内容较少涉及

到的。一些学校和教师认为，“性”是一个“雷区”，少

涉及为好，造成了对青少年学生负责任性行为的知识

普及成为盲区。可见，学校要重点加强这些方面知识

的教育和引导，以满足学生对性生理、性心理知识的需

求，从源头上筑起倡导安全性行为、避免艾滋病性病扩

散的坚固长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强我中华，固我

华夏。

４２　原因分析
尽管调查存在偏颇性，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青

少年学生的性生理知识相对匮乏、性行为正逐渐增多、

自我保护措施淡化、性心理健康程度有待加强的事实

是不容质疑的。追根究源，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社

会、学校、家庭三个方面的教育缺失是不争的事实。

４２１　社会教育缺失　目前政府尚未建立对青
少年生殖健康教育完备的政策体系，缺乏有效的倡导、

教育和服务机制。正规的生殖健康教育开始太晚，多

数青少年只能通过阅读书籍、电脑网络、交友传言等途

径得到生殖健康知识。由于社会对书刊杂志、音像制

品、网站网吧等文化传播市场的监管的欠缺，没有从源

头上根本杜绝黄色淫秽信息的传播，让一些青少年受

到一些不良的影响，造成了他们在性心理方面的错误

认识，或偷尝禁果，或参与吸毒，或参加色情派对，走上

一条邪恶的道路。

４２２　学校教育的缺失　在新课程改革全面实
施的今天，仍有不少学校、一些教师受应试教育和传统

思想的影响，只重视文化知识的教育，而忽视学生思想

道德、法律、异性交往以及爱情婚姻等方面的教育，尤

其缺乏对学生性生理、性心理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许

多学校生殖健康教育专业师资几乎没有，传统的教育

方式方法又不能使青少年完全接受，师生间、学生间的

良性互动受到限制。许多学校的一些生物教师在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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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殖发育知识时避而不讲，一带而过，只是让学生

自学，学生未能受到应得到的正确教育，只能从非正规

渠道获得一些错误的暗示或点拨，以至于造成学生性

生理知识的贫乏和性心理的不健康。这是教育缺失、

教育不到位产生的恶果。

４２３　家庭教育的缺失　当今不少父母只把眼
光盯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他们过多关注孩子文化课

学习，对学生青春健康教育的认识不足，缺少或羞于对

孩子性知识的教育和引导，总认为“树大自直，人大自

知”，甚至一些家长面对孩子对“性”的疑问而斥之为

“下流”、“不该问”！这些家长忽视孩子渴望获取性知

识的需求，更忽视其心理健康，导致不少孩子误入歧

途。报刊、网络上经常报道的发生在青少年学生身上

的悲剧，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醒吗［２］！

４３　对策及建议
４３１　构建杜绝黄色污染的防火墙　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基石，是中华民族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证。关注中学生的性健康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重任。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学生性知识的主

要来源为书籍、报刊、网络，尤其网络信息更为便捷。

他们渴望了解青春期性知识，迫切希望了解相关的法

律法规制度。当下，科技发达，学生大多拥有手机等信

息工具，通过手机上网功能获得信息越来越便捷。手

机上网能带来海量信息且相对电脑上网来说更为隐

蔽。由于学校在青春期教育上的缺失和网络监管不

力，以至于不少学生沉湎于手机上的黄色信息中［３］，导

致这些学生萎靡不振，心理扭曲，有的就走上了流氓犯

罪的邪恶道路。因此，政府应加大互联网监管力度，净

化网络环境，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呈现“绿色”

网面，实现安全上网，为青少年构建一道强大的安全

屏障。

４３２　学校应加强青春期健康知识的宣传与教
育　学校是教育青少年的主阵地，素质教育要求学校
对学生的教育应该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全身心的。鉴

于学校教育的缺失，学生应有的性生理知识也较为贫

乏。例如手淫，７３８％的学生否认有过手淫的体验，
３５８％的学生甚至不知道“手淫”，３５８％的学生认为
手淫是不好行为，７３％的学生认为是不得已的行为，
只有２１２％的学生认为是正常行为。这与我们想象
的学生已经接受手淫的存在大相径庭，手淫不是罪恶，

不会引起疾病，只有手淫时的恐惧心理才会引起疾病，

当然手淫过度也会引起不良后果，应适当引导。

又如，问及青少年首次来月经或遗精的心理反应

时，１５２％的学生因对此事一无所知而惊恐万状，
１７６％的学生对此事有负面的看法而感到羞耻、厌恶、
自卑，有５８４％的学生认为是平常的事，只有８８％的
学生认为是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欣喜自豪。对于现

在来月经或遗精，仍有６６％的学生感到惊恐，５０％
的学生羞耻，１２４％的学生厌恶，１２４％的学生欣喜自
信，６３６％的学生无所谓。再如性骚扰，１４５％的学生
从没听说过，６７５％的学生知道一点，只有１７９％的
学生知道较多。这都说明，对这些事关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关键问题，许多学生认识不清楚。其羞愧感、耻辱

感、自卑感、惊恐感，成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的绊脚石。

这些问题表明：学校加强对学生青春期健康知识的宣

传教育，任重而道远，不可等闲视之！

４３３　对青春期学生要加强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教育　正确的恋爱观、生育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条件。调查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异性交往愈加

频繁，婚前性行为呈递增趋势，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

而在对该现象的认识上，８７％的学生认为只要基于爱
情就是可以的，１９６％的学生认为只要双方自愿就可
以，１３０％的学生认为无所谓；而在与异性有无性行为
的调查中，４０％的学生承认与异性经常有性交行为，
８０％的学生偶尔有。关于恋爱，３６５％的学生有时
想，２７１％的学生希望更多地了解。有３０８％的学生
认为性等于爱，这些数字都是肯定承认自己有过这样

的想法或做法的，至于不肯承认的人有多少，由于涉及

学生个人隐私，他们不会如实坦白说出来，恐怕我们是

无法真正了解到的。所以，实际人数的比例还要高于

这个调查结果。这说明，在广大青少年中，有着不正确

的婚恋观、性行为观的学生为数不少。

这一组数字也告诉我们，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

恋爱观，正确认识婚前性行为；在遇到性侵犯、性骚扰

时要采取对应措施，避免受到伤害。处理好学习和情

感方面的关系，维护身心健康，是摆在学校、家庭、社会

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４３４　要大力加强艾滋病、性病的宣传教育　当
前，艾滋病、性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呈上升趋势，这也

给我们敲响了防艾的警钟。调查发现，学生仅仅初步

了解艾滋病、性病的常识，而对于如何正确预防则了解

不多。例如，６７５％的学生认为被蚊虫叮咬可能感染
艾滋病毒、艾滋病，６４４％的学生知道共用餐具不是艾
滋病主要传播途径，但是还有３５６％的学生不知道。
正确认识艾滋病是战胜艾滋病的必要前提，而一些学

（下转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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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健康·

深圳中学生性健康知识和行为现状调查

胡序怀１　陶　林１　何胜昔１　张　玲２

１深圳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４８
２深圳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摘　要】目的：了解深圳市中学生性健康知识和行为现状，为中学开展性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整群
抽样方法，采用统一问卷收集普通中学、重点中学和职业高中学生现状资料。结果：１中学生性健康知识掌握较差，平均
回答正确率为６１１３％；２高中学生（５０６／８）比初中学生（４６８／８）掌握知识更多，女学生（５０９／８）比男学生（４７０／８）掌
握知识更多，职业高中（５２１／８）比普通高中（５００／８）学生掌握知识更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３找小姐或者卖淫学生
占３５％，接触毒品学生占１５６％，其中主要以职业学校学生为主；４学生对学校性健康教育满意度差，１８８％的学生满
意。结论：深圳中学生性健康知识掌握较差，且部分学生有不安全性行为，应引起重视。

【关键词】中学生；性健康知识；性行为；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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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　　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性文化也逐渐为

中国社会接受，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这

些文化更容易被年轻一代接受，尤其是中学生。如何

让学生选择性了解掌握正确的性健康知识，是目前中

学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目的是了解当前中

学生性健康知识掌握情况，为开展中学性教育提供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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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象与方法：

对象：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６月对深圳市普通中学，重
点中学和职业学校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学生进行

抽样，抽取了１２所普通中学共５７９３名学生，４所重点
中学 ３０１１名学生，３所职业中学 １９６２名学生，共
１０７６６名学生。对所有学生采用匿名问卷调查。

调查质量控制：调查人员是项目组统一培训项目

组成员，取得学校德育组教师同意后在学生教室统一

调查，调查过程中进行严格的保密和质量控制，不允许

学生调查过程中相互交流，现场对问卷有问题的学生

由调查人员解答和指导，调查问卷由调查人员统一收

集，并且对问卷进行密封保存。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对所有问卷进行双
录入，对其中部分问题回答存在严重失常的问卷数据

进行作废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分别描述学生性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对回答正

确与否的对象赋值“０”（不知道）和“１”（知道），对比
不同学校，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学生知识掌握情况。

３　结　　果

３１ 基本情况

调查的普通中学５７９３名对象，其中男学生３１６５
（５４６％）人，女学生 ２６００（４４９％）人，２８人性别未
填；其中初中学生 ４１４６（７１６％）人，高中学生 １６４７
（２８４％）人，平均年龄为１５３９±１６３岁；重点中学共
３０１１名学生，其中男生 １５３２（５０９％）人，女生 １４６７
（４８７％）人，１２人性别未填写，其中初中学生 １００８
（３３５％）人，高中学生 ２００３（６６５％）人，平均年龄
１５７１±１４０岁；职业中学１９６２名对象，其中男生９４１
（４８０％）人，女生１００９（５１４％）人，１２人性别未填，
学职业学校都为高中阶段，平均年龄为 １７２３±
０９５岁。

３２ 性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表１　中学生性健康知识掌握程度情况统计表

性健康知识问题（排除未作答对象后统计）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问题１：什么时候性交最容易让女性怀孕？ 知道 ３３８０ ３５．２％

不知道 ６２１２ ６４．８％

问题２：发生性行为后，月经延迟不来提示女性已经怀孕？ 知道 ５７６４ ５７．８％

不知道 ４２１２ ４２．２％

问题３：人工流产要在妊娠３个月以内进行？ 知道 ３３８５ ３５．４％

不知道 ６１７６ ６４．６％

问题４：你是否去付钱给＂小姐＂获得性服务或者为了钱与他人发生性行为？ 有 ３４３ ３．５％

没有 ９４３９ ９６．５％

问题５：为什么静脉注射毒品对象容易感染艾滋病？ 知道 ９３１２ ８６．２％

不知道 １３２７ １３．８％

问题６：艾滋病的潜伏期多长时间？ 知道 ４６０９ ４７．５％

不知道 ５０８５ ５２．５％

问题７：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是什么？ 知道 ９５４０ ９６．０％

不知道 ３９３ ４．０％

问题８：当前，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中，感染发生增长最快的传播方式是异性性交吗？ 知道 ４８９３ ５０．１％

不知道 ４８６８ ４９．９％

问题９：目前艾滋病能够通过药物治疗好吗？ 知道 ７７７２ ７９．８％

不知道 １９６５ ２０．２％

问题１０：你接触过毒品吗？包括Ｋ粉，摇头丸，海洛因，大麻，可卡因，冰毒，吗啡等。 有 ８５７ １５．６％

没有 ４６３９ ８４．４％

　　问题１０中，回答接触过毒品的对象中，有６２％
学生回答接触过Ｋ粉，其它不明毒品占６９％，其它比
例均不超过１％。

３３ 知识掌握程度和行为比较

将以上问题１，２，３，５，６，７，８，９定义为知识掌握程
度，知道的对象赋值“１”，不知道的对象赋值“０”，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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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男女性，初中高中和不同学校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和行为发生情况。所有对象中，回答了全部以上８个
知识问题的对象人数为８７０１名，其它未作答的对象予
以排除，８个问题平均回答正确个数为４８９个，平均
正确率为６１１３％。
３３１ 比较男女同学对知识掌握程度的差异，

其中女同学４２７８名，回答正确的问题平均个数为５０９
个，男同学４４０２名，回答问题正确的平均个数为４７０
个，两者进行ｔ检验，ｔ值为１１４０５，Ｐ值小于００５，男
女同学对性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存在统计学差异，女同

学比男同学掌握的知识更多。

３３２ 对比初中和高中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

其中初中学生３９０８名，回答正确平均个数为４６８，高
中同学４７９３名，回答正确平均个数为５０６，比较 ｔ值
为１０６５６，Ｐ值小于００５，高中学生掌握的知识比初
中学生掌握的更多。

３３３ 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学生掌握知识程度

对比：职业高中学生１４５２名，回答正确问题平均个数
为５２１，普通高中学生 ３３４１，回答正确平均个数为
５００，ｔ检验后，ｔ值为４４６７，Ｐ值小于００５，存在统计
学差异，因此，职业高中学生掌握的性健康知识比普通

高中学生更多。

３３４ 普通学校与重点学校学生性健康知识掌

握程度对比：其中普通初中学生３０３３人，回答正确平
均个数为４８１；重点初中学生８７５人，回答正确平均
个数为４２７个，检验后 ｔ值为７７４５，Ｐ值小于００５，
因此，普通初中比重点初中学生掌握知识更多。普通

高中学生人数为１４６７人，平均正确数为４４８，重点高
中人数为１８７３，平均正确数为５４０，对比发现，Ｐ值也
小于００５，因此，重点高中学生比普通高中学生掌握
性健康知识程度更好。

３４ 学生召妓或者卖淫行为和接触毒品行为对

比研究

３４１ 男女学生对比

表２　男女学生危险性行为比较

行为 分类 有 没有 合计

学生召妓或卖淫 女生 ３４（０．７％） ４７２１（９９．３％） ４７５５

男生 ３０５（６．１％） ４６９３（９３．９％） ４９９８

合计 ３３９ ９４１４ ９７５３

接触过毒品 女生 ２２９（８．７％） ２４０９（９１．３％） ２６３８

男生 ６１９（２１．８％） ２２２４（７８．２％） ２８４３

合计 ８４８ ４６３３ ５４８１

　　χ２＝２１０８０，Ｐ＝００００小于００５；χ２＝１７９３３，Ｐ＝００００小

于００５

从表中可以发现，在不安全性行为方面和吸毒行

为男生高于女生，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３４２ 普通高中学生与职业高中学生对比

表３　普通高中学生与职业高中学生危险性行为比较

行为 分类 有 没有 合计

学生召妓或卖淫 普通高中生 ７０（２．０％） ３４２９（９８．０％） ３４９９

职业高中生 １２６（７．４％） １５８８（９２．６％） １７１４

合计 １９６ ５０１７ ５２１３

接触过毒品 普通高中生 ３４１（１７．９％）１５６５（８２．１％） １９０６

职业高中生 ２４６（２７．５％） ６５０（７２．５％） ８９６

合计 ５８７ ２２１５ ２８０２

　　χ２＝９１０２，Ｐ＝００００小于 ００５；χ２＝３３６６７，Ｐ＝００００小

于００５

从表中可以发现，职业高中学生比普通高中生发

生不安全性行为和吸毒更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３５ 学校性教育状况调查

３５１ 父母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状况：６７％的学
生回答经常接受来自父母的性教育，４１２％的学生认
为很少接受父母的性教育，５２２％的学生回答从来没
有接受过父母的性教育。

３５２ 学校是否开展性教育状况：１６３％的学
生回答学校经常开展性教育课程，６１４％的学生认为
学校性教育课程比较少，且有２２３％的学生认为学校
从来没有开展性教育。

３５３ 学生对学校性教育的印象和看法：６２％
的学生很满意，１２６％的学生满意，６７９％的学生感觉
一般，６８％的学生不满意，６５％的学生很不满意。学
生中有８０６％学生认为学校性教育很重要。

４ 讨　　论

４１ 中学生性健康状况不容忽视。近年来，深

圳市学校都开展了学生德育教育课程，且德育课程包

含了部分的性健康教育内容，但由于性健康问题在我

国的特殊敏感性，许多课堂青春期等性健康知识课在

学校未能深入开展，所以许多学生因此影响自己的学

业，甚至影响学生的健康。从结果３２表１中可以看
出，学生对怀孕和流产知识都比较缺乏，知晓这些知识

的学生分别只有３５２％，５７８％和３５４％，说明学生
在这些知识方面都存在欠缺。而对于艾滋病的知识，

深圳中学生相对掌握知识比较多，对问题５，６，７，８，９
回答正确的学生分别有 ８６２％，４７５％，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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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１％，７９８％。从结果３３中可以看出，回答以上８
个问题，平均回答正确的个数为４８９个，平均每个学
生有超过３个问题回答错误，所以，深圳中学生性健康
知识还存在比较大的欠缺，这些值得开展学校性健康

教育的教师和领导重视。

４２ 学生不安全性行为和吸毒行为的发生值得

重视。从研究结果３２中发现，中学生中去花钱与“小
姐”发生性行为或者为了钱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学生

占３５％。其中主要是男学生，男学生出现这样比例
为６１％，女学生为０７％（结果３４１）。而发生这种
危险性行为的对象，职业高中学生发生的比例高于普

通高中学校学生，职业高中为７４％，而普通学校高中
生为２０％，所以在职业学校开展性健康教育显得尤
为重要。而在吸毒行为方面，承认接触过毒品的学生

占１５６％，其中以 Ｋ粉和摇头丸比较多，从结果 ３４
中发现，同样是男学生接触过毒品比女生比例高，职业

学校学生比普通高中学生高，因此这一方面也是学校

教育值得关注的内容。

４３ 学校性教育有待加强。该研究调查了学生

接触来自父母性教育状况和学校性教育状况，多数学

生表示来自父母的性教育和学校性教育都比较少，并

且对学校性教育感觉一般，所以如何提高学校性教育

质量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内容。性教育的方式多种多

样［１］，通过家庭，通过学校，专题讲座，教育电影等都是

非常好的案例，而目前学生获取性健康知识许多通过

网络，杂志［１，２］等，而来源于网络，报纸和杂志的这些

知识的正确与否学生有时候无法判断，所以对网络监

管和报纸杂志信息的管理非常重要。

５　结　　论

深圳中学生性健康知识掌握不够，尤其是涉及性、

避孕和流产方面的知识掌握程度较差；并且中学生发

生危险性行为概率和接触毒品的概率也较高，教育也

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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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徒劳的，主要错误在于不想抓祸害的根源；而这种祸

害主要是产生道德问题的经济问题，只要人们还靠行

政的措施、警察的镇压、某个法律条文的修改或是感情

用事的声明来铲除这个祸害，它就还会继续存在，因为

它的根源照旧继续存在。应该善于干预，而且要大胆

地干预现在在所有制和劳动方面普遍存在的经济混

乱，对它们进行整顿，把它们加以改造，使任何人都不

丧失生产工具，使有保证的生产劳动最终成为人们早

就在寻求的正义和道德的基础｛ｍａｎｏ｝。

恩格斯：《英国女工状况》《全集》第４５卷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既然每个庸人都可以随意地和不受处罚地搞违禁

的享乐，我们为什么应当认为这种享乐对君主来说是

不道德的呢？如果说有给自己的妻子染上梅毒的皇帝

（奥迪利的弗兰茨－约瑟夫），那么也有不少能够以这
种功绩自豪的贵族、资产者、甚至小资产者。

恩格斯：《不许通奸》《全集》第４５卷第６８２页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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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人类爱情内涵初探

周正猷

南京都市心理咨询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６

【摘　要】“爱情”一词，有着丰富的内涵，至今仍是人世间最动人心弦、最令人迷茫惶惑的千古难解之谜。在许多自

认为沉浸在爱情的人们中，不少人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爱情”，也不一定懂得需要什么样的“爱情”才最能有助

于在婚姻生活中获得真正的幸福和丰富的欢愉与美满。本文主要从爱情内涵的分析，不断认识人类爱情的本质，从而对

追求爱情的人们提供科学的指导。

【关键词】人类；爱情；内涵

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ｌｏｖｅ

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ｑｉ
ＮａｎｊｉｎｇＣｉｔ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ｓｅｌｌ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ｗｏｒｄ“Ｌｏｖｅ”ｈａｓｒｉｃｈ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ｉｌｌｒｅｍａｉｎｓｔｈｅｔｏｕｃｈｉｅｓｔａｎｄｍｏｓｔ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Ｗｈｅｎ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ｏｖｅｏｃｅａｎ，ｔｈｅｙｉｎｆａｃｔｄｏｎ’ｔｔｒｕ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ｗｈａｔｉｓｍｅａｎｔｂｙ“Ｌｏｖｅ”，

ａｎｄｗｈａｔｋｉｎｄｏｆ“Ｌｏｖｅ”．Ｉｔ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ｗ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ｉｆｅ．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ｃｏｎ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ｖｅ，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ｌｏｖ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ｌｏ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ｕｍａｎ；ｌｏｖ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１　什么是人类爱情

１．１　爱情是什么
爱情（Ｌｏｖｅ）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性吸引或倾慕，

爱情是包含于亲密关系中的情绪、认知和行为的结合

体，而更含有认知（理性）的成分和情感的成分；爱情

还是一个涉及婚姻及婚外恋关系的社会学话题。

爱情，一对相爱的异性心身渴求联为一体的愿望，

不只是一种异性间极为强烈相互倾慕亲近的心理体验

和使人愉快的内心迷乱，更是一种强烈持久的人格需

要和角色需要的互补，即双方在气质、性格、兴趣、能

力、道德、确定的义务与责任、事业、理想和信念上的全

方位的结合、互补与和谐相处。体现男女之爱的结合

可以有多种完成方式，肉体的性结合只不过是其中的

一种，而心灵与事业上的结合的内容则更丰富，境界也

更崇高，爱情不能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示出自身高

尚优美的心灵，要求生动活泼与充实完美，不仅是身体

的而更是心灵的，是两个人完完全全的融合。

爱情在于以两性互爱为前提。对相爱的双方而

言，应是相互的奉献，同时也是相互都获得。爱情，既

有热忱主动无私的给予，也同样应有能感受、表达和获

取爱的能力。只有能爱人的人才会被爱。也只有在爱

的抚育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人才能慷慨无私地奉献出自

己的爱。这种两性的互爱即可称其为恋爱。

爱情并不只是一种相互倾慕、容纳和亲近的感情，

更是“责任、关心、照顾、理解”的能力，是主动满足对

方心理需要的能力。爱情需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心心相印”。爱是将对方的需要和成长，看得和自己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１年８月　第２０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１　Ｖｏｌ．２０Ｎｏ．８ ·３３　　　·

的需要和成长一样重要的心理需要和能力。这种关怀

对方的能力，就需要通过相互最大限度的积极的情感

和信息沟通，以及专注地听取和积极地响应，以摆脱人

与外界的疏离与孤独，获得彼此的承认、嘉许和同一。

正是这种相爱的能力使互爱者建立起至为密切的“亲

密关系”，彼此成为知己。

真正懂得爱情的人，必须是一个人格健全成熟的

人，他能够正确地表露和接受爱与温柔煦和的感情，能

够激励相爱的双方去充分发挥自身心灵中沉睡着的潜

能，爱情之火会激发出高度的智慧和旺盛的创造热情，

从而使他们在社会公益事业中做出更大贡献，造福

人类。

一般书上对爱情的定义是这样描述的：“爱情是

在人类生命繁殖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彼此

相互倾慕又渴望结合的综合性情感体验和心理活

动。”可以更明确简洁的理解为：人类的性爱和情爱的

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又不断发展、提升而构

成为人类爱情。人类的爱情内涵深刻，意境博远。没

有经历爱情的人无法体验爱情的真谛，而陷入爱情的

人又往往是“当事者迷”，对自己和对方的爱情以及对

社会文化状态并不完全真正了解。

有人建议以亚当夏娃的故事来理解爱情。上帝造

就了亚当，在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就了夏娃，让他

们在伊甸园恋爱。看上去是两个人，结合在一起还是

一个人。爱情就是这样的，把原本是一个人的两个人

再结合成一个人的过程。但是否是真正的爱情，还必

须具备人类爱情相应的特征。

１．２　人类爱情的特征
人类爱情是在生命繁殖的本能和性吸引的基础

上，产生于互为性爱对象的特定男女之间彼此互相倾

慕，又渴望结合的综合性情感体验和心理活动。人类

爱情的特征包括：（１）互为性爱对象。在性吸引的基
础上，互为性爱对象的唯一选择，表现为性意向、性行

为和性感受的一致，互为忠贞不二，挚笃专一，生理的

吸引和相互的性爱，使双方肉体上的刺激和不同层次

的欲望得到全面满足。（２）互为情爱对象。心理相
融，思想感情一致，互把对方看得最优秀，爱屋及乌，互

把对象融进自己的心理层面，占据整个心灵，铭刻在

心，感到自己是对方，对方是自己，互为对方的知己，心

心相印。爱情中的情爱，可以包含朋友的友情，男女之

间的恋情，亲人之间的亲情等等。互为叠加的情感越

多越深，爱情也就越丰满。尤其是亲情和爱情的叠加，

更是建立最美满爱情的必需条件。（３）性爱和情爱的
结合。真正的爱情就是性爱和情爱的结合，肉欲的满

足和精神追求的统一。唯性欲论只强调肉体欲望的满

足。唯精神论则强调心理需求的满足，该理论认为爱

情是情感上的依恋，心灵上的共鸣，精神上的享受，谓

之“精神恋爱”。（４）性爱和情爱的互动和发展。真正
的爱情不仅是相爱双方性爱和情爱的结合，而且是一

种互动，即性爱促进感情的发展，感情又促进性爱的提

升，互相促进，持续提升，让爱情不断发展。人们常认

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后生活“平平淡淡才是

真”，这是错的，否定了爱情的发展性。（５）爱情是激
情体验，也是理智的心理活动；在感性和理性的互动中

发展。爱情是感情体验和理智认识的统一。爱情体现

为美好而又复杂的情感，产生的是兴奋、愉悦、眷恋、倾

慕、焦灼、激动、痴狂之情，以及美感和道德感、责任感。

然而，爱情又蕴含着理智的活动和意志的调节，反映出

人的思想水平、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审美标准等，表现

在恋爱双方的认识、了解和对恋爱活动的意识支配之

中。爱情不是单一的感情上的冲动，必须有理性的调

节，并在感性和理性的互动中不断发展。爱情中的情

感体验是美妙绝伦的，至高无上的，许多时候也是理性

不能驾驭的。

１．３　人类爱情的心理特点
爱情的发展经过四个阶段：相识、相慕、热恋、相

爱。相识，就是相互接触、交流、试探。经过相互认识，

了解到对方的外貌品行、性格脾气，逐渐有了感觉；相

互对对方有好的感觉，好的评价，于是相互羡慕；有了

好感，发展了友情，逐渐有了爱慕，就会进入热恋。热

恋，就是理智退守一边，感情主宰一切的时期，男女双

方如醉如痴；达到真正的相爱，往往是痛苦中伴随着欢

乐，双方都体验到爱情的价值。可以说相识、相慕是有

冷而无热，相恋是有热而无冷，相爱则是冷与热、理智

与感情的融合。真正的爱情必须经过相爱才会成熟。

相识、相慕与热恋只是相爱的前奏，只是它的准备。真

正的爱情，只能诞生在相爱阶段上。即使是“一见钟

情”，双方再经历这样的过程，而能保持“一见钟情”之

感，持续保持热恋状态，真正而持久相爱，才是真爱。

人在爱情中双方的心理特点：（１）思想感情一致。
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人生观和志趣。人类的爱情是

在性爱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在个人人生观指导

下，在青春期随着性心理的发展而逐步形成，这是人类

与动物的区别所在。（２）心理相容。是双方特性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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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结合，心理相容就能体验到快乐、幸福与美好，否

则会感到痛苦、惆怅。男女恋爱的结果是结婚、发生性

关系。共享爱情的甜蜜。（３）性意识的协调。双方性
意识的协调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爱情。真正相

爱者性意识更协调。（４）忠贞。爱情是纯真的，应该
是挚笃专一，忠贞不二。爱情的忠贞与把爱人看成私

有的附属品是完全不同的事情。（５）自尊、尊重。爱
情是双方互敬的，自尊自爱与互敬互爱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６）热恋中的心理超常状态。由于爱情的强烈
体验，可使投入者的心理出现了不同于平常的特点：①
晕轮效应。像“情人眼里出西施”，此时个体的心理活

动发生变化，如只看到对方优点，夸大双方相似性，爱

屋及乌等。②去个性化效应。爱上对方，会为其强大
“磁力”所吸引，使自己失去个性，变得百依百顺。③
振奋———净化效应。爱情给人以力量，使人奋发向前。

④铭刻效应。恋人的形象通过价值体系的层层“审
查”进入内心深处，会占据整个心灵，打动人，使人铭

刻在心。⑤排他与嫉妒。只渴望对方把爱投给自己。
⑥爱的逆转化现象。恋爱不成，反目成仇。甚至是爱
有多深，恨有多狠。

１．４　人类爱情的多元性
从人类的重演进化的分析，证明性与摄取排放和

机体的其它需要都是密切相关的，即使我们从通常人

们所认知的性、生殖的概念去理解性，至少也有细胞水

平、器官水平和整体水平的不同，人类还特有脑性爱、

心性爱的不同，生理、心理的不同，意识、潜意识的不同

等等。而作为广义的性的概念就更具有多元化的特

点。众所周知，正是弗洛伊德首次提出了性多元化特

点的“泛性论”一说。，几乎所有的器官，都在参与性活

动，其实在性活动中，全身各系统各个器官的参与也是

众所周知的。

人类的性爱可以单独存在，两人可以保持久远的

性交往关系，得到性或性爱的满足，但称之不上人类的

爱情，即除了性吸引、性爱之外，还必须有情感。人类

的情爱是比性爱更复杂，进化水平更高，而且非常鲜明

的是跟人脑的进化、心理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基于生

理又明显超越生理，而主要是心理或精神，甚至是心灵

层面的一种体验。

爱情中的情爱：是友情、恋情和亲情。友情发展可

以升华为亲情或恋情，青梅竹马、同学、同事，尤其是＂
办公室恋情＂，旅途相恋等等，均有友情发展升华的过
程。事实上爱情中的情爱，最主要又是恋情和亲情，而

且这两情交织，缠绵，相互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爱情的方方面面。

２　人类爱情内涵分析

２．１　人类爱情内涵概观
为了对人类爱情包含着的方方面面，及其相互关

系有一个清晰概念，汇集归纳为以下“人类爱情内涵

分析示意图”，见图１。
２．２　原性之爱
与性相关的爱由生理性爱，脑性爱和心性爱组成，

源于动物的性吸引，人类同样有细胞水平（精子，卵

子）、器官水平（皮肤黏膜，口鼻腔，肛门尿道，性器官，

性敏感器官和其他与性相关的感觉器官）、整体水平

（两性身心的全面结合）的生理性吸引和性爱。有性

心理层面的人类所特有的脑性爱、心性爱。

尽管生理性爱不同层面的单一性行为，都能达到

性爱的体验或满足，例如口交、肛交、尿道刺激。性器

官的有效刺激，甚至是对性敏感器官的适宜刺激乃至

感觉器官接受的与性相关的信息，也都能产生性爱或

性欲求不同层次的愉悦感、满足感。脑性爱的任何一

种形式更然。

生理性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出现于性器官性欲的

霸权地位形成后，由各感觉器官、各性敏感器官，口鼻

腔、肛门、尿道的原始”欲望”，以及两个个体的全面结

合，共同参与有效协同了性器官性欲的表达，从而体现

最完美的人类生理性爱。

在完美的人类生理性爱的基础上，又有脑性爱和

心性爱的全面满足，则是人类原性之爱的最高层次，身

心欲求的最高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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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爱情内涵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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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恋情之爱
即恋情，人们常认为恋情应与性爱有关，不可否认

长期的性爱缠绵，自然就产生了感情，相互依恋之情；

然而也有长期保持性关系，而确实谈不上什么感情，只

有性（爱）吸引，而无强力的感情纽带。也有注重于精

神上情感上的依恋，而没有或很不注重性爱交流的所

谓精神恋爱。所以可以说，恋情与性爱既相关：中国人

旧时的婚姻就是先结婚（性爱）后恋（情）爱；也不相

关：有情爱而无（或淡漠）性爱。

恋情也可以在亲情的基础上产生或派生。儿子恋

母是基于母子亲情的过于浓重；女儿恋父，自然在有强

烈父爱体验的基础上产生；兄妹、姐弟相依为命，亲情

浓烈，依恋之情自生，于是形成了兄妹恋情、姐弟恋情。

恋情亦可以由友情而升华，青梅竹马，同学、同事

而成恋人者，大多先成为朋友，友谊发展了、深化了，很

自然产生恋情，而成为情人或夫妻。

友情深化发展，升华为恋情，有时也呈现出一些异

化现象，如与同性的友情，与老、与童、与兽、与物或与

自己等友情升华的恋情，会出现相应的异化，或者有异

常行为的学习，或有相似的环境或刺激因素的影响，会

有行为或性欲强弱上的变化，当然表中所列异化诸情

况，并不一定达到性变态的程度，此处主要是指在健康

范围内的变异。

２．４　亲情之爱
一般讲亲情应该是指有血缘关系的情感，因为婚

恋关系中有一种特别的亲情，我们称其为＂亲情替
代＂，在夫妻有了孩子以后，形成另一种特殊的亲情关
系，我们称其为＂血缘间亲情＂；人们也常认为非血缘
关系下也可以培养出亲情，如寄（抱）养子女与继父母

之间的亲情情感等，特设了一项非血缘亲情，可以是友

情的深化发展，也可以是爱情的延伸等。

亲情之爱中对婚恋影响最大的是血缘亲情，如母

子亲情、姐弟亲情、父女亲情等，加上相应的血缘恋情，

就会形成对婚恋有直接影响的相关的情感类型和相应

的＂亲情替代＂的心理需求。
例如母子亲情浓重，使子易产生恋母情感，培育了

子代的儿子型情感类型，使儿子在婚恋匹配中不仅需

要母亲型女友，而且需要从女友哪儿得到尽量完满的

生母之爱的亲情替代。

２．５　友情之爱
由于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尤其是同乡、同学、

同事，又有共同的价值观、理想目标一致、兴趣爱好相

投，更容易做上朋友，产生友谊，并不断发展、升华、深

化而带有恋情或亲情性质。或者发展为爱情关系，或

者终生朋友，酷似亲人。

２．６　友情、恋情、亲情之相关
友情可以发展升华为恋情或亲情，恋情和亲情可

以互为基础，也可以相互促进，还可以交叉、渗透，。在

婚恋中发挥着各自的，相互作用的，复杂，交错的影响。

三情共同构成爱情中之情爱，更有性爱、情爱的良

好互动，相互协调，不断提升爱情感受和体验。这才是

我们说的人类爱情的内涵。

也可以说人类爱情是原性之爱与恋情之爱和亲情

之爱的完满而有机的结合。通常人们习惯于把爱情中

的情爱专指恋情之爱。所以简化为把爱情的完满形式

理解为：爱情＋亲情的模式，或者是“性爱 ＋情爱（友
情、恋情之爱）＋亲情（之爱）”的模式。

３　对人类爱情实质的理解

做过长时间的婚姻咨询的人都会得到这样的结

论，真正的较真起来，“亲情总是大于爱情”，尤其是在

协调婆媳关系的时候，运用这个原则还是挺管用的，在

婆婆和媳妇都掉进水里的时候，应该说儿子都会先去

救母亲。现实婚恋中有些人爱得死去活来，因遭父母

反对，甚至决然与父母断绝亲子关系。但是一定时间

过去后，他们仍然会主动去关心父母，恢复亲子往来。

亲情和爱情应该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笔者在研究了人类婚史，在总结自己近三十年的

婚恋咨询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爱情的最完满的

模式：性爱＋情爱＋亲情之爱。性爱＋情爱容易理解，
如何还要加上亲情之爱。人类婚史有一段历史时期通

行血亲婚，王室内通婚，时至今日还有“表姊妹结婚，

亲上加亲”的说法。在恋爱咨询和婚姻分析过程中，

亲情像影子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爱情。甚至影响

人一生的爱情生活。

我们在《一见钟情》一文中，对导致一见钟情的

“爱之图”进行初步研究，亲情的重现是一见钟情的基

础，爱之图一般都是亲情最浓的亲人之图，现实中与爱

之图磨合的人就是当年亲人的替身，“亲人”（替身）的

重现，意味着亲情的重现，这种重现的亲情叠加在性爱

和情爱上面，就是最完美的爱情组合。

在人类爱情中的亲情，由于人类有乱伦禁忌，众所

周知的婚姻法中又都有明确规定：三代血亲之内不得

结婚。人类儿童有充分的时间足以建立其防止乱伦的

屏障，以及其他抑制机制，得到血亲不可通奸的道德印

象，在成年后性对象选择中，便排除其所爱恋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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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遇到跟乱伦无关的但又酷似亲人的性对象，不能

乱伦的道德（文化）屏障失效，从而实现爱情与亲情的

叠加组合，两情的满足，又有性爱高潮的参与，爱情的

体验无与伦比。

事实上，每个人在幼稚的年龄都有过亲人所给予

的最安全最幸福最快乐的体验，深深存在于他们的潜

意识之中，这种体验重现，又同时体验性爱和情爱带来

的巨大快乐，享受最完满的爱情感受。

可以说有爱之图的一见钟情，其实就是爱情 ＋
“亲情”的婚恋模式，只是它不是近亲，避免了遗传的

缺陷，而又是“近亲”，因为对象还是“亲人”，是自己真

正亲人的替身。这位类似自己最亲的亲人的替身，无

疑会让自己回归那美好的幼年受到亲人的疼爱、呵护，

自己有充分的安全、满足和愉悦感，而同时跟现时的恋

人在一起，又有了性愉悦的参与，那感觉真是又亲又

爱，幼年的体验和现时的感受叠加在一起，实现了“性

爱＋情爱＋亲情”，这一爱情最丰满的模式。
情爱的丰满是人类爱情的显著标志，人类性爱加

上友情、恋情和亲情之爱，就是人类真正的爱情，这其

中，强调情感类型的配合就是想在婚恋的匹配中找回

更多的亲情，找回来的亲情越多越浓，这爱情就越真越

浓，越牢固。

许多年前我们就提出了科学择偶，除了尊重我们

的文化、传统、生理、心理方方面面的“门当户对”的最

优匹配之外，首当其冲的是努力寻找“爱之图”，我们

真正的另一半———互为“爱之图”的一对。互为爱之

图的匹配模式是婚恋的最佳匹配模式。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寻找“爱之图”的婚介模

式，由南京爱之图婚姻咨询中心和南京都市心理咨询

中心联合南京几家婚姻介绍机构研究编制了“婚恋匹

配测试软件”，以期实现市际、省际甚至国际联网，联

手寻找具有“爱之图”的最佳配偶。并大力提倡科学

择偶的模式，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婚恋质量，进而提高

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睦，构建和谐社会。

４　人类爱情的发展

人具有生物属性，人类的性来源于生物的性，它同

样具有生物性的特点。人类具有精神属性，人类的性

也就具有了超越于动物的精神属性。

人具有社会属性，人类的性也就具有了显著的社

会学特征，受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的制约。人类的性，

融“性”和“爱”为一体，达到新的升华，使人类的性更

超越于动物。人类的性具有社会属性。人生活在社会

中，两性之间的性爱也就不可能是纯动物的性交往关

系，而是一种带有生物和社会双重意义的复杂关系。

它具有生物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人是有情感、有思维、

有理性的动物，实际上性爱本身也是男女之间的社会

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人类两性的结合和性欲的满足

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

象，必然受文化的制约，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得以实

现。人类具有与文化相适应的性伦理道德和姓美感。

人类能把自然性欲跟各种精神过程和文化传统交织在

一起，从而使人类的性爱不仅是双方的生理需求，更是

男女双方心理的融合。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

类能不断用自身创造的文化成果丰富、深化两性关系

的内涵。人能创造美，把性爱艺术编织进生活，使人类

的性爱具有特殊的美感。

人类在两性相爱的过程中，虽然对对方的形体美、

风度美较为关注，然而更为注重的是对方精神世界的

丰富内涵。对于一个心理素质健康的人来说，只有当

他的感受和体验到性爱对方得到无限的满足，并又证

明对方的满足是由他给予的时候，他自己才会感到充

分的满足。只有两人在社会允许的情况下同时体验性

交往的肉体快感和最大限度的精神满足的时候，性交

往往才能成为人类爱欲的最高形式，可见人类的爱情

既是生物性的结合，也是动物性爱的升华，更是人类所

特有的精神世界更为广泛的爱和情的结合。人类利用

性行为的这一古老的形式作为联系的纽带，在双方爱

情无私奉献之中，共享人类性爱的乐趣和情爱的真谛，

共同体验爱情的力量和人生的价值。

性爱进化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人类情感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人们普遍地着力追求的幸福，现代人类早已

超越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把性爱的原始

生物学目标—生殖繁衍淡忘了。正常性爱和性行为不

仅标志着也大大促进了性爱双方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

康。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性爱给双方带来的巨大的身心

愉悦，那灵肉结合的、欲神欲仙的极乐体验，享受性爱

的快乐和情爱的满足成了人类最为重要的一种追求。

享受婚姻、享受爱情、享受天人仁之乐的生活。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都心甘情

愿以生命的代价去追求爱情，足以说明性爱和情爱在

人类生活中，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纵观人类性

爱和婚姻发展的历史，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人类性爱受

社会的和文化的制约、调节，甚至是一种扼杀。现代人

类要努力摆脱人类爱情发展的一切不利因素，让人类

爱情向着健康文明的方向不断发展，让更多的人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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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受真正的人类爱情生活。

正是爱情把相爱的两个人凝结在一起，爱情不仅

仅是一种吸引而是一种粘合，把两个人粘合成为一个

新人，一对无法分开的夫妻。夫妻的这种粘合力，除了

强大的性吸引、性爱吸引更有感情的互为一体、相依相

伴的巨大凝聚力。爱情的另一半，也是爱情更重要的、

远远超越于性爱吸引力的另一种力量———情爱的凝

聚力。

为救战友而可牺牲自已，为恋而殉情者司空见惯，亲

情之爱又更博大而深远，三情结合的爱情自然更超越，更

为坚而不摧。情的发展自是爱情发展的重中之重。

亲情、恋情决定了一个人的情感类型、情感表达和

情感适应的方方面面，情感类型的契合，决定了情感表

达和情感接纳的匹配，也影响亲情替代的满足和性爱

恋情之爱的享受。这无疑提示我们，构建完满的爱情，

不仅要关注性爱的强弱，更要关注情爱的品质，要认真

做好爱情分析，细心做好情感的搭配，关注不同情感的

互动和性爱情爱的互动，还要考虑影响爱情的方方面

面的外界因素，科学择偶仍是事关重大。恋情的提升、

亲情的培养和深化，又是婚姻磨合、婚姻建设中的重要

方面、重要策略，也是具体的技术技巧，不仅要宣传普及

相关知识，更需要广大婚姻分析师积极参与和科学指

导。人类性爱和人类情爱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人类爱

情不断趋向于她最完满的模式———性爱＋恋情＋亲情
的模式。在爱情中，不仅有人类性爱的满足，更有包括

亲情之爱的所有情感的满足，人们真正是“娶了妻子忘

了娘”，住进了伊甸园，一生享受人类的爱情生活。

同样，人们也会把相爱的两个人看成是以爱情粘

合在一起的一位新人———男女结合体。甚至再也不能

用社会学家的目光，把“他她”看成是相互独立的两个

人，还只适用社会学原理。而应该把“他她”看成是一

个被爱情全方位牢固粘合在一起的新人，似乎更适用

个体心理学原理。或者至少是两个学科的边缘（结

合）：“个体社会心理学原理”。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研

究爱情，鼓励人们大胆寻找、享受人类真爱，人类的爱

情和婚姻才会有真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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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伦常思想与秦汉

时期的婚姻家庭”（ＱＷ２００９０７）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　举（１９７３－），男，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先
秦、秦汉史研究。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１．０８．０１４

·性社会学·

秦社会对性违法宽容的民俗学解析

刘　举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等出土资料中涉及性问题的内容，反映了秦社会对性问题的法律规范情况，但
在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秦社会中却仍有大量性违法现象存在，且并未受到应有的处罚，这有悖于秦的法治原则。

但我们改换一下视角，从民间习俗和道德风尚方面考虑，就会发现社会的价值取向影响了这一方面的司法实践。

【关键词】秦社会；性违法；民俗；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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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性
可以扰乱社会结构，破坏社会身份，解散社会团

体。”［１］这说明性问题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处理的好

坏往往成为能否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因此，每一文

明社会无不对之加以规范，秦也不例外。《史记·商

君列传》载：“始秦戎翟之教，父子兄弟同室而居，今我

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

息者为禁”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可见，秦自商鞅变法

后加大了对性问题的法律规范，但由于传世文献资料

记载有限，语焉不详，我们仅略知其大概，近年来地下

资料不断出土，极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使这一问题逐

渐明晰起来。

１　从出土资料看秦社会对性问题的法律规范

１．１　禁止重婚
睡虎地秦简有两条简文与此相关：

《法律答问》５３７简有“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
亡，相夫妻，甲弗告请（情），居二岁，生子，乃告请

（情），乙弗弃，而得，论可（何）
$

（也）？当黥为城旦

舂”。

《法律答问》５３８简有“甲取（娶）人亡妻以为妻，
不智（知）亡，有子焉，今得，问安置其子？当畀，或入

公，入公异是”。

前者说明为人妻而逃亡并再婚要黥为城旦舂，与

之结婚者知情不报与同罪。后者似乎表明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与为人妻而逃亡者结婚生子可免予处罚。

张家山汉简与之相类的有三条简文：

《二年律令·亡律》１６８简有“取（娶）人妻及亡人
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娶）及所取（娶），为谋（媒）

者，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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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谳书》案例四３０、３１简有“律：取（娶）亡人为
妻，黥为城旦，弗智（知），非有减也”。

《奏谳书》案例二十一１９２简反映的是汉初情况，
所依据法律称“故律”，当为秦律，有“夫生而自嫁，及

取（娶）者皆黥为城旦舂”。

可见，汉律继承了秦律对重婚当事人的处罚，不管

知情与否皆黥为城旦舂，并对提供帮助的为谋（媒）者

处以同刑。

１．２　禁止和奸
《唐律疏议·杂律》诸和奸条疏“谓彼此和同者”，

是指非夫妻关系的男女双方自愿的性行为，当事人可

以是已婚，也可以是未婚，与现在通常所说的私通、通

奸类似。睡虎地秦简有两条简文与此相关：

《法律答问》５４３简有“甲、乙交与女子丙奸，甲、乙
以其故相刺伤，丙弗智（知），丙论可（何）

$

（也）？毋

论”。

《封诊式·奸》６７５简有“某里士五（伍）甲诣男子
乙、女子丙，告曰：‘乙丙相与奸，自昼见某所，捕校上

来诣之’”。

前者是说甲与乙因争风吃醋斗殴致伤，虽因和奸

而起但处理的重点不在奸情上，故无法确定和奸如何

处置。后者是说乙与丙和奸被士伍甲发现而将二人戴

上刑具，送到官府，可以确定和奸之事是被禁止的，如

何处置不明。

张家山汉简与之相类的有两条简文：

《二年律令·杂律》１９２简有“诸与人妻和奸，及其
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

《奏谳书》案例二十一１８２简有“奸者，耐为隶臣
妾。捕奸者必案之校上”。

二者处罚不同，后者所依据法律称“故律”，当为

秦律。由此可知，秦时和奸当“耐为隶臣妾”，而汉时

当“完为城旦舂”，并对触犯此法的官吏加重处罚，体

现了注重吏治的理念。“耐为隶臣妾”较“完为城旦

舂”要轻，说明汉初对“和奸”的处罚比秦时要重。

１．３　严惩强奸
《晋书·刑法志》对强奸的定义是“不和谓之强”。

强奸用现代刑法学的概念解释即指违背妇女意志，使

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女性发生性行为。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４４５简有“臣强与主奸，可
（何）论，比殴主”。

现有秦律中还没有奴殴主处罚的条文，根据王彦

辉师的研究，西汉时“奴婢的刑事责任相当于父权家

庭中的子女”［２］，因此我们可以比照子女的处罚来确

定奴婢的法律责任。

张家山汉简中有两条简文与之相关：

《二年律令·贼律》３５简有“子牧杀父母，殴詈泰
父母、父母、

%

（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

孝，皆弃市”。

《二年律令·贼律》４０简有“妇贼伤、殴詈夫之泰
父母、父母、主母、后母，皆弃市”。

据此可以推定，汉时奴婢殴主当弃市。《二年律

令·杂律》１９３简有“强与人奸者，府（腐）以为宫隶
臣”。宫刑是仅次于死刑的肉刑，并附加有收为隶臣

的徒刑，这是强奸地位相近的人的刑罚，以下犯上，罪

加一等是非常正常的。由此，秦时强奸罪至少要处宫

刑，男奴强奸女主人应处弃市或其他死刑。

１．４　严惩乱伦
乱伦是指有较近血缘关系及拟制血缘关系男女之

间的性行为。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５４２简有“同母异父相与
奸，可（何）论？弃市”。

同母异父是半血亲的关系，同父异母与之类似，比

之更近的同父同母、母子、父女为完全血亲关系，处罚

应当相当或更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杂律》１９１
简有“同产相与奸，若取（娶）以为妻，及所取（娶）皆弃

市。其强与奸，除所强”。“同产”指同父的兄弟姐妹，

“同产”相与奸或结婚在定罪量刑上与秦律大致相同，

并对被强迫者免予处罚，体现了注重主观意愿的理念。

与血亲配偶为拟制血亲，男子与后母、父祖妾、御婢等

的奸情及父祖与子孙之配偶的奸情律无明文，当比照

血亲奸情进行处罚。

兄弟与兄弟配偶的奸情，叔伯兄弟与叔伯兄弟配

偶的奸情，侄子与叔伯配偶的奸情及叔伯与侄子配偶

的奸情等由于资料缺乏，秦律如何处置不明。张家山

汉简《二年律令·杂律》１９５简有“复男兄弟、孝（季）
父柏（伯）父之妻、御婢，皆黥为城旦舂。复男弟兄子、

孝（季）父柏（伯）父子之妻、御婢，皆完为城旦舂”。

“复”，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释为“报”，《毛诗正义·邶

风·雄雉》孔颖达疏引服虔云：“淫亲属之妻曰报，汉

律：淫季父之妻曰报”，可见与较近血缘关系亲属配偶

的奸情皆可称为“报”，即“复”，均在严惩之列。

睡虎地秦简中涉及性问题内容虽不是很多，但已

可看出秦律对性过错进行规范的大致情况，借助张家

山汉简的资料，基本可以确定秦社会对性过错立法已

颇具规模。

２ 法律规范对性过错的约束力

秦社会对性问题的法律规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于改善秦贞节观念淡薄、性行为随意起到了一定作

用。《荀子·强国篇》曾对此做过评价，“入（秦）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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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为秦相

的楚人李斯亦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

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３］但我们也不

能过高估计其效果，因为在秦社会中仍有大量性违法

现象存在，而且并未受到应有的处罚。

在上层社会，《战国策·秦策二》载：“秦宣太后爱

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

殉。’”《史记·吕不韦列传》亦有“秦王（政）年少，太

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

吕不韦恐闻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禣以为舍人

……太后私与通，绝爱之”等等。两位太后身为国母

而淫行昭著，吕二人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主政

者，没有成为遵纪守法的榜样，反而成为伤风败俗的典

型，影响所及可想而知。

在中下层社会，人们一般认为睡虎地秦简《日书》

反映的多为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其中有“取妻，妻不到

以（已）生子”［４］，说明当时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现

象并不少见。《史记·高祖本纪》毫不隐讳地说：“高

祖为人……好酒及色。”《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亦载：

“齐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

氏。”刘邦身为泗水亭长，作为秦的下级官吏，职责为

司奸捕盗，但却知法犯法，并未受到处罚，时人也无甚

非议。再如汉高祖薄姬的父亲“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

魏媪通，生薄姬”［５］。陈平早年也有“盗其嫂”的传闻，

这种乱伦行为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在禁止之列，但其却

逍遥法外。《史记·蒙恬列传》“索引”云：“（赵高）父

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

不难看出，秦社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一般官吏平

民，甚至奴婢刑徒在性关系上都是很随便的。这些见

于记载的事例大概仅为冰山一角，当时社会中性违法

现象恐怕相当普遍，著史者对此或许司空见惯，以为无

关宏旨，若非特殊需要，多阙而不录。这从睡虎地秦简

《语书》也可得到证明，该文件是秦王政二十年（前２２７
年）南郡守腾发的一篇告示。其中有“凡法律令者，以

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

善
$

（也）。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

（?）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
$

（也），而长邪

避（僻）淫失（?）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可见，

秦社会民风淫?，官方虽三令五申，但却屡禁不止，显

得无可奈何。显然秦社会运用法律规范性问题的效果

大打折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普遍现象。《商君书

·赏罚篇》强调的“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

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反映

了秦社会所倡导的法治原则。但这在性问题上并未体

现出来，怎样解释这一奇怪现象呢？

３　性违法现象大量存在
并未受到应有处罚的社会原因

　　３．１　从传统习俗上看当时社会对性本能的尊重
与理解

战国至秦代去古不远，婚姻制度并不严格，尚处于

发展、完善之中，保持着许多原始社会的风貌。先民的

性崇拜、群婚等传统习俗的影响仍然存在，男女交往比

较自由，发展进一步关系比较容易，并有许多习俗上的

保障，上巳节习俗就是明证。这天人们于水滨祓禊，即

通过沐浴除掉一年的疾病与晦气，并祭祀高?（古代

主婚姻与生殖的神仙），以求婚姻幸福和子孙满堂，接

下来就是一般性的民间娱乐集会。实际上是社会在这

特定祭日对性开禁，在祭祀之后，人们在神的启迪下在

水边自由野合，大肆淫乐，以实现祛病祈祥、人丁兴旺

的愿望。

向以强调婚姻家庭伦理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儒家对

此也毫不讳言，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儒家经典《周礼》

在《地官·媒氏》中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

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儒家承认

这种有悖其社会伦理纲常的现象，并心平气和地记而

述之，说明在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下，私奔野合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道德的允许和制度的保护，绝对不像后世那

样被看做不光彩行为而难以启齿。其他各家著作对此

亦有所反映，如《列子·汤问篇》载：“男女杂游，不媒

不聘。”《墨子·明鬼篇》亦云：“燕之有祖，当齐之社

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

也。”可见，当时各国均有为男女相会提供便利的场

所，这里虽未提到秦国，但就实际情况推论，秦也存在

这样习俗应无疑问，从后世发生于秦故地的事例中也

可得到证明。《史记·外戚世家》载：“武帝初即位，数

岁无子。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十余人，饰置其家。武

帝祓霸上还，因过平阳主。”这时去秦虽已近百年，但

流风余韵却不曾止歇，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情形。

英国著名性学家霭理士说：“大多数人，无论男女，

是单婚而兼多恋的。”［６］这说明人的性本能倾向于多恋，

即期望与多个异性发生关系。“人类性爱史和性心理学

家研究都表明：人的性本能只能加以合理的引导，而不

能过分的压抑。”［７］一年一度的“中春之会”是当时人们

对远古纯朴的性风俗的继承，是人本性和真情的流露，

体现了对性本能的尊重和理解。在“奔者不禁”的年代

里，出现一些性违法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３．２　从少数民族的影响和社会现实看秦社会道
德风尚

从受封立国，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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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狄）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史。《史记·秦本纪》中

与秦发生关系的少数民族就有西戎、犬戎、荡社、亳、

芮、彭戏、冀、小虢、茅津、大荔、义渠、绵诸等十多种。

“独特的历史和与西部少数民族既共存又斗争不已的

地理人文环境，决定了秦必不可少地受到这部分少数

民族文化和风俗的‘熏陶’……大伤风化的现象和行

为比比皆是。”［８］春秋霸主晋文公重耳在入主晋国之

前，流亡至秦，纳侄子子圉（晋怀公）弃妻怀嬴为妾，当

与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

之”［９］习俗影响有关。进入战国后秦戎狄之风犹存，

《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

乱，有二子。”贵为一国之母的太后尚且如此，那么官

僚贵族、平民百姓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战国至秦一直争战不休，在局势动荡的情况下，人

们一般不在意道德修养，而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和享受；

对于统治者而言，注重的则是才能学识，而非德才兼备。

陈平降汉之初受到重用，引起周勃、灌英等人的妒嫉，于

是便向刘邦揭发其在家时与嫂通奸，现在又接受诸将的

贿赂的劣行。为此刘邦责问举荐陈平的魏无知，无知

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楚汉相距，

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

又何足疑乎。”［１０］汉高祖恍然大悟，对陈平信而用之。

三国时曹操《举贤勿拘品行令》与此如出一辙。

秦社会生活中，性观念开放，人们并不忌言性爱。

《战国策·韩策二》载秦昭王母宣太后在会见韩国使

者时说：“妾事先王日，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固不去

也，尽置其身于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利

焉。”在外交场合以性爱动作喻言国家之“利”，于史绝

无仅有。降匈奴的韩王信在信中亦曾以性功能障碍为

例言事，“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

不可耳。”［１１］此话虽为汉初之语，但就其观念形成而

言，当在秦时。宣太后与韩王信的话绝非偶然，实为当

时社会道德风尚的真实反映。在这种社会现实与道德

风尚影响下，一些人在性问题上出轨也就不可避免了。

３．３　从民俗的发展规律看秦社会性风俗变化
“民俗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

间社会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

进行世代相袭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１２］简

言之，就是民间风俗，它是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行为准

则。“民俗的传承性，主要表现为在传播过程中内容

和形式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许许多多的民俗现象，

它的产生是很早的。之后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一次

又一次经历十分复杂的变化，但就其核心和‘母题’部

分，却依然顽固地保留着，而且形成比较固定的形

式。”［１３］性风俗文化作为民俗的一个方面，其发展变化

也要遵循民俗的规律。如先秦就已风行的上巳节性自

由遗风，直到解放前在秦故地仍然存在。“陕西临潼

县行者乡的娘娘庙，每年三月三为‘单子会’。附近地

区汉族不育妇女可以赴会。赴会妇女身上揣一个布娃

娃，可以在外留宿一夜，甚至野合也不会受到社会舆论

的非难。”［１４］这时去秦已经两千多年，可见，民俗的影

响是多么深远，演变是多么缓慢。

运用法家思想灭掉六国的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

更加迷信法的作用，试图依靠法律实现性问题上的移

风易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会稽刻石，其文曰：“饰省

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

薭诚。夫为寄（公猪），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

母，咸化廉清。”［１５］对此，林剑鸣先生曾做过评价：“可

见，这些刻石内容都是有针对性的，其中倡尊‘礼义’，反

对‘淫?’，正是秦王朝统一后端正各地风俗的一个重要

措施……从秦刻石的内容可看出：秦王朝将端正风俗同

灭六国相提并论，其重视程度由此可知。”［１６］但重视不

等于就取得好的效果，孙晓先生在谈到秦始皇刻石时指

出：“这些禁令对男女贞节要求是十分严格的，然而与之

相反，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中看到，越讲贞节的时代越

是社会不贞节的时代。”［１７］“思想文化的强令统一是不

可能持久的。要去除人们头脑中既有文化观念，决不是

行政手段能够奏效的。”［１８］“想要改变一种风俗，唯一的

途径是先改变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共有意识，而改变共有

意识的最好办法是教育。”［１９］秦始皇违背民俗的发展规

律，强制改变民俗，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甚至适得其

反，不可能消除大量存在的性违法现象。

４　结　　语

秦社会对性问题的法律规范就其方向而言无疑是

正确，体现了文明与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戎狄

之风渐泯，男女关系日渐严肃而有别的发展趋势。但

由于民间习俗和道德风尚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社会生

活中仍有许多人在性问题上违法乱纪。从社会实际情

况总体上看，秦社会贞节观念不强，非正常性关系普遍

存在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观。“性规范的确立既要考虑

本国的文化传统，又要照顾人的性爱本性，既采取适中

的方式，不要走极端。”［２０］显然，用强制手段违背人性去

改变性风俗是不可取的。“人的性观念、性行为与各民

族的文化传统关系密切，各民族性法律的制定也必然要

考虑本民族的传统习惯和价值取向。”［２１］作为生活在社

会中的个人都免不了受到民间习俗和道德风尚的影响，

性违法当事人如此，国家的执法者也概莫能外。离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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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习俗和道德风尚去考虑政策法律的效果，往往难以作

出合理的解释，民间习俗和道德风尚与政策法律是相互

影响相互渗透的。明白了这些，对于秦社会一方面对性

问题的法律规范日渐完善，另一方面却有大量性违法行

为存在，在性问题司法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律

重刑轻情况普遍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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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婚前性行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对性病的认识

更是少得可怜。因此，社会和学校要加强性病、艾滋病

的宣传和教育，增强预防意识，避免给自己或他（她）

人带来伤害，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越来越健康，越来越

兴旺！

４３５　创新教育模式，提高教育效果　为了提高
青少年学生性生理知识水平，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

观，认识有责任的性行为的重要性，必须社会、家庭、学

校三位一体，形成强大合力，进行有针对性、有实际价

值意义的青春健康的宣传教育。政府有关部门务必尽

起责任来，构建青春健康教育体系，形成青春健康教育

的网络。家长也应通过与子女的沟通，适当、适时、适

度、正确进行婚恋指导。学校更应成为对学生进行青

春健康教育的主阵地、主战场。我校采取“八方”切

入、“八面”结合的教育形式，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其主要内容是：从培训内容切入，把青春健康教育与学

生实际相结合；从培训方式切入，把ＰＬＡ方法（即小组
讨论、交流的同伴参与式方法）与多种方法相结合；从

研究性学习切入，把青春健康教育与研究性学习相结

合；从教学渗透切入，把青春健康教育与相关学科教学

相结合；从心理健康教育切入，把青春健康教育与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从家长学校切入，把青春健康教

育与多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相结合；从多角度切入，把

青春健康教育与学生喜闻乐见的各项活动相结合；从

科研课题切入，把青春健康教育与教育科研相结合。

通过“八方”切入、“八面”结合，让每一个参与者的主

持能力得以发展和提高。实践表明：这种“八方”切

入、“八面”结合的学生青春健康、性健康教育模式，是

一种较为有效的创新的教育模式，它正在并将呈现可

喜的效果。

５　结　　论

探索农村中学青春健康教育是改革和发展农村中

学教育、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鉴于我国青春期

教育起步晚、起点低，一直停留在“生理卫生”、“性生

理”教育的较低层面上，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缺乏

必要的、实际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指导，致使青少年学生

在性生理、性心理等方面存在较大误区。因此，如何在

农村中学有效地推行、普及性及生殖健康教育，推动青

春健康教育向纵深发展，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掌

握青春健康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做出健康、安全、

负责任的性行为，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社会、

学校、家庭三方合力，共同负责，为广大青少年健康成

长撑起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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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当“性”忘记了爱
———消费社会中的性伦理与解放

杨　柳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上海 ２０１７０１

【摘　要】福柯认为，性是任何权力都不能忽视的对象，性成了各种毛细孔状的话语的聚集之地。但是，目前慢慢映
入人们的话语世界和实践系统的一夜情，又引发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在一夜情中，展现了性的独立性存在的

一面，性就是性，我们看到人的身体和情欲的自主性提高，这样的性看似逃脱了权力和金钱的侵蚀，由此，人们看到了一

丝“解放的曙光”。但是，一夜情又被享乐主义所充斥、所支配，“为性而性”虽然没有任何因素附着，同时也正是因为没

有任何因素附着，导致“关系”意义丧失，恐怕也仅仅是一种解放的幻象。

【关键词】一夜情；性解放；关系；性欲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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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通常倾向于从人际关系的意义上认识性的本
质。“在消费社会，我们与性的关系和我们与其他任

何事物的关系之间具有一般性”［１］，我们看到了具有

更加丰富蕴涵的性的存在形式。性是以欲望形式存

在，它也突破了其表达亲密、爱情、快乐、生殖等功能，

而各种金钱等利益因素更加精致地添加在了性的身

上，从而逐渐成为其内在本质的一部分。符号形态的

性一方面成为大众传媒拉动消费的隐喻的手段，另一

方面还表现在“一切性欲都是从实体中摆脱了出来而

成为文化消费的材料”［２］。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成为

流行文化消费的对象和载体。

１　受约制的性：权力和金钱的浸润

性就像性别一样，也是政治的。它被组织在权力体

系之中，有关性问题的争论也处在整个现代社会权力运

行的中心。福柯早就说过，一个在性方面完全没有约束

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它也受到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和盘根

错节的权力关系的制约。因此，性即使到了现代社会，

也仍然要在各种话语体系中存在，有医学的、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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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众文化的、政治的，同时习俗、道德和舆论等仍然

对性发挥着控制功能。在这些话语体系中，国家在其中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通过其立法和法律程序的作

用，规定了允许和不允许、纯洁和猥亵的范畴。通过其

与道德规范力量（从教会到医学）的相互依存关系，国家

制造了性观点的气候。”［３］对于中国来说，国家权力对性

的掌控，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性”被过

分的社会化，性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领域，权力对性的

掌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掌握到“无”，以一

种“缺席在场”的状态存在。

当时间推演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时，在市场
化和消费主义的引领下，“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不

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

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４］。由此，

我们看到利润成为性符号追求的目标，性成为资本运

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当今社会，‘肉体’的性质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是宗教中需要救赎的‘肉

身’，不是生产中的‘劳动力’，也不是与生理学相关的

欲望和性，而是一种在交换价值支配下的色情形式，也

可以成为美丽资本。”［５］性正在失去其本来面貌，原来

意义的那个带给人情感、心灵震撼、亲密关系、让人脸

红心跳的“性”，正逐渐在“性”的市场化运作中变得如

此寻常并逐步黯淡。此时的性和商业都与传统的有所

不同，“在越来越按照商业化并工业化了的物品及信

息来评估性欲的同时，物品及信息偏离了它们的客观

合理性，而性欲也偏离了其膨胀的合目的性。”［６］

在当今中国，随着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展，个人的

权利和自由余地加大了，国家政治权力对性的控制弱

化了，但是家庭婚姻等社会组织对性的控制依然，同时

还有一种无形的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来了，财富机

制又伸入其中，性陷入另一种控制模式中。这样性陷

入两种不自由：在消费主义到来之前，性主要由权力控

制着，是不自由的；在消费社会来临之际，性可说、可看

甚至可做了，看似性自由了，泛化了，实则陷入了另一

种更大范围的控制结构中。从这种意义上说，性仍然

是不自由的，逃脱了一种决定性却又被束缚于另一种

决定性中。性附属于政治中、经济中、感情中、婚姻中、

家庭中、男女关系中、生殖中、医学中、道德中，性成了

各种毛细孔状的话语的聚集之地。这是性的宿命，永

远没有单纯的快乐和幸福。

２　身体的情欲自主：“解放”话语下的性

但是，目前慢慢映入人们的话语世界和实践系统

的一夜情，又引发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在

一夜情中，展现了性的独立性存在的一面。性就是性，

一夜情的践行者不问对方姓氏名谁，那些关于个人的

社会身份属性的信息在两个肉体的快乐中都显得微不

足道，被遮蔽掉了。性，可以不再在“爱情”的名义下，

不再在婚姻的制度许可范围内，可以没有责任，可以不

将两个人的未来捆绑在一起，可以不考虑忠诚、道德和

关系，可以不必强求心灵和精神，可以没有任何功利的

想法和金钱的交换，同时可以不考虑性和生育、性和社

会稳定的关联。性似乎正在回归本源的目的，成为人

们身体快乐的源地，它简单、直接、纯粹，快乐变得唾手

可得。

近千年来，人类都在性压抑中生活并苦苦挣扎。

一方面，自然欲求和生育后代的需要使人们离不开性；

另一方面，性的负罪感和神秘感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

人的性心理以及生活变得几乎处于病态。但是，从一

夜情中我们看到人的身体和情欲的自主性提高，身体

的归属权进一步明晰了，作为个体的身体，绝不是仅仅

停留在话语层面上的口号，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

自己的身体实践。“在生活方式的超市上，个体有能

力从众多精心包装的知识体系中进行选择。个体对成

就、幸福和终极生活价值的感知，被置身于这样一个私

人领域，‘人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和决定如

何处置自己的时间、家庭、身体和上帝’”［７］。身体的

感受在生活中的地位提高，人们可以相对比较轻松地

满足自己的欲望，不必付出惨重的代价了，犯罪感和负

罪感在人们心中也渐渐的淡化了。也正如威克斯所

言，“尽管争取更加人道、更加宽容的性秩序的努力确

实受到了许多挫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重要性越来越
为人们所承认。”［８］

人的身体和情欲自主性的提高，使得身体和性作

为资本成为可能，可以商业化地运作，为人们提供利益

甚至利润，从而可以顺利地兑换成生活资料。虽然，这

种途径并不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甚至遭到鄙视，但不

可否认的是，性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作为资本的一种形

式实现了最大的“价值”。尽管这里的问题很复杂，涉

及到男权文化的复杂历史背景，这样说，甚至会被某些

女性主义者反对，但其行为的结果无法否认。没有身

体和情欲的自主化，性作为一种资源和交换的媒介，其

价值就很难得以实现。

对性的虚伪、偏见和扭曲现象在现代社会性与消

费相关联的现象中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消除性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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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罪感和神秘感。在两性的交往和性生活的认识

上，人们逐渐认同“性是自然的、正常的、正当的，不是

什么污秽之事，不必为此害羞或故意回避”，逐渐地从

“性禁锢”、“性压制”和“性压抑”中走出来，人们从对

性的高度焦虑、恐惧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对

在传统的贞操观念影响下的女人来说，更有意义。

“妇女已特别赢得了性自由，不管这种性自由仍然多

么不全面，但与几十年前的情况相比已是非同寻常了。

不管还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和扭曲，但已出现较开放的

关于性的对话了，实际上整个人口都卷入了这种对话，

这是前几代人所无法想像的。”［９］由此，性行为变得相

对自由，出现了个人价值的自觉，性观念与自由价值的

实现联系起来。

３　忘记爱的性：解放的幻象

从一夜情中，我们看到身体的归属权的明晰和情

欲的自主性，那么，情欲自主是否就等于性解放，或者

人们至少由此看到了一丝“解放的曙光”，这是一个需

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性解放’这个词起初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

现的，那时是对封建神学和禁欲主义的挑战，对社会进

步有积极影响。在 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西方国家的
‘性解放’运动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抨击了传统的

男权社会。但是西方的性解放也带有消极的一面，它

片面强调了个人情欲的充分满足和绝对自由行为准则

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１０］在我国，女性虽然在

一夜情中，从理论上说，不再作为性客体和性载体的身

份出现了，在有些女性身上，在一夜情中得到的除了身

体的愉悦外，还有吃亏感。这说明对于女性来说，也并

非真正的解放和自主，这种“非解放”的结果更多是因

为文化的惯习给予女性的一种心理的不平衡感。可

见，性解放的实现绝不仅仅是性领域中的事情，也绝不

仅仅是个体的事，而是关涉着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领

域的问题。

人有多种需要和属性，有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

性领域中的某些现象忽视乃至取消了人们更多的非物

质性，如安全的、情感的、尊严的、审美的和自我实现的

等等，使得人类本质上的多维性被简化为物质或肉体

的占有和消费这一单维性。在一夜情中，性更多地成

为肉体欲望的释放，性与未来、精神以及人际关系的纽

带断裂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单一、单纯，不像从前

能够发生性关系的两个主体的互动是多重的。性在此

时是孤立的，不是作为爱的构件而存在的，而更多地成

为表达人的物质属性（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

明，各种非物质关系特别是情感关系在此显得微不

足道。

性的主流模式总是倾向于带来生殖和某种人际关

系，但是，在消费社会中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受到冲击。

比如，一夜情中的性，是一个没有语言、没有内心交流，

将对方虚拟化，“关系”缺场状态下的性，最终导致“关

系”意义上的性的丧失。

在一夜情中，两个行为主体的关系仅仅是一种肉

体关系，人的社会性信息的作用淡化了，存在的只是当

下的时间，彼此消费着对方的身体给自己所带来的愉

悦和某种生理和心理体验。剩下的只有性，甚至不能

说是性关系。因为“性关系并非只指性，其含义要比

性广泛得多。人们可以享有一个满意、有益的性关系

而没有性活动———甚至没有也可以。频繁的性活动，

或是有多个性伙伴，这些未必能给人带来幸福和性关

系。‘为性而性’反倒会损害关系。”［１１］性能确立一种

关系，更能打破一种关系。既然一夜情中的性不具有

“关系”意义上的性的内涵，那么，期望通过这种性活

动以及活动过程中的肉体的亲密去驱走人际的疏离

感，寻找亲密的感觉，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仅仅是一种

仿亲密而已。也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消费社会的

引导下，性不断地被用来掩饰人类之间的疏远。我们

用肉体的贴近来掩盖人情的离异，但却无济于事。两

个人之间真正和谐的情感接触可能与肉体的接触有某

种联系，甚至可以来源于肉体的接触，并反复地以这种

接触作为验证，但这两种接触毕竟是两回事。”［１２］

另外，对于整个行为群体来说，无论男性女性，以

一夜情和熟人性伴侣、网络性爱等为表现形式的性行

为，随意地摆脱禁忌和约束，更容易地发泄冲动，实践

早已被中产阶级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

这样的性看似逃脱了权力和金钱的侵蚀，但实际上也

很难说是情欲自主的，因为又被享乐主义所充斥、所支

配。“为性而性”虽然没有任何因素附着，同时也正是

因为没有任何因素附着，导致“关系”意义丧失，这样

“头部清醒的人很快就会觉得这是关系的失败，会将

之视为失去自己统一性的潜在危险”［１３］。

可见，即使没有任何因素附着的性，恐怕也仅仅是一

种解放的幻象。这不得不使人陷入沉思：什么意义上的

“性”才是好的，才具有解放意义。不过，这似乎不是社会

学研究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恐怕要求助于哲学了。

（下转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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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

构建性趣摄影流派的理论探索

陶　林

深圳市性学会，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２８

　　在广州第二届性文化节（２００４年）上，笔者应大会
之邀做了题为《毕加索、达利和德尔沃艺术成就与爱

情生活的性学分析》的学术报告，出乎预料地反响强

烈，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深圳市性
学会正式成立，同时深圳市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教育基

地也正式对外开放，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席小

平司长和广东省人口计生委张枫主任亲自参加成立大

会并剪彩。教育基地的英文名称是性与生殖健康吧，

被记者简称为“性吧”加以报道后，名噪一时。在英文

版的中国日报也报道了“性吧”之后，ＢＢＣ广播电台和
电视台、意大利电视台和路透社等都采访过性吧，连越

南共产党的报社也专程前来采访。他们看重的是能够

在时尚的咖啡厅里为民众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提

供免费的避孕药具。我们将全国（广州）性文化节上

的“学术报告”作为“性吧”布展的主题，宣传画的口号

是“与毕加索上网喝咖啡”，这种休闲的教育模式成为

与民众联系的纽带，媒体人士称道“计划生育的宣传

有了品味和格调”。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人口
计生委张枫主任的《性文化建设概论》正式出版了。

其中阐述性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为人本原则、时代原

则、科学原则和伦理原则四个方面。他指出通过性文

化建设，培育科学、文明、健康的性文化，有利于文化大

省的建设。他进一步指出，弘扬先进的性文化有利于

促进个人成长、有利于家庭和谐、有利于社会稳定、有

利于提高品味。作为基层单位如何参与性文化建设

呢？受到把形象艺术引入计划生育的良好影响的启

发，在深圳市２００９年筹办第三届性文化节时，我们提
出举办性文化节摄影比赛的方案，与协办单位“深圳

市民俗摄影协会”共同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将一

些与性有关的摄影作品同时展出，笔者并在性文化节

的“性学高峰论坛”中，公开做了《超现实主义摄影与

性趣摄影流派的建立》的演讲，受到大家的关注并且

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好评。简而言之，本文所称“性

趣摄影”就是用摄影艺术来表达与“性”（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有
关的题材，或通俗地说，就是有性又有趣的摄影作品。

这一投石问路的探索，其成功结果让我们增强了

信心，证明摄影艺术也是一种繁荣性文化建设的利器。

２００９年９月 １９日在深圳市计生中心学术厅举行了
《深圳市第三届性文化节摄影比赛颁奖典礼暨性趣摄

影论坛》，同时展出部分性趣摄影作品，该活动得到深

圳市民俗摄影协会和深圳市老年摄影协会的大力支

持。近百名摄影师聚集一堂，探讨性趣摄影的评价和

作品创作。性趣摄影的概念已经日趋成熟，深圳市性

学会和民俗摄影学会共同宣布，明年将面向全国举办

《性趣摄影大赛》。下面笔者从几个方面对性趣摄影

以及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１　天赐良机

任何摄影作品流行或学派的确立一定有天时、地

利与人和为条件，笔者认为目前正是发展性趣摄影流

派的大好时机，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１　国家整顿色情网站　近几年来，随着网络信
息传播手段的发展，不良的、色情的甚至是淫秽的信息

广为传播，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色情和淫秽信息对于

青少年具有不良影响，在有识之士的干预之下，国家大

动干戈整顿网络色情，从安装绿霸到封闭网站，不一而

足。这种形势为性趣摄影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时机，正

所谓差的不去，好的不来。

１．２　民众需求的空白区　民众对于健康的性文
化需求始终是存在的。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健康的性

文化建设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市场经济更是在这方面

推波助澜。淫秽和下流的影视作品大行其道，网络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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秽网站愈演愈烈，无论是限制不良网站之前还是之后，

健康的性文化作品仍然是一个空白领域，不能满足民

众的审美和正常生活的需要。民众对于与性有关的艺

术作品的欣赏需求仍然广泛存在，这就形成了一种真

空地带。我们正是要借这个时机大力发展性趣摄影，

使之成为一种能够为民众带来愉悦的新的艺术创作类

别。填补色情和淫秽信息造成的道德缺失和对民众审

美取向的误导，达到教育民众和服务民众的目的。

１．３　数码时代摄影新宠　性趣摄影是一种摄影
门类，而摄影目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那就是数码

影像时代。目前数码像机如雨後春笋般层出不穷，像

素不断提高，而价格却一降再降，扫描仪和打印机价格

也越来越便宜而性能却不断提高。数码像机的普及为

繁荣大众化的性趣摄影提供了便利条件。艺术的创造

过程一般要分为艺术体验———形象；艺术构思———创

意；艺术传达———技巧。而数码相机和扫描设备以及

社会上丰富的影像资料完全具备了客观的条件，只要

有创意就可以制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摄影作品。

１．４　突破摄影瓶颈良机　摄影事业在数码影像
时代充分发展之后，不但缩小了专业摄影和职业摄影

师之间的距离，而且也造成了专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

者艺术发展的困境。为了突破摄影的困境，摄影必须

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摄影器材越来越贵，人们追

求像素的提高和大画幅专业相机，这就需要足够的金

钱支持；摄影的地点越来越高，越来越险，这不仅需要

勇敢的精神，更需要良好的体力；摄影的地点越来越

偏，越来越远，这对交通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摄影

的另一种奢侈就是时间，到欧洲、非洲，到美洲，总之是

要有足够的时间。这些都成为摄影专业大众化的瓶

颈。但是，性趣摄影正是能够克服这个瓶颈的最佳途

径，创意无极限，现实有限心无限。性趣摄影如同漫画

创作，是用心摄影的摄影类别。

１．５　艺术发展永无止境　性趣摄影不是一个新
的发现，而是一种升华的归纳，这种摄影散落在各种各

样的摄影流派之中，我们只是如数学中合并同类项的

作法，将符合性趣摄影的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来

充分发展，使之成为一个摄影流派。实际上目前摄影

已经相当普及，各种摄影节多如牛毛，已经有过滥过泛

之嫌，比如，一个裸体模特表演有上百位的“拍摄师”

穷追不舍。民众的性趣也需要引导，让性趣升华为艺

术。艺术的发展永无止境，性趣摄影将为此添砖加瓦。

１．６　广东条件得天独厚　广东在全国率先举办
性文化节，张枫主任率先举起性文化的大旗，广东又是

国内摄影事业最繁荣的省份，各种摄影节和摄影活动

频繁，具有良好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广东历来有开风

气之先的传统，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改革开放，广东人

不但具有远见卓识，还同时具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量，性

趣摄影在广东创立和发展就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万事

俱备，如果说只欠东风的话，那就是各位摄影同道的共

同努力。

２　创立性趣摄影目的

在性文化节的布展工作中，我们认识到民众对于

性文化的需求也是在不断进步或者说是层次在不断的

提高，常见的春宫画和性文物已经不会让民众得到更

高品味的视觉文化享受，所以必须开发或倡导贴近民

生的性文化方式，性趣摄影就是一种探索和尝试。创

立性趣摄影基于以下几种目的：

２．１　丰富性爱文化　摄影作为大众文化的艺术
门类，有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尤其是摄影的视觉表现力

对于性爱艺术的表达最为直接和真实，也最具有震撼

力。所以提倡和创建性趣摄影是为了丰富性文化

内涵。

２．２　繁荣概念摄影　概念摄影是摄影类别之中
的一大类别，而性趣摄影可以作为概念摄影中的一个

特殊门类。以性为主体的摄影创作永远不会枯竭，如

同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体一样，人类永远不会丧失

兴趣。

２．３　引领高雅品味　虽然我们不能断然划分高
雅和低俗，但是作为艺术本身就是能够引领民众朝向

文明的方向前进。性的艺术也是人类必须掌握的艺

术，而真正的性艺术都是人类的瑰宝，罗浮宫的维纳

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毕加索的

梦都是以性为主题的人类杰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能

够让民众提高摄影艺术的理论修养、拓展摄影艺术的

知识视野、提升摄影艺术的精神境界。

２．４　人与影像互动　性趣摄影是一种容易大众
化的摄影类别，参与意识强烈，容易产生互动。通过摄

影创作让民众关注性话题，这里的性是广义的性，包括

生物医学的性、心理的性和社会的性，凡是对于性的表

达都能够对他人产生影响。

２．５　倡导生殖健康　我们举办性文化节的目的
就是要提倡性与生殖健康，提高民众的生殖健康意识，

起到教育民众和引导民众的目的，性趣摄影作为一种

手段能够很好地发挥这种信息传播作用。

２．６　和谐性爱生活　国家提倡用以人为本的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１年８月　第２０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１　Ｖｏｌ．２０Ｎｏ．８ ·４９　　　·

学发展观指导工作，而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

谐的根本在于家庭和谐，而家庭和谐的基础是夫妻和

谐，而性生活和谐是夫妻和谐的核心，性趣摄影具有促

进夫妻性和谐的作用，这样就为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

３　性趣摄影的概念和分类

性趣摄影的定义：以性（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为核心主题的
摄影类别，用升华的艺术形式对性进行诠释，给人以幽

默的性与爱的享受。概括地说，就是以性为主题，以趣

为条件，雅俗共赏。什么是性呢？这里的性不是单纯

指性行为，而是广义的性。性包括性别（生理性别、心

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性行为、性态度、性功能、性的医

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各个层面。在性的概念之中，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是一个重要环节，这不仅是医学家，也

是艺术家的责任，我们要携起手来唤起民众性与生殖

健康的意识。

性趣摄影还要符合下列的“排除标准”：（１）不使
用真实人体或性器官刻意表达性交行为或对性少数群

体造成情感伤害或歧视。（２）不违反国家禁止淫秽和
色情物品的法规。

性趣摄影就是将各类摄影中同时具有性意义和趣

味性的作品集合起来构成的有鲜明性特征的摄影作品

门类。有性无趣，或有趣无性的摄影，都不是性趣摄

影，任何带有性器官的摄影都会有人喜欢看，但这个兴

趣，只是一种广泛的关注，还不能达到我们所定义的性

趣标准。我们的性趣如同是相声或小品中的笑料，或

者是漫画或笑话中的幽默。性趣的出处在于创意，能

够让人产生联想或反思的作品才是佳作。似是而非或

似非而是，有如中国国画中的神似也是一种性趣摄影

的意境，有时甚至是界于黄与不黄或色与不色之间的

擦边球，这就是要达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

佳境。

在目前摄影专业的分类之中，按摄影内容分类大

致有以下几种：人像摄影、人体摄影（创意人体摄影）、

商业摄影（广告摄影、婚纱摄影等）、体育摄影（运动摄

影）、风光摄影（旅游摄影）、新闻摄影（记实摄影）、艺

术摄影、观念摄影、建筑摄影、民俗摄影等。其中性趣

摄影可以产生于以上任何摄影分类之中。但与性趣摄

影密切相关的类别有人体摄影、创意摄影、广告摄影、

艺术摄影、旅游摄影、民俗摄影、超现摄影和观念摄影。

性趣摄影作为一个特定的流派，至少包括以下的

类别：

（１）自然景物类：主要是大自然之中与性有关的

景物，无论是山川湖泊还是人文景观，都是创作的源

泉，最为典型的是广东省韶关市的阳元石和阴元石。

动物的求偶和交配行为也是重要的创作资源。

（２）创意组合类：性趣摄影不强求真实，而强调创
意，所以数码影像中的ＰＳ技术恰好是性趣摄影得天独
厚的技术保障。任何影像资源都可以利用，任何组合

方式都可以使用，任何创作方法都可以借鉴，达到一种

摄影作品未必摄的境界。

（３）超越现实类：超现摄影是一类早已存在的摄
影类别，以性为核心主题，超现实主义理论在绘画方面

功勋卓著，而在摄影方面发展迟缓，但在数码时代超现

摄影就如鱼得水，存在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４）情趣概念类：生活中有无数与性有关的主题，
具备性趣摄影的元素，比如，安全套制作的衣服和帽

子，让人们在感受到美丽的造型和艳丽的色彩之外还

能联想到避孕节育和防治艾滋病。

（５）绘画摄影类：绘画与摄影有不解之缘，绘画艺
术早于摄影艺术，而摄影艺术发展借鉴绘画，摄影艺术

影像更加逼真、技法相对简单，易于普及。任何绘画都

可以进入性趣摄影，达到绘画中有摄影和摄影中有绘

画的水乳交融状态。

（６）人体艺术类：人体艺术摄影与性趣摄影关系
最为密切，但是，不是所有人体摄影都是性趣摄影，利

用人体进行的创意摄影，具有性趣的意念才符合性趣

摄影的要求。

（７）民俗风情类：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
化的风俗，这些风土人情也具有丰富的性文化的内涵，

性崇拜、成人礼、我国的女性裹脚、非洲部分地区的女

性生殖器残割以及婚丧嫁娶等。

４　性趣摄影与淫秽色情的区别

性文化是民众的客观需求，但是有关性文化的艺

术作品难以得到正确的判定和保护。谈到性趣摄影就

一定不可回避地出现与淫秽或色情物品区别的问题。

其实在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中，从未有过对性的限制

和放纵的斗争。从基督教的性的原罪，到佛教的禁欲。

从宋代程朱理学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

小，失节事大”，这些都是人类的反性主张，但更重要

的、针对的是普通民众，而皇帝却可以“后宫佳丽三千

人”式的逍遥。所以任何反性的主张和活动都是以迫

害普通民众为目的的，是对性权的剥夺和对人性的践

踏。但是，任何国家、政府、社会、宗教都会对于性有一

定的限制，这种限制逐渐形成了对于性的禁忌。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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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术的创作往往是与这些禁忌做斗争，所谓的发展

就是争取到对禁忌的减弱或开放。从我国文革期间８
个样板戏的年代到北京的裸体油画展、出现比基尼泳

装、女子健美比赛、模特泳装选美比赛，每一个阶段都

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艺术拓展就是朝向一个既定的

方向———突破禁忌。从裸体女子画册的出版到目前男

性裸体画册的出版就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但目前可

悲的是，不是出于艺术的角度，而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

使，从制造色情录像带和光碟的到淫秽色情网站的泛

滥，再发展到目前手机色情视频的恶意传播，这种发展

突破了社会能够接受的程度，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性生

理和心理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就需要限制和用法

律来约束了。从正常到色情再到淫秽之间并没有清晰

的界限，关键是一个度。为了区别开性趣摄影与色情

或淫秽作品，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４．１　性的艺术或色情表达中突破禁忌的一些趋向
（１）从包裹向裸露：从穿戴服装向裸露的方向发

展，衣服越来越少，领口越来越低，最终是裸体，裸露的

程度几乎可以代表这个地区或国家对性的态度。

（２）从正常向异常：描述性行为从普通人的正常
性行为向异常发展，尤其是向性心理障碍发展，以往称

为变态性行为，描述性变态成为主体。

（３）从异性向同性：同性恋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
注，表现同性恋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这种表现是最容

易创作和获得巨大社会反响的。

（４）从女性向男性：社会的禁忌对于女性和男性
是不同的，女性裸体的展现一般的社会都可以接受，而

且作为美的象征，而男性的裸体和生殖器的暴露具有

攻击性，但这也是突破。

（５）从委婉向直接：任何直接描述性行为的语言
和作品都会受到社会的限制，所以人们已经习惯了用

委婉的方式表达性，但变为直接的方式就更加具有震

撼力。

（６）从性征向行为：性的表达从单一的性征在不
断向行为过渡，因为一般性征不会给人造成侵犯的感

受，尤其是女性的裸体，但男性的阳具或性行为本身就

具有了这种功能，尤其是性交行为更是如此。

（７）从单数向复数：一个人的裸体或性行为方式
能够被常人接受，但两个或三个人之间的性行为就难

以得到谅解，而多数人之间的性行为已经逐渐开始进

入艺术园地，所谓３Ｐ似乎是一种时尚。
（８）从人物向动物：在对人的性行为已经失去兴

趣之后，对于动物的性行为引发了人们的兴趣，而人与

动物的性行为从古至今都是关注的话题，也是色情描

述的主题。

（９）从现实向心灵：在对于性已经没有了禁忌的
网络时代，人们对于一些稀奇古怪的性行为也见怪不

怪了，也逐渐失去了对于这些性行为的兴趣。如同早

期色情录像带可以卖到５０元一盘，后来降到１０元，现
在已经很少有人看黄色录像带或光碟。那么人类就需

要向心灵的情欲进发，这是一种能够引起联想或反思

的高级的性爱领域。这个领域目前没有被列入禁忌，

因为这是一个欠发达的摄影领域，不但在我国几乎是

空白，即使在心理学发达的西方世界这也是有待开发

的处女地，她需要摄影师有深厚的心理学、社会学和美

学底蕴。

上述的这些发展趋势必然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影

响，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管理制度，突破禁忌是艺术

创作的必然之路，怎么走，走多远，规范、习俗与突破的

动力之间有一种禁与放的平衡，起伏波动，很多出版的

绘画和摄影作品也都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其他文学艺

术形式也是如此。

４．２　性趣摄影与色情和淫秽的界定
我们描述淫秽类别的词汇有很多，常见的包括淫

秽、色情、黄色、下流、低俗、庸俗、不良、不雅、低级、污

秽等。其实对于这些词汇很难给予一个严格的定义，

因为区别淫秽和色情是太困难了。美国的淫秽物品鉴

定标准在１９７３年美国罗思检验法因米勒与加利福尼
亚一案而受到修改，产生的标准至１９９２年仍在沿用。

其基本指导原则是：（１）使用现代社区标准，普通
百姓是否认为该作品从整体上引起淫欲念头；（２）是
否该作品以裸露生动的方式描述或描写州级法律条文

所限定的性行为；（３）该作品从整体上是否缺乏严肃
的文学、艺术、政治和科学价值。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色情的内容未必违法，而违法

的内容未必色情。举例：西餐的早餐摆放的方式，一根

香肠与两个鸡蛋。鸡蛋放在香肠的一边可为正常，香

肠放在中间可以为色情，暗示男性生殖器。直接暴露

生殖器官属于色情，医学和艺术品除外。什么是艺术，

小便池的“涂鸭”，也可能成为“厕所艺术家”的艺术作

品。尺度在心中，其实，鉴定淫秽或色情的基本方法就

是大众的接受态度和程度。是否存在色情取决于什么

人看什么事。这就是“心中有妓奈何他。”

文革时我们看维纳斯和大卫都是色情，比基尼也

是色情，在引进的电影之中必须删掉。其实艺术品与

下流作品实在是难解难分。文革中很多的性文物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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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淫秽物品销毁，刘达临教授在著作中有所记载。

但是，他本人目前的收藏，作为古代性文化作品展出，

他在江苏周庄的性博物馆已经作为国家人口文化教育

基地。

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性与艺

术本来就是一回事。”希特勒将毕加索排在当代下流

画家之首，但这也未对毕加索造成任何不良影响，他具

有性色彩的油画“梦”拍卖价格达到１．４亿美元。日
本摄影师荒木经惟专爱下流摄影，目前是世界知名的

情色摄影艺术大师。特立独行的“下流”在未来世界

里一定能够成为大师，因为他们反映了真实的人性，但

在现今社会一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如同今日我

们看到的性文物在当时的朝代也是违禁品，如同《查

太莱夫人的情人》也曾是禁毁小说一样。无论是人格

的自然再现还是性力的自然升华（爆发的力量），性趣

百倍地创造出的性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品，应该得到

肯定。

４．３　艺术并无高雅与低俗之分
艺术本身就是高雅的代名词，是否具有艺术价值

才是关键。低俗艺术本身就是学术歧视，早期的二人

转没有人看得起，认为是荤段子集锦，但目前全国都唱

二人转，高雅形式与粗俗内容往往成为最完美的结合

形式。含蓄和委婉地通过联想激发情欲比粗俗的性视

觉刺激更具有艺术价值。所以，笔者提倡性趣摄影。

艺术成为有关性的作品的唯一的保护伞，但是如

何区别艺术与非艺术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论题。

艺术品的确认实际上是隐含了美学的问题。艺术———

似是而非的艺术———非艺术。艺术———亚艺术———准

艺术———艺术。

艺术的确认，有三点要注意：（１）艺术不是孤立存
在，不是界限分明的存在；（２）艺术的边界不是一成不
变的，如果边界永恒不变，艺术就是消亡了；（３）艺术
的边界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艺术品的特性起到

决定性作用。

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说，新

的艺术形式的产生，是由把向来不入流的形式升为正

宗而实现的。现代社会是一个艺术的颠覆时代，既有

精英，也有通俗，既有激进和前卫，也有保守和经典；有

高雅的小众主义，也有世俗的大众文化。这不仅是突

破了艺术的界限而且破坏了艺术的架构。从抽象艺术

到ＰＯＰ艺术，从涂鸭到行为艺术，从装置到新绘画新
写实，既定的艺术分类遭到颠覆，艺术结构也分崩离

析。如今是艺术家为所欲为的自由时代，是个性张扬

的时代，自然也是门户林立的艺术多元化的时代，那么

艺术已经难以真正界定了，人们用常理和约定俗成的

标准来界定艺术。具有破坏性的涂鸭，已经成为很多

政府资助的大众文化艺术了。

从艺术观念的发展变化着眼，可以分为三个历史

时期：古希腊的“和谐”观念；中世纪的”完善”观念；１８
世纪的“快感”、“趣味”观念。正如伟大的德国诗人歌

德所言：“假如你的心中充满时代的灵感的话，那么作

品就会出现。”艺术创作的“随心所欲”是艺术境界的

最高标志。“颠覆意识”是２０世纪的重要艺术思维方
式，“形而上画派”的创始人藉里柯提出：“要使一艺术

品真正不朽，它必须完全跳出人的界域：通常的理智损

害了它。在这个方式里，它接近着梦和孩童时代的精

神状态。”当代，艺术已经被当作一种行为、活动、符号

系统和惯例、一种文化的存在。加达默尔在其著名的

演讲《作为游戏、象征与节日的艺术》中针对现代艺术

的状况提出解读艺术要“回到最基本的人的经验”

之中。

５　性趣摄影与观念摄影（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的关系

　　观念摄影是近年来的一个时髦话题，与性趣摄影
有密切的联系。

观念摄影有几个特点：（１）重点表达观念；（２）经
常需要摆拍；（３）超越常规摄影；（４）属于当代艺术；
（５）突破艺术樊篱；（６）观念超越技巧。

观念摄影关注的不是再现摄影本身，而是表达自

己的感情和思想观念，使得摄影开始具有观念诉求，实

现了摄影从单纯的记录手段向目的表达的根本性艺术

转变。观念摄影具有质疑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不

仅是内心情感的外化，而且必须关注公共话题，在公共

事务的平台上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摄影不再是简单

的记录，而且是用视觉语言进行再创作。

观念摄影是一大类摄影，可以概括地说，观念摄影

包括：（１）艺术摄影；（２）表现主义摄影；（３）抽象主义
摄影；（４）超现实主义摄影。

观念摄影与性趣摄影有什么区别呢？应该说是互

相重叠，在观念摄影中与性有关的摄影大部分应该属

于性趣摄影，关键在于有无性趣，有性在作品不一定都

有趣。

在探索性趣摄影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

问题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摄影作品中广泛存在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尤其是在各类摄影比赛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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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具有强烈的东西方文化色彩。性趣摄影自然也不

例外，但这种东西文化的差异恰巧是发展性趣摄影的

动力，在不断引进和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我们也肩负

弘扬东方文化的使命。西式的幽默和中式的逗趣也许

能够形成一种珠联璧合和水乳交融的境界，文化本身

就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摄影是起源于西方的艺术，

深受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发展，

就势必成为带有中国国情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国式的

幽默，具有深厚的东方艺术品味，趣味性，搞笑，具有东

方特有的趣味元素。西方式的幽默，在漫画中表现最

为突出，具有西方特有的幽默元素。摄影作为西方文

明的发明是饱含丰富的西方文化艺术，具有像油画一

样的西方文化底蕴。摄影的技术和理论是西方文明，

我们需要学习、继承和再创造，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

的性趣摄影。

６　超现实主义摄影

在探讨超现实主义摄影之前，必须了解什么是超

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理论家和教主布雷东说，纯粹

的心灵自动作用，经由其引动，人类以文字、书写或任

何其它的活动来表现思想的真实运作，这种思想不受

制于任何理性或任何美学、道德观念的束缚。基本上，

超现实主义致力于探索人类经验的先验层面，同时致

力于突破合于逻辑与实际的现实观，尝试将现实观念

与本能、潜意识及梦的经验相柔和，以达于一种绝对的

或超然的真实情境。布雷东说，化解向来存在于梦境

与现实间的冲突，而达于一种绝对的真实（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ｒｅ
ａｌｉｔｙ），一种超越的真实（ｓｕｐｅｒ－ｒｅａｌｉｔｙ）。他们打破理
性与意识的樊篱，而追求原始冲动与意象的释放。

超现实主义一项艺术与文学的运动，取自于达达

主义的部分观念，但具有较为肯定的信念。虽然和达

达主义及未来主义一样，此运动宣称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不仅止于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但在一次和二次大战

期间，它仍演变为传播最广、争议最多的美学风潮。达

达主义主要是反战和反审美，而超现实主义主要是应

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和潜意识理论”作为艺术创

作的理论基础，认为梦境的内容和潜意识的内容更加

符合人性和真实，所以性是超现实主义画派表达的核

心主题，而不受制于任何理性或任何美学、道德观念的

束缚。毕加索、达利、玛格丽特、德尔沃等成为超现实

主义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提出人类主要有两种驱

力：生存本能（食欲）和繁殖本能（性欲），与我国的《孟

子》一书中所记载的告子观点：“食色性也”如出一辙。

弗洛伊德使用“力必多”（ｌｉｂｉｄｏ）来描述性冲动的能量
来源，这种能量驱使我们需求各种各样的感观快乐。

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具有广泛性和长远性。这也是

人类需要性艺术来满足自己的重要理论基础。

形象思维是摄影艺术最为突出的思维方式，形象

思维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和创造性三个特点。形象性

是指形象思维始终要以具体可感的物像或事像作为思

维的对象和材料；情感性是指形象思维过程中渗透着

强烈的审美情感色彩；创造性是指形象思维具有突出

的审美创造功能，它所依赖的主要形式是审美想象和

联想。

“灵感”是艺术创造活动中表现十分活跃、积极、

生动的心理现象，成为艺术心理活动的重要元素。

“灵感”虽然在学术界和艺术节颇受争议，但是因为这

是具有神秘性的心理活动而倍受推崇。灵感有三个鲜

明特征：突发性、瞬间性和超常性。

“无意识”也是艺术创作心理活动之中不可忽视

的心理现象。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中，人类

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部分。无

意识主要是指人类的原始冲动、本能欲望。弗洛伊德

认为无意识是人类现实生活中被意识压抑的无法实现

的本能欲望在暗中活动的表现，如梦、幻觉等。他认为

人类在遇到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或制约的时候，会有一

些自我防御机制来帮助人类克服这种心理困境，与性

有关的、最为突出的心理防御机制是升华，升华是将受

挫的性欲望以社会文化认可的非性活动来满足。有关

性的艺术创造也可以用这个机制来解释。弗洛伊德的

人格理论中，有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本我（ｉｄ）：
可以看成是原始驱动力的存储处，受快乐原则的支配；

超我（ｓｕｐｅｒｅｇｏ）：是一个人价值观的存储处，包括从社
会上习得的道德，相当于良心；自我（ｅｇｏ）：基于现实的
自我方面，来调和本我冲动和超我需求之间的冲突，自

我受现实原则支配。了解和创作超现实主义摄影就首

先要了解弗洛伊德的这些基本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以

性为核心而发展起来的理论，是性趣摄影的理论基础

和创作源泉，也是我国与西方摄影文化差异和理论差

别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在数码摄影领域西方的超现摄

影又活跃起来，这对我国的性趣摄影的发展又会产生

推波助澜的作用。

７　结束语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国

家人口计生委提出以人为本的计划生育服务理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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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马斯洛在谈到健康心理模式时强

调：“事实上，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健康的文化

造就健康的人。而且，病态的个体促使他们的文化更

加病态，而健康的个体则促使他们的文化更加健康。”

所以，我们应该明确构建健康的性文化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性趣摄影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性趣摄影

起源于性文化节，现在各地相继举办各种各样的性文

化节、文化节、摄影节等，而性趣摄影既可以作为性文

化节的专题作品展览，也可以作为摄影主题作品展览，

还可以作为聚集人气的任何艺术活动的展览。艺术的

教育功能在于向善，不可与简单的说教同日而语，性趣

摄影是一种精神的陶冶和润物细无声的爱的情感抚

慰。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替宗教”说开创

了美育在中国的现代进程。作为美育的核心，艺术教

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艺术教育的三

个特点是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和寓教于乐。我们倡导

性趣摄影的目的是让民众有健康的性的审美意识，同

时提高民众的性与生殖健康意识。我们相信性趣摄影

经过不断地发展和醇化，必然会成为社会上群众中性

与艺术教育的奇葩，让我们大家为此新生事物的发展

而共同努力吧！

（本文承蒙阮芳赋教授精心指导和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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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论性爱、婚姻和家庭（续六）

《马克思、恩格斯论性爱、婚姻和家庭》课题组

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４　其　　它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

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

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

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

１１．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遗产继
承权。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全集》第４卷第３６７－

３６８页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儿女受他

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就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

诱奸妻子为其特别的享乐呢。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只要现代

的生产关系一消灭，那末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公

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自然就会随之而

消灭。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全集》第４卷第４８７页

至今在巴黎专为“秩序人物”蓄养的公娼———但

为着这些人物的“安全”起见曾被置于警察淫威的人

身奴役之下，———公社把她们从这种含垢忍辱的奴隶

处境中解放了出来，而且扫除了培植卖淫制度的土壤

和人物。那些高级娼妓———荡妇们———在秩序的统治

下当然不是警察和官长们的奴隶，而是他们的主人。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全集》第 １７卷第 ５７３－

５７４页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

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

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

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

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

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

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

解放的天然尺度。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全集》第１９卷

第２１３页

在最古的自发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

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

恩格斯：《反杜林论》《全集》第２０卷第１１３页

杜林先生对女性究竟抱有什么样的高尚观念，可

以从下面他对于目前社会的非难中看出：

“在以人买卖人为基础的压迫社会里，卖淫被认

为是有利于男子的对强迫婚姻的当然补充；类似的情

况对妇女来说是不可能有的，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但也

是最有意义的事实之一。”

妇女方面对杜林先生的这套恭维话所能表示的谢

意，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领受的。此外，难道杜林先生

完全不知道一种在目前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

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官，而且住在柏林，在

那里，还是我在的时候，即三十六年前，别说尉官，就是

见习 官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ａｒｉｕｓ〕也 常 常 是 和 受 倒 贴 者
〔Ｓｃｈüｒｚｅｎｓｔｉｐｅｎｄａｒｉｕｓ〕押韵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全集》第２０卷第３５０－３５１页

那种认为妇女在社会发展初期曾经是男子的奴隶

的意见，是我们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所继承下来的最

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

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

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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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地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２１卷第
６０页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

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

具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２１卷第
６９页

谈到较后时期的希腊人，应该把多立斯人同伊奥

尼亚人区别开来。前者以斯巴达为典范，他们的婚姻

关系在许多方面甚至比荷马本人所描写的婚姻关系还

要古老。在斯巴达，是一种由国家根据当地的观点而

改变了的对偶婚制，这种对偶婚制在许多方面还像群

婚。不育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国王阿拿克散德里德

（约公元前５６０年）由于妻子不育，另娶了一个，有着
两个家庭；大约在同一时期，国王阿里斯东曾有两个妻

子不育，便娶了第三个，而把前两人中的一个退了。另

一方面，几个兄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妻子；一个人如果

喜欢自己朋友的妻子，就可以和那个朋友共同享有她；

而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一个像俾斯麦所说的壮健的“种

马”去支配，即使这个家伙本人并不属于公民之列，也

认为是合乎体统的事情。在普卢塔克的作品中，有一

个地方谈到一个斯巴达妇女，叫一个向她求爱的人，去

取得她的丈夫的许可，按照舍曼的看法，可以认为在习

俗上甚至存在着更大的自由。所以，真正的通奸，妻背

夫不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另一方面，斯巴达至少

在其全盛时代，还不知有家庭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

赫罗泰则另自居住在庄园里，因此，斯巴达人占有他们

妻子的机会比较少。在这些条件下，斯巴达的妇女自

然要比其他希腊妇女占着受人尊敬得多的地位。斯巴

达的妇女和一部分优秀的雅典艺妓，在希腊，是受古人

尊崇并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值得记载的唯一的妇女。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２１卷第
７５－７６页

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妻子被称为 ｏｉｋｕｒｅｍａ，即
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这个词是一个中性名词），

所以在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

婢女的头领而已。丈夫从事竞技运动和公共事业，而

妻子不许参加；此外，丈夫还常常有女奴隶供他使用，

而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对他来说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

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种卖

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

高出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

巴达妇女由于性格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样。但是，

在做妇人之前，必须先当艺妓，这种情况成了对雅典家

庭的最严厉的非难。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２１卷第
７６－７７页

男女在婚姻方面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

见得更好些。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

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

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

的古代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

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

的劳动。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一夫一妻制个

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

己的公共的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

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

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

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

径。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

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那末她们仍然会被排除于公

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

加公共的劳动而有独立的收入，那末就不能履行家庭

中的义务了。在这方面，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劳

动部门直到医务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

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

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

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

须是有收入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

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

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

当于无产阶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２１卷第
８６－８７页

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

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

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

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

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

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２１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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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

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

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全集》第３２卷第５７１页

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

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

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恩格斯：《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全集》第３６卷
第３４０页

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

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在英国

这里，现在就摆脱了这种束缚，至少大体上是这样；没

有任何“风纪警察”，没有实行任何监督或卫生检查，

不过警察的权力至今还是很大的，因为开妓院要受到

法律制裁，而妓女住在里面接客的任何一所房子，都可

当做妓院处理。但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采取这个办

法，尽管如此，妓女还是经常遭到警察的卑鄙敲诈。这

种相对的不受警察侮辱性束缚的自由，使妓女大体上

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尊心，而这在大陆上几

乎是不可能的。她们把自己的境况看成一种不可避免

的不幸，既然己经遭到这种不幸，她们也就不得不忍受

这种不幸，但这决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

害她们的尊严；她们一旦有机会抛弃这个行业，她们就

会竭力利用这个机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

曼彻斯特曾有成群的青年人———资产者或职员———和

这种妓女同居，其中很多人是合法婚姻，并且生活得至

少是象资产者和自己的妻子一样的和睦。即使有时某

个妓女开始酗酒，这和在这里也经常酗酒的资产者妇

女没有任何区别。有些这样结了婚的并迁居到无须担

心会遇到“老相识”的其他城市去的妓女，出入于尊贵

的资产阶级社交界，甚至出入于乡绅（此地的地主）之

间，———谁也没有发现她们身上有任何不体面的东西。

我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

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

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至少不要象在整个大陆上

那样，利用强制的手段，通过法律和警察的卑鄙行径而

使她们完全堕落。在这里，在驻有卫戍部队的一些城

市，也曾经试行过监督和卫生检查，但都没有持续很

久；为反对这些措施而进行的宣传，是维护社会风纪者

的唯一功绩。

卫生检查完全是无稽之谈。哪里搞这种检查，那

里的梅毒和淋病就多起来。我确信，警察局医生们使

用的医疗器具在性病的蔓延上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未

必会花费时间和劳力为这些器具进行消毒。应该为妓

女们举办有关性病的免费讲习班，这样，她们大部分人

就会自己注意起来。布拉施科给我们寄来了一篇关于

卫生监督的文章，其中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监督是完

全无用的；如果他从自己的前提出发作出彻底的结论，

他就应该要求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

剥削，但这在德国看来纯粹是空想。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全集》第３８卷第５５０－５５１页

在这里象在任何地方一样，居民中的正派妇

女———那些希望靠劳动而不是靠出卖肉体生活的

人———甚至在商业繁荣时期也只能得到勉强糊口的一

点工资；再少几个生地西母———她们就要没有面包吃

了，所以她们最终将会成为饿死鬼。

当她们因没有工作而被抛到街头的时候———这些

不幸的妇女常常有这种遭遇———，她们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卖淫、乞讨或者进比监狱还不如的习艺所。

男人在做许多本来应当由妇女来做的工作，而妇

女往往不愿意公开在街头拉生意，只好同意无报酬地

在某些商业企业里白干活，以便有机会将自己的美色

变成生活来源。

晚上在中心区附近的街区，妓女多得使甚至不特

别挑剔的外来人也感到讨厌。

巴黎的林荫道、维也纳的格拉本、柏林的“奥尔菲

乌姆”、佩斯的沿河街、汉堡的达姆托儿 －法耳、马赛
的“梅松－道勒”、蒙特卡罗的赌场———所有这些地方
的风流女郎，同瑞琴特街或阿尔吉耳 －鲁姆斯的英国
女人相比，都是优雅和有教养的模范了。

外来人平静地在皮卡第莱散步———突然，当他根

本预料不到的时候，妇女们从左右两边把他拦住，又是

恭维，又是请求，又是出主意，简直弄得他晕头转向。

但是，这还不算完。当你们得以摆脱这些妓女时

（在英国这样称呼她们，有被揪到法院的危险，因为这

样称呼意味着侮辱职业的尊严）就会发现，表、或是链

带、或是金别针、或是钱包不翼而飞。

反卖淫协会丝毫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效。这些

协会是由一位非常别出心裁的女士巴特勒夫人热心组

织和推广的。她为了达到消灭妓馆的目的，走遍了欧

洲所有的城市。

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些消灭卖淫现象的努力全都

（转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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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女性性高潮

袁星安

中航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江西 景德镇 ３３３０００

　　开放几十年来，女性性高潮已成为很多人非常熟
悉的词汇。女性都向往获得愉悦的性高潮感受，男性

都希望自已有这份作为，两种心愿一个目标。

目前关于女性动性区的分布、生理特征和如何运

作就会让女性动性动欲，专家们从不同角度，作了生动

形象的描述。这些实用性强、应用广泛的理论，在人们

的实际生活中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

但是女性性高潮是怎样促成的，兴奋点究竟在那

里？如何操作才能有效地让女性获得完美愉悦的性高

潮？尽管有些不同的论述，但都不深不透，没有讲到

要害处。促进女性性高潮理论由于没有一套较为完整

的高潮促成理论，使得时至现在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夫妻性生活时能获得性高潮感受，还有三分之一的女

性只能偶而才能获得性高潮，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从

未感受过性高潮。

在人类科技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女性性高潮的成

功率如此之低，致使数量惊人的群体处于少高和无高

之中。如果讲这是时代的一大遗憾，也许有点言过其

实，但起码可以讲这一问题没有与时俱进吧。

本文的目的，是想为这一领域作一点贡献，让女性

性高潮的成功率达到它应该有的高度，让绝大多数夫

妻的性生活中，女性都能获得如仙如醉，似癫似狂的性

高潮享受。

如果不能如愿，也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起到“一石击起千层浪”的效果，能引起广泛的讨

论，把这潭静水搅活。为了得到一套完整的女性性高

潮促成理论，笔者愿尽力而为。

１　绝大多数女性都具有获得性高潮的
生理特征和心理欲望

　　只要男性在兴奋期和持续期对女性进行充分有效
的挑逗和嬉戏，女性性欲就能极度兴奋；只有让女性极

度兴奋，女性就会产生强烈的求高欲望；己产生强烈的

求高欲望的女性，会迫不急待的希望自已的兴奋点，能

受到来自男性连续猛烈的攻击。凡高潮感受经验丰富

的女性，会巧妙配合，让自已的兴奋点与男性的促高点

相重合达到最准确的位置，在男性的强攻之下，激情澎

拜的女性仍感力度不足，僵硬的身躯会情不自禁的矫

扭摆动，让自已的兴奋点产生强大的向上反挤压力，以

便让自己的兴奋点获得最佳力度。此时，凡有促高经

验的男性，也会及时，准确地运用促高的方法和技巧，

加大攻击的力度和加快攻击速度，对高潮中女性的兴

奋点进行连续猛烈的攻击，使得上下两股力量形成巧

妙的相对挤压和摩擦，将女性性高潮推向完美愉悦的

巅峰，使女性性积聚力在瞬间产生巨大的性爆发力，其

力度往往超过男性性高潮的强度而且持续的时间比男

性还长些。性高潮巅峰上的女性，毫无顾忌的与男性

进行矫扭撕拼，同时发出呻吟，或尖叫、或呼喊、或咬、

抓、掐，或捏、拍、打，如仙如醉，似癫似狂，有的女性从

进入高潮时开始静气到高潮结束之后才一声尖叫而退

潮，这就是人们所讲的暂时死亡吧。

这决不是故弄弦虚的夸张，而是对性高潮愉悦中

的女性的真实描述，所有健康的女性都具有获得性高

潮的生理特征和心理欲望，只要男性掌握了促高操作

要领，满足操作中的要求，正确按照操作步骤进行促高

操作，就能确保每一次夫妻性生活时，女性都能获得性

高潮享受。

２　性冷淡和性欲低下的重要原因是无高的结果

根据很多资料介绍同样一个比例数字，即：时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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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在每一次夫妻性生活时能获得

性高潮享受，还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只能偶而获得，另有

三分之一的女性从来未享受过性高潮。谁都不会相信

有这么庞大的女性群体都患有先天性性冷淡和性欲低

下症。难道女娲会犯这种错误吗？

多年来各类书刊杂志对女性形形色色的高潮反

应，从不同角度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不仅让无高女性

向往，也让没有见过妻子性高潮形象反应的丈夫们羡

慕，的确看到女性性高潮的表情，听到女性性高潮的呻

吟，刚刚还是任人摆布的小羊羔，入潮后，突然间与你

矫扭撕拼，当然有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也是性享受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但是与此完全相反的另一类女性性反应形象，被

某些男性形容为“木头人”，埋怨为活着的“木乃伊”，

他们对每一次性生活中所作的努力都感到劳而无功，

怨气满腹。

夫妻性生活中的一冷一热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成与败，功与过，都不属于女性。毫无疑问，绝大多数

的女性，都具有激发出性兴奋，诱发出性欲望，获得性

高潮的生理特点和心理欲望，而男性是让女性性兴奋，

使女性产生性欲望，让女性获得性高潮的决定性因素。

男性要走出“无师通”自以为是的误区，用现代性理论

指导自已的实践，要了解促进女性高潮的知识，要懂得

促高操作的要领，要掌握促高的要求，促高的方法和促

高技巧。应清醒的认识到，在长期的夫妻性生活中，男

性不能让女性获得性快感，不能让女性享受性高潮是

导致女性性冷淡，性欲低下的重要原因。女性被斥为

“木头人”埋怨成“木乃伊”和背上性冷淡和性欲低下

的黑锅是不公平的。

另外还有那部份偶而也能获得性高潮的女性，应

如何解释昵？难道她们时而健康，时而患病吗？其原

因是这部份男性并不知道女性的兴奋点在那里，也没

有掌握让女性获得性高潮的真正的促高操作方法和操

作技巧，全靠碰运气的结果。

当然先天性的性冷淡和性欲低下是有的，那只有

万分之几，不是广大女性群体无高，少高的真实原因。

３　夫妻性生活中的硬指标

美国性学权威，提出了著名的理论性反应四周期，

他们认为一次完美愉悦的夫妻性生活，应该包括：兴奋

期，持续期，性高潮期和消退期，四个阶段。在这之前

国内也有有关性的心理知识，性的生理知识和性的卫

生知识的书籍，其中性的知识一章中，将一次夫妻性生

活，划分为前期，持续期和消退期，三个阶段，相比之下

理论性反应四周期，比性生活三阶段的理论更为准确，

更为科学。它明确的提出了性高潮的理论，让人们从

性高潮的偶然性明确下来，要承认性高潮的必然性，除

极少数病态的夫妻外，所有健康的夫妻，在每一次夫妻

性生活中女方都能获得性高潮，女性性高潮是夫妻性

生活之必然，是女性性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衡量

夫妻性生活成败的硬指标。

４　不能再失去了

自从开放以来，各类杂志书刊，从不同角度对女性

性高潮时的愉悦进行了大量而生动的描述，形象逼真。

对从未享受过性高潮愉悦的女性群体震动很大，性高

潮的愉悦本来授于她们中间的每一位女同胞，为什么

降临到她们这一部份人的身上就完全变味了，变成了

性义务，性负担，对某些女性甚至是一种无奈。女性性

高潮的愉悦感受的广泛传播，唤起了少高和无高的女

性群体追求性高潮的共同愿望，希望找回原本授于她

们的那一份愉悦，失去了的不能找回来，但不能再失去

了，这是她们的共同呼声，这些呼声应引起性学专家们

的重视，更应引起那一部分不能让女性获得性高潮的

男同胞的高度重视和良知。不要辜负她们的希望，要

努力认真的学习促进女性性高潮的知识，掌握促进女

性性高潮的操作要领、操作要求、操作步骤和操作方法

与操作技巧，要让所有健康的女性在每一次夫妻性生

活中，都能获得一次或多次完美愉悦性高潮享受。

５　女性性高潮解码

从人类起源到科技发展的今天，经历了漫长的岁

月，时至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女同胞在夫妻性生活中，处

於少高和无高之中，这表明促进女性性高潮并非“无

师通”，有其知识性、技术性和技巧性。

但是目前己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在每一次夫妻性生

活中都能让女性获得性高潮享受，这也不是一个小数

目，据了解，这部分人的促高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功能，身体条件都一般，不同的是

他们真正的掌握了促高的知识、促高的要领、促高的方

法和促高技巧。其实这些知识，都是一些普通的生活

常识，由于没有一种很好的形式组织交流，这些知识没

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交流，而成为一部份人的“专

利”，另一部份人的遗憾；一部份人的“小儿科”，另一

部份人的“性迷宫”。当然要完全弄懂女性性高潮形

成的原理，非专家不可，但要掌握促进女性性高潮的要

领、操作方法和操作技巧是非常容易的，一学就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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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通，，以下通过促进女性性高潮的两个要领，六点

要求和促高三个步骤，来解码女性性高潮。

促高操作中的两个要领。

要领一：促进女性性高潮，在促高操作中，男性一

定要让女性“五处”同时受到连续猛烈的旋扭式挤压

和摩擦。

在夫妻性生活时，为了确保让女性获得性高潮，在

促高操作时，男性一定要让女性的阴道、阴道口、大阴

唇、小阴唇和阴蒂等五处同时受到连续猛烈的旋扭式

挤压和摩擦。促高时为什么一定要让女性＇五处＇同时
受到连续猛烈的旋扭式挤压和摩擦，女性才能获得性

高潮呢？首先简要介绍女性“五处”的生理特点和诱

高功能。

女性“五处”的生理特征和诱高功能浅释：

（１）阴道：阴道一直是男性向往，让男性兴奋的神
秘的地方，一贯是男性直奔的主题，攻击的目标，一进

入状态，通常都采用活塞式抽插和冲击，对阴道进行攻

击，即显示男性的阳刚之气，又能获得快感和愉悦。

阴道是女性的重要性器官之一。专家提示，阴道

在女性的性器官中，不仅不是最敏感的部位，而且阴道

内三分之二的深处反而缺乏充足的神经末稍，对阴茎

的摩擦并不敏感，对最终获得性满足和诱高功能的作

用非常有限。

（２）阴道口：专家认为阴道的神经末稍几乎全部
集中在阴道口，性兴奋后的阴道口，有明显的局部充血

反应，静脉充血肿胀后的阴道口壁明显增厚，阴道口比

原来窄小，对抽插的阴茎有明显的握紧效果，能增加双

方的摩擦快感，阴道口对阴茎侧向挤压和搅拌很敏感，

促高时男性对兴奋中的阴道口圆周进行连续猛烈的旋

扭式侧向挤压，对促进女性性高潮，有明显效果。

（３）大阴唇：大阴唇位於阴道口两则，两片纵长隆
起的皮肤皱襞，里面有很厚的皮下脂肪，脂肪下广泛存

在前庭球海绵体，并有丰富的血管和神经末捎，对男性

的刺激很敏感，兴奋后的两片大阴唇会冲血膨胀，形成

弹簧垫，对来自男性的冲击力，起缓冲作用，同时又对

阴茎产生挟紧效果和爱抚作用，使双方获得快感，大阴

唇对正面的旋扭式挤压，非常敏感，男性对兴奋中充血

膨胀的大阴唇正面进行旋扭式挤压和摩擦也是促进女

性性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４）小阴唇：小阴唇位於阴道口两岸，大阴唇内侧
较薄的皮肤襞，表面光滑湿润，弹性好，有丰富的神经

末稍，也是性刺激的变换器，小阴唇的表面触觉敏感

度，几乎不逊色阴蒂的功能，也是女性性唤起的重要部

位，当女性性反应发展到兴奋状态时，小阴唇的体积会

增大，使阴道管会增长一段，当阴茎插入时会产生向上

向内的牵拉力，这就巧妙的对阴茎形成握紧力，而增加

双方的接触面，加大摩擦效果，增强双方的快感，小阴

唇对正面的扭压，也非常敏感，男性对兴奋中的小阴唇

进行连续猛烈的旋扭式挤压，也是促进女性性高潮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

（５）阴蒂：阴蒂含有丰富的游离感觉神经末稍，对
肉体的刺激非常敏感，受到挤压和摩擦会很快充血膨

胀勃起，阴蒂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女性的性感受体和性

传感器，在促进女性性高潮时，当女性性兴奋入亢时，

如果男性有针对性的让阴蒂同时受到连续猛烈的旋扭

式挤压和摩擦就可以很快使女性性积聚并在瞬间爆发

出强大的性能量，将女性推到性高潮的巅峰。阴蒂是

女性最敏感的兴奋点，其敏感功能可与男性阴茎的龟

头相近，对促进女性性高潮有奇特的功效，是女性获得

性高潮最重要的兴奋点，很多女性得不到性高潮享受

的最最关键原因，是很多男性不了解阴蒂的生理特征

和诱高奇特功能。有不少男性虽然知道阴蒂是女性最

敏感的部位，由于没有掌握促高技巧，在女性有强烈的

求高欲望时，在对阴道、阴道口、大阴唇和小阴唇进行

猛烈的攻击的时候，没有同时对阴蒂进行攻击的结果。

女性“五处”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丰富的神经末

稍，对肉体的抚摸、挤压、摩擦都很敏感，是女性性高潮

的策源地，也是性愉悦和性高潮的感受共同体，有很强

的承受力。在促进女性性高潮促高操作时如果男性能

让极度兴奋的女性“五处”特别是阴蒂同时受到连续

猛烈的旋扭式挤压和摩擦，女性就一定能获得完美愉

悦的性高潮享受。很多女性在夫妻性生活时，只有愉

悦而总是达不到高潮的根本原因，是当男性对女性进

行促高操作时，兴奋中的女性“五处”特别是阴蒂，没

有同时受到连续猛烈的旋扭式挤压和摩擦的结果。

要领二：为了让女性＇五处＇能同时受到连续猛烈的
挤压和摩擦，男性对女性进行促高操作时一定要“三

管”齐下。

女性“五处”虽然相距不远，但各自分布在不同的

部位，特别是阴蒂，外挂在离阴道口较远的上方，女性

“五处”特别是阴蒂，要同时受击，确有较大的难度，这

就是很多女性高潮难得的重要原因，也是人类高潮成

功率低下、三个三分之一存在的原因。

促高时为了让女性“五处”能同时受击，在促高操

作时男性一定要让阴茎，阴茎喇叭形根部和促高点三

管齐下，才能达到让女性“五处”同时受击地目的，收

到“三石五鸟”的巧妙效果。

男性“三处”的生理特征和促高功能浅释及分工

说明：

（１）促高点：促高点，在促高操作时攻击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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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蒂，位於男性耻骨衬托的弧形面上，促高点本身是一

个不确定点，它的准确位置要随性侣伴阴蒂高低而定，

促高点本身没有明显的神经末稍，一般皮肤，受挤压和

摩擦时，既不兴奋也没有快感，所以它的性作为，被很

多男性所忽视，但它有理想的促高攻击，力度大、耐持

久，在促进女性性高潮中，有奇特的功效，是促进女性

性高潮的关键部位。只要男性真正认识到这个促高点

在促高中的重要作用，在促高操作时，将促高点对准并

紧贴阴蒂，并以阴蒂为攻击中心，男性的促高点对阴蒂

进行连续猛烈的旋扭式挤压和摩擦，就能确保促高

成功。

促高点位於男性耻骨衬托的弧面区域，也可理解

为一个不小的促高弧面，由於面积不小，促高时，促高

点捕捉阴蒂非常容易，而且在促高操作中，也不易错位

和失去目标，促高点外柔内刚，所以在促高操作中，男

性用劲再猛也不会伤害阴蒂。

（２）阴茎喇叭形根部：阴茎喇叭形根部，促高时，
它攻击的目标是阴道口、大阴唇和小阴唇，它与促高点

有很多共同点，它本身没有明显的神经末稍，动作时也

无快感，但对女性进行促高时，力度大、耐持久，在促进

女性性高潮时，也有奇特的促高功能，但由于在促高

中，它本身没有快感和愉悦，所以同样被不少男性所

忽视。

阴茎喇叭形根部与促高点，虽然有一段小距离，但

它们是连在一个共同体上，当促高点对准并紧贴阴蒂

时，阴茎喇叭形根部也就很自然的会贴紧阴道口、大阴

唇和小阴唇，并将大阴唇和小阴唇挤入阴道口内外，当

促高点对阴蒂进行猛烈的促高操作时，产生强大的牵

拉力作用，带动阴茎喇叭形根部与促高点产生同步效

应，使阴道口、大阴唇和小阴唇，也会很自然的受到阴

茎喇叭形根部猛烈的挤压和摩擦，这样一来使阴茎喇

叭形根部的促高作用，同时得到充分的发挥。

（３）阴茎：阴茎的生理特征和攻击目标，促高
功能。

促进女性性高潮，促高操作中的六点要求：两个要

领的介绍，只是让男女双方了解到女性“五处”和男性

“三处”的特征。，男性如何操纵“三处”才能让女性“五

处”同时受击，才能让女性获得完美愉悦得性高潮，男

性在促高操作中必须满足七点要求：

（１）促高操作一开始，到女性高潮结束全过程，阴
茎都要停止对阴道的活塞式抽插和冲击，将阴茎插入

阴道深处。

在持续期，阴茎是性嬉戏和性攻击的主角，通过阴

茎对阴道的活塞式抽插和冲击，能让双方都获得快感

和愉悦，使双方性心理得到满足，会使女性更加兴奋，

而产生强烈的求高欲望，这样又为促进女性性高潮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气氛。

在持续期，阴茎是促性的主角，但也被不少男性误

认为阴茎也是促进女性性高潮的主角，很多男性用阴

茎对阴道的快速抽插和猛烈冲击，想让女性获得性高

潮，这是一个大误区。这种操作方法尽管男性汗流浃

背，但完全无济于事，最多只能让女性获得快感，绝达

不到高潮的境界。恰恰相反，从促高一开始到女性高

潮结束，阴茎一定要插入阴道深处，不直接给阴茎主动

力，不允许阴茎在阴道内抽插和冲击，在促高操作全过

程中，阴茎要非常委屈的完全处於被动之中。

为什么促高操作中，不能让阴茎对阴道进行活塞

式抽插和冲击，而一定要让阴茎插入阴道深处呢？出

於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给促高点创造条件，因为促高

一开始，到女性高潮结束，要求促高点一直要对准并紧

贴阴蒂，同时男性要用促高点对阴蒂进行连续猛烈的

旋扭式挤压和摩擦，如果这一期间阴茎不插入阴道深

处，促高点就无法对准并紧贴阴蒂，促高点无法对阴蒂

进行攻击，这样促高点在促高中的奇特作用无法发挥，

女性也就不可能获得性高潮。

第二个原因，是为阴茎喇叭形根部促高操作创造

条件，同样的原因，只有将阴茎插入阴道深处，阴茎喇

叭形根部才能紧贴阴道口、大阴唇和小阴唇，促高操作

时，阴茎喇叭形根部才有条件对阴道口，大阴唇和小阴

唇进行促高操作，，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阴茎喇叭形根

部促高的作用和威力。

第三个原因，让阴茎插入阴道深处时，虽然不直接

给阴茎主动，但是当促高点对阴蒂进行连续猛烈的攻

击时所产生的强大牵拉力很自然的带动深插在阴道内

的阴茎，使阴茎的龟头，对阴道深处产生搅拌摩擦，而

阴道管口段内壁，阴道最敏感的管段，也同时受到阴茎

后段有力的侧向挤压和摩擦。这样即使阴茎深插在阴

道深处，丝毫没有影响阴茎在特殊状态下促高作用的

发挥，又能确保促高点和阴茎喇叭形根部紧贴各自攻

击的目标，达到三管齐下促高潮的巧妙效果。

（２）促高操作的全过程，男性不仅一定要停止阴
茎对阴道活塞式抽插和冲击，还要让促高点对准并紧

贴阴蒂。

从促高开始到女性高潮结束为止，男性的促高点

一定要对准并紧贴阴蒂，让女性明显感觉到自已的兴

奋点（阴蒂）始终在男性的促高点压迫之下，强攻之

中。高潮巅峰上的女性会上下左右起伏与男性进行反

方向的撕拼，会造成促高点跟踪阴蒂的难度，甚至造成

二者错位和脱开而影响促高质量和女性的性高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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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求男性在连续猛烈的促高时，还要具有变角度变

方向，变高度的动态跟踪能力，在女性矫扭撕拼的状态

时，不仅能确保促高点始终对准并紧贴阴蒂，还能随着

女性性欲的发展，逐步的加大促高力度，加快促高力

度，确保促高质量。

当然女性也要巧妙配合，高潮时尽量用暗力向上

进行大强度，小幅度，等频率的反挤压，即能获得有效

的力度又能降低男性跟踪的难度，更能确保促高的

质量。

（３）促高操作全过程不仅禁用活塞式抽插和冲
击，不仅促高点要对准并紧贴阴蒂，而且要以阴蒂为攻

击点，男性一定要用促高点对阴蒂进行连续猛烈的旋

扭式挤压和摩擦。

想通过阴茎对阴道进行活塞式抽插和冲击让女性

达到高潮，是很多男性共同所犯的通病。当女性有求

高欲望时，男性用这样的操作方法，如果速度快、力度

大，可以让女性获得快感，但绝对达不到真正的高潮。

不仅费劲而且男性容易失控，而失去继续促高的能力，

使本次促高半途而废。因此促高操作时促高点一定要

对准并紧贴阴蒂，男性一定用促高点对阴蒂进行连续

猛烈的旋扭式挤压和摩擦，直到女性退潮为止，男性才

能停止促高操作。促高过程中，男性不能停顿，不要减

速，不要减压，还要确保促高点与阴蒂之间，不离开，不

错位，这种操作方法对女性进行之有效，对男性省力而

又耐持久。

（４）为了让促高点能对准并紧贴阴蒂，促高操作
时要随时调整好双方配合角度。

促高操作时，为了让促高点对准并紧贴阴蒂，男女

双方要形成一个促高夹角，夹角的大小，与男性的阴茎

和女性的阴蒂上下位置相关，双方或有一方偏低，形成

的夹角就大一些，偏高夹角就小一些，所以促高时男性

要调整两者之间的配合夹角，以促高点能对准并能紧

贴阴蒂为准。

（５）不误时机，及时促高。女性经过男性在兴奋期
和持续期充分有效的挑逗和嬉戏之后而产生强烈的求

高欲望时，男性一定要不误时机，及时的进行促高操

作。如果因某种原因，没有及时促高，女性这种欲望会

在失望中快速消逝，如果类似现象长期如此，会造成综

合性的不良后果，包括性冷淡、性欲低下、性不热情和

不感性趣等等。

（６）关于多次高潮和同时高潮。
关于多次高潮。有不少性高潮体验丰富的女性，

在每一次夫妻性生活中，希望获得两次或多次性高潮

享受。凡掌握了促高要领和促高技巧的男性都可以很

轻松的满足女性多次性高潮的要求。多次性高潮的操

作程序是当女性首高之后，性生活动退回到持续期，片

刻后又返回高潮期，再次对女性进行促高操作。如此

类推，当然要随女性的欲望灵活掌握，摸索一套适合自

已性侣伴的规律来，每一次夫妻性生活，不仅能让女

性可以获得多次性高潮享受，而且多数女性的感受认

为二高比首高更为愉悦和完美。

关于男女双方同时高潮。有不少夫妻，特别是男

性，认为夫妻双方同时高潮是最完美的结局，并为追求

同时高潮而努力，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有不少女性要

求每一次性生活中获得两次或多次性高潮，凡有促高

经验的男性，都能满足女性的要求，也能准确的掌握进

程，让女性性满足之后，男性再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才是

最佳结果。

（７）促高潮，三步到位。高潮期它只是理论性反
应四周期其中一环，不能单独进行，它与兴奋期和持续

期必须前呼后应，持续期男性不能直奔，性高潮期更不

能直奔，必须要经过男性在兴奋期和持续期对女性进

行充分有效的亲昵．挑逗和嬉戏之后，让女性有强烈的
求高欲望时，才能进行促高操作，所以对女性进行促高

操作必须三步才能到位。

第一步，要因人而异的作好兴奋期的启动工作。

兴奋期，是性生活开始前的前曲，夫妻每一次性生

活前都要有一个良好开头，打破僵局，制造气氛。兴奋

期，即是持续期的前奏，也是高潮期的前奏，为了让女

性获得性高潮，男性不要操之过急，不宜直奔主题，一

定要因人而异的作好、作细兴奋期的启动工作，在兴奋

期，男性要对女性进行亲昵和挑逗，才能让女性动情，

动欲。挑逗那里，如何挑逗，即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

艺术，男性要根据不同女性的不同要求，对女性进行

运作。

挑逗那里。女性是一个情动体，性敏感区极为丰

富，遍布全身上下，专家们，将其分为三大动情区域。

①以舌尖为中心有：唇、脸、颈、耳、眼、发、下巴等，舌尖
为最敏感点。②以乳房为中心有：胸脯、腰、肩、小腿、
背、脚、手、臂、臀、大腿，乳房，奶头等，奶头最为敏感。

③以阴蒂为中心的有：阴道、阴道口、大阴唇、小阴唇、
阴蒂、大腿两内则等，以阴蒂为最敏感。

如何挑逗。兴奋期的亲昵和挑逗，是一项示爱和

求性的行为，男性通过示爱，暗示或明示性的欲望，最

后用性表示爱。而女性把性看成是一种奉献，把性奉

献给爱她和她爱的人，又从奉献中获得爱和性的享受

和愉悦。不过她们首先希望要的不是性，而是来自男

性的多种形式带爱的挑逗。如；甜言蜜语，热情的拥

抱，亲密的吻和轻轻的抚摸。

①语言：夫妻之间柔情蜜语，绵绵情话，爱中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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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是传递爱与情，性与欲信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图象使男性动欲，情话使女性动情，夫妻共枕，不受条

件限制，可不拘形式，或文雅，或粗俗，或含蓄，或直白，

可俏皮话直取，可情话性语侧面暗示，内容没有禁区，

随心所欲，言所欲言，打破僵局，营造气氛，性语言贯串

性生活全过程，可激发情感，交流感受，活跃气氛，又可

对体位、角度、力度、速度得到及时的准确的变更和恰

当的调整。

②拥抱：拥抱是夫妻之传递、交流、寄托、施放情感
的一种有效的方式方法，立抱、卧抱、压抱、滚抱，不同

的拥抱方式，有不同的含意，女性也有不同的感受，示

爱，示性，示欲都在无言中，拥抱加悄悄话，加抚弄，会

使女性感到陶醉和满足，会使女性深深的沉醉在幸福

之中，激起性的欲望。

③接吻：接吻是爱的体现，也是情感的溢露和暗
示，是亲昵，是挑逗，是兴奋期的重要行为。

女性的手、背、臂、肩、颈、耳、下巴、睑额、咀唇，被

吻，被舔时，女性会有亲切感，受宠感和幸福感。女性

的小腿、大腿、大腿两侧、臀部、跨裆、腋下、腹部、腰间、

胸脯、乳房，被吻，被舐有电击感，。舌尖、奶头、阴部、

特别是阴蒂，被吻，被吮，女方会感到舒服和陶醉，兴奋

湿润和抽动，有强烈的情难自禁感。

④抚摸：抚摸是无声的输情、输爱，女性很乐意接
受性伴侣轻轻的抚摸。女性不同部位受到男性的抚摸

有不同的感受，领会不同的含意。抚摸是兴奋期重要

的肢体语言，不可缺少的挑逗形式，抚摸手、臂、发、耳、

肩膀，使女性有受爱感；抚摸脸、额、下颈部、背部，表示

亲昵；抚摸腰部、腋下、臀部、胸脯，会使女性动情、动

欲；乳房，奶头和阴部这些女性高敏感区，被抚、被摸、

被触揉、挤压会使女性兴奋入亢。兴奋期对女性进行

充分有效的挑逗和亲昵，是夫妻性生活组成部分之一，

既是为持续期作准备，也是性享受的一部分，兴奋期男

性对女性挑逗那里，如何挑逗不能千篇一律，要靠夫妻

双方在实践中去发现、去感受、去体验、去交流，摸索出

一套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因人而异，对有丰富床上

经验的夫妻，每一次性生活，都能享受一次或多次性高

潮，而且婚龄较长的女性对兴奋期准备工作要求就不

那么高，只要很短的时间和简单的方式，女性很快就会

进入状态。

第二步，要量力而行地做好持续期的促性操作。

持续期是性交的第一阶段，理论性反应四周期，将

性交划分为持续期和性高潮期前后两个时期。

经过兴奋期男性对女性充分有效的亲昵和挑逗之

后，使女性的性兴奋发展至欲性状态时，夫妻性生活进

入持续期，持续是夫妻性交的前阶段，是性嬉戏的开始

和性挑逗的继续，持续期男性攻击的主要目标和操作

的动作没有严格的要求，男性可随心所欲。持续期夫

妻性活动要达到两个目的：

其一，持续期是夫妻性亲昵和性嬉戏阶段，对男性

而言，即是示性也是示爱，是展示性功能，性技巧和性

艺术的阶段，是使双方获得性愉悦的阶段。不少夫妻

并不希望过早，过快的进入性高潮，而希望在持续期多

嬉戏多亲昵，通过男性在促性操作过程中的轻，重，快，

慢，深，浅动作的变化和体位姿态的变换，使夫妻双方

生理上得到快感，心理上得到满足。

其二，是通过亲昵挑逗使女性极度兴奋而产生强

烈的求高欲望，为下一步促高操作创造有利条件和

气氛。

第三步，对女性进行促高操作。

经过男性在兴奋期和持续期对女性进行充分有效

的亲昵、挑逗和嬉戏之后，使女性极度的兴奋，而产生

强烈的求高欲望，特别是高潮感受经验丰富的女性，求

高欲望更加迫切，希望自己的兴奋点（阴蒂）能受到男

性的促高点有力的挤压和攻击，此刻男性要不误战机

及时的发起攻击，对女性进行促高操作。

具体的促高操作方法、操作技巧和操作程序：促高

一开始，男性首先要停止阴茎对阴道的活塞式抽插和

冲击，将阴茎插入阴道深处，让促高点对准并紧压阴

蒂，同时男性要以阴蒂为主要攻击目标，让促高点用旋

扭式挤压摩擦动作对阴蒂进行连续猛烈的挤压摩擦，

随着女性性兴奋快速的发展，女性僵硬的身躯会向男

性进行强烈的矫扭撕拼，让自已的兴奋点（阴蒂）获得

更强大的挤压摩擦力，此时男性要最大限度的加大攻

击力度，加快攻击速度，在促高操作全过程中，男性不

能停机，不能减速，不能减压，要确保促高点与阴蒂之

间，不离开，不错位，直到女性退潮为止，男性才能停止

促高操作。

女性性高潮的操作方法和操作技巧，就这么简单，

没有很深的学问，也没有难理解的理论，一看就懂，一

学就会。只要男性能正确按照促高操作程序，操作方

法和操作技巧进行操作，绝大多数夫妻，在每一次夫妻

性生活中，女性都能获得一次或多次性高潮享受。如

仙如醉，似癫似狂的女性性高潮反应，再也不是别人的

故事。女性性高潮的成功率将以惊人的变化，在各类

有关书刊杂志上重新改写，三个“三分之一”将进入历

史的记忆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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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科学发展蓝皮书》发布

潘晓明

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性科学（Ｓｅｘｏｌｏｇｙ）是以人类的性行为为研究对象
的综合性学科。人类生命的延续离不开性，正如古人

所云“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的“食”

是获取能量，这里的“色”就是生殖、享乐和健康，这里

的“性”即是本性和本质之意，就是生命的核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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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性及

性科学的研究普遍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并依据不

同的社会背景，采用相应的手段加以研究和传播。

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回顾中国性科学的发展历

程，充分展示中国性科学的研究和应用现状，慎审明晰

地提示中国性科学未来的路径和方向，为大家提供系

统了解中国性科学现状与展望的平台，为学者构建研

究中国性科学的长廊，让世界了解中国性科学的精萃，

以史为荣，以史为鉴，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与

中国性学会共同研究决定编辑出版《中国性科学发展

蓝皮书》，构建以历史沿革为经，以学术研究和重要问

题等为纬的框架，力图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展示中国性

科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抛砖引玉，以飨社会。

２００７年８月项目提出后，经多次专家会审中国性
学会理事会和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全体会议

通过，成立了《中国性科学发展蓝皮书》课题组。在中

国性学会和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的直接领导

下，课题组按规划委托中国性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和地

方省市自治区的相关学会展开了抽样调查和专项调

查。同时展开了相应工作就各专业委员会所涉领域和

各地方性学相关事宜进行了汇总归纳。

本次调研及分析归纳工作主要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上半年中国性科学现状和发展的情况为目标，涉及中

国性科学的历史渊源、中国性科学学科范畴与体系、中

国性科学的发展与研究成果、中国性科学的研究组织

与活动、中国性科学的发展趋势与展望等方面，并以附

录的方式选载了中国性科学发展大事记和主要参考文

献等，力图真实反映中国性科学的现状、动态和展望。

调查组织得较为严密和完善，针对专业委员会和

地方组织及专题问题设了 Ａ、Ｂ、Ｃ三个问卷，涉及８０
个大问题。由于样本量及数据的覆盖面等原因，本次

研究未就具体数据加以引用，基于同样的原因亦未采

用和引用其他学术机构或学者研究的具体数据，因此

严格意义上讲本次研究仍属归纳和描述的定性工作，

期望今后在更高的层面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得出值得

信赖的数据阐述。

基于体裁和课题的目标和要求，本研究力求简洁

地描述和归纳分析，力求实事求是，真实记录历史，抛

砖引玉；因体裁和资料占有及课题组自身条件所限，难

免挂一漏万，不拟对事件特别是个人作过多的评介；这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又不一定完全体现所有涉及课题

专家的真知灼见，存有很多遗憾。

课题三易成稿，多次研讨，并于２００９年９月份以
《中国性学现状与展望》蓝皮书征求意见稿的形式由

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负责呈送专家审阅，同

时举行专题研讨会进行审稿研讨，并根据会议中各位

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补充。特别要感谢并致

以敬意的是吴阶平院士、彭瑞骢教授、吴景春教授、叶

干运教授、崔以泰教授、戴志澄教授、方伟岗教授、张金

钟教授、张大庆教授、刘永良教授、张枫教授、王家璧教

授、王效道教授、杨文质教授、刘达临教授、史成礼教

授、李曰庆教授、方强教授等专家学者对课题进行了审

议和斧正，从而使这部《中国性科学发展蓝皮书》成为

课题组成果的全面展示，并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由北京大
学医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本课题是在中国性学会和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

究中心领导下，以各专业委员会和各地方相关团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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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充分调动各专业委员会和各级地方相关团体的

资源，并且在他们直接具体的工作中得以实现的。课

题组将有关资料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整理，基本体现了

课题报告的准确性、科学性和系统指导性，是迄今为止

中国性科学有史以来开展的涉及性科学相关领域较全

面的一次研究活动，形成了一些较为全面系统的观点

和报告。

借此让我们由衷地感谢相关省（市）、自治区、直

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各级性学相关团体；感谢中国性

学会所属的各专业委员会及给予本研究大力支持的机

构。特别要致以诚挚谢意的有：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广

东省性学会、山西省性学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性学会、

天津市性科学协会、辽宁省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云南省

性学会、北京市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四川省性学会、甘

肃省性科学学会、江苏省性学会、安徽省性学会、吉林

省性学会、河南省性与性病学会、河北省性科学学会、

陕西省性学会、贵州省性学会、浙江省性学会、湖南省

中西医结合性医学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性科学学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性学会、重庆市性学会、福建省性学

会（筹）、深圳市性学会（筹）、桂林市性学会、柳州市性

学会、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及中国性学会所属之性医学

专业委员会、中医性学专业委员会、性教育专业委员

会、性传媒专业委员会、性人文专业委员会、青少年性

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性传播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性

心理专业委员会、性法学专业委员会，感谢他们对本次

研究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更感谢所有参与本课题

调研、统计、分析整理执笔的各位仁人志士的辛勤劳动

和付出。

由于初次进行如此规模的研究工作，书中难免有

纰漏和不足之处，吁请各界人士对此提出批评和指正，

以促进中国性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中国性科学的整

体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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