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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业主有益，对公众有益（通过项目的实施，ＳＴＤ／

高危人群中的安全套推广工作，我国艾滋病经性途

ＡＩＤＳ预防知识的广泛深入的宣传，增强了市民的

径传播快速增长的势头一定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项目实践也证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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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此工作有了更多理解。如果各地能务实地看待

（本文编辑：尹廉）

安全套推广工作，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机制，全面开展

同性爱与艾滋病
张北川

储全胜

某一个体的性欲完全或主要指向同性时，这一性现象和

上已被ＭＳＭ概念取代。

个体分别称同性爱（又称同性恋，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和同性爱者

１．同性爱：在有同性性关系的ＭＳＭ中，最活跃和执着的

（ｈｏｍｏｓｅｘＨａｌ）。同性爱是性取向（性爱倾向）中的一种，与之

是ｇａｙ（含双性爱男子）；人数很少的是变性术前的男变性欲

相近或形成对应的性取向包括双性爱（ｂｉ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异性爱。

者；而占大多数的是异性爱男子，但他们的同性性行为显著

能导致艾滋病病毒／艾滋病（ＨＩＶ／ＡＩＤＳ），有时亦指ＨＩＶ感染

为少。因此，ＭＳＭ概念主要涵盖的是ｇａｙ。国际问自２０世

者／艾滋病患者流行的同性性行为，限于男男性行为（ＨＩＶ经

纪初至晚近的大量调查确认，全社会成年男性人口中绝大多

女女间性行为传播的概率极低，因此常被忽略）。２０世纪８０

数情况下有２％～５％是ｇａｙ。这一百分率明显恒定，不因社

年代国际医学界一般认为男男性行为或男男性关系／性接触

会制度、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美国２０世纪４０

引起的ＨＩＶ流行基本限于男同性爱（ｍａｌｅ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ｓ，ｇａｙ）

年代与９０年代的调查、法国７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调查、当代

人群，后来确认流行还发生在双性爱男子（我国学术界通常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原住民的调查等，所得百分率均如此。１’４１。

把该人群直接笼统地划入ｇａｙ人群）、有变性欲望但尚未行

然而，不同文化背景下既与同性又与异性有性行为史的男子

变性手术的男子（ｍａｌｅ ｔｒａｎＳｓｅＸｕａｌ），以及相当部分异性爱男

所占百分率相差较大。晚近的多中心调查发现，这类男子在

子。这一现实导致了新概念男男性接触者（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男性成年人口中所占百分率在墨西哥为Ｏ．５％～３％、挪威为

ｍｅｎ，ＭＳＭ，又称男同性性行为者）的产生。９０年代

３％、巴西为５％、美国为１０％～１４％、博茨瓦纳和秘鲁均为

ｓｅｘ

ｗｉｔｈ

中期以来论及ＨＩＶ的同性性传播时，ｇａｙ这一概念很大程度

１５％、泰国为６％～１６％”１。
２．国际间ＭＳＭ中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世界上５％～１０％

作者单位：２６６０１２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青岛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储全胜）

的ＨＩＶ感染者因男男性行为传播。这个数字明显高于ｇａｙ
在全球人口所占百分率。被确认感染ＨＩＶ的ｇａｙ，主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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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和南美洲。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德国、希

本量８８例）¨“；深圳市２００２年的筛查为０．７％，至２００４年上

腊、美国等国家，男男性行为是ＨＩｖ流行最重要的行为学因

升至１．６％。一项进行中的对５大城市１１００多位ＭＳＭ的初

素。如美国最初发现的Ｈ１Ｖ／ＡＩＤＳ中，ｇａｙ所占比例超过

筛检测发现，平均感染率为１．１％（各城市样本量均＞２００例，

９０％；据报道（２００４年），自ＡＩＤＳ流行开始至２００２年确诊的

感染率分别为０％～２．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四单

约８７．７万例ＨＩＶ／ＡＩＤｓ中，ＭＳＭ为４２．０万，既有男男性行为

位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２００２年）提示，至２０１０年，我国的

又有注射毒品行为者６万人，总计占所有病例的５４．８％；至

ＨＩｖ／ＡＩＤｓ中，ＭＳＭ所占百分率将超过１５％。另外，我国香

２１世纪初新发现的ＨＩｖ／ＡＩＤＳ中，仍有约半数人是ＭＳＭ。

港特区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中３２％是ＭＳＭ；男男性行为是台

澳大利亚１９９４年新确诊的ＨＩｖ／ＡＩＤｓ分别有８５％和８８％是

湾ＨＩＶ传播的首要原因。

ＭｓＭ’６１；累计到１９９７年，８５％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是ＭｓＭ；１９９７

４．我国ＭｓＭ的行为学及相关资料：造成ＭＳＭ更易感

２００２年每年新确诊的ＨＩｖ中，ＭＳＭ一直高达８５％以上。在

染或传播ＨＩＶ的行为，主要是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肛交。一

东欧，ＭＳＭ的ＨＩＶ感染率高于一般人群。２１世纪初在南美

旦ＨＩｖ进入某地的ＭＳＭ人群，个体性伴越多，越易感染。

洲９国的主要城市，３个国家ＭｓＭ的ＨＩＶ感染率高于

对北京市ＭｓＭ的研究发现，累计同性性伴数＞２０人者，感

２０％，５个国家的这一数字介于１０％～２０％之间，仅１个国家

染ＨＩｖ的概率比性伴较少者高３倍以上¨“。对ｇａｙ的研究

略低于１０％。

发现，在一次无保护性（即不用安全套的）肛交中，如果主动

在亚洲，男男性行为是印度许多地方ＨＩＶ传播的重要

肛交者（插入者）处于强传染性的ＨＩＶ感染早期，被动肛交

原因之一。对该国经济落后的ｃｈｅｎｎａｉ地区的研究（２００１

者（被插入者）感染的可能性高达１０％～３０％；此后这一可能

年）发现，７％的ＭＳＭ ＨＩＶ阳性；研究表明，印度大量ＭＳＭ

性降至０．０１％～０．１０％；当插入者处于ＡＩＤＳ临近发作时或

与妇女也有性关系。对印度５城市ＭＳＭ的行为学调查

发作初期，这一可能性又升至０．１％～１．０％。１“。已确认单纯

（２００２年）发现，他们中２７％的人已婚或与一位女性伴生活

的无保护性口交也可能传播ＨＩＶ，但传播概率明显小于

在一起。在泰国，８０年代中期最初发现的ＨＩｖ／ＡＩＤＳ主要是

肛交。

ｇａｙ，虽然后来并未确认ｇａｙ中出现ＨＩＶ大流行，但９０年代

行为监测是９０年代中期发展成熟的ＨＩＶ／ＡＩＤＳ及ｓＴＤ

仍发现高比例的ＭｓＭ存在不安全性行为（至９０年代晚期泰

监测方法。血清学监测只能提供当前的感染状况，行为监测

国报告的ＨＩＶ感染者中ＭＳＭ仅略高于１％）。ＡＩＤｓ患者中

却对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具有前瞻性价值。血清学监测与行为

ＭＳＭ所占百分率在新加坡为２９％、菲律宾为３３％、印度尼

监测结合，形成ｗＨ０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ＵＮＡＩＤｓ）确

西亚为１５％…。

认的“第二代艾滋病监测”方法。我国已有较多对ＭＳＭ的

３．中国相关情况：由于社会文化和性政治方面的偏见，

ＡＩＤｓ相关行为学调查。这些调查的对象，通常基本上都自

许多国家长期回避对ｇａｙ／ＭＳＭ人群的关注。我国性取向研

认为ｇａｙ（含双性爱者）。以下是一项调查（２００２年）的发现

究起步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对全国大学生的调查（１９９２年）

（样本量１１０９例）。１…。该组ＭＳＭ平均３３岁，主要生活在大

发现，７．０％男生有过同性性行为；四川省对大学生的调查

中城市。其累计男性性伴平均３３人，中位数１０人；近１年

（２００１年）发现，６．７％男生“喜欢同性裸体”；长沙市对大学生

性伴２～５人者占５０．８％，＞５人者占２７．３％。近１年８８．７％

的调查（２００２年）发现，男生中同意可以与同性发生性行为者

曾口交，７６．９％曾肛交，其中８２．１％有过无保护性主动肛交，

占５．２％。严格按照社会学科研要求设计的全国大样本抽样

７３．３％曾被动肛交；近１年５７．０％曾有此行为。５５．４％曾在

调查（２００４年）发现，国人中２．０％男性自认为是ｇａｙ，４．４％

ｇａｙ聚集的公厕、公园、浴池寻找偶遇性伴并与之性交。

的男大学生既有同性爱心理倾向又有同性性行为∽’９ｏ。按照

３７．４％曾群交。近１年８．３％“买”过性，近１年３．０％“卖”过

成年男性３．５％是ｇａｙ的百分率估测，我国ｇａｙ人口近２０００

性。近１年３．１％曾用导致出血的虐恋方法刺激对方，４．０％

万人，其中８００万生活在城市。根据调查所知的与ｇａｙ发生

曾接受导致出血的虐恋行为。４９．８％曾男女性交；已婚者占

过性行为的男异性爱者的数字推测，我国有过同性性行为的

３４．５％，其中近１年６３．０％曾与配偶性交。未婚者中仅

男子占男性人口的１０％～１５％¨…。

４１．９％确定未来独身。近１年患ＳＴＤ者占１１．５％；有肛交史

我国对ＭｓＭ人群的ＨＩＶ感染状况所知甚少。据研究
（２００２年），北京市ＭＳＭ中的ＨＩＶ流行始于９０年代初期，
ＨＩｖ为Ｂ亚型，流行来源为欧美¨“。１９９９

者最近一次肛交时５５．８％用过安全套，有口交史者最近一次
口交时１９．８％用过安全套。

２００１年连续３

我国多篇对ＭＳＭ的行为学调查结果与以上报告相似。

年对３０个省（市）ＭＳＭ的问卷调查发现，依次有２３、２７和２９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ＭＳＭ与女性间性行为的特点类同印度

个省（市）的ＭＳＭ知道所在省市有ｇａｙ感染ＨＩＶ或患

情况，从而与发达国家的ＭｓＭ很少与妇女性交显著不同。

ＡＩＤｓ。仅个别城市对ＭＳＭ的ＨＩＶ感染率进行过监测。已

这一行为学特点提示ＨＩＶ在中国ＭＳＭ人群的流行将对其

发表的监测报告中．东北某省会（２００２年）ＭＳＭ的感染率为

他人群，特别是对妇女人群的ＨＩＶ流行产生影响。此外，有

１．３％（样本量１５３例）。１…；北京市感染率（２００３年）为３．１％

限的资料提示，东南亚等国ＭＳＭ中许多人并不认可自身是

（样本量４８１例）。１“；广东省某大城市（２００３年）为３．４％（样

ｇａｙ的情况同样存在于我国。新近的研究（２００４年）发现，与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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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工作者情况相似，主要或完全向同性提供性服务的

用”，所以能在“同伴教育”中起到身份是异性爱者的专业人

ＭＳＭ更倾向于年轻、来自农村、低文化水平和原属于低收入

员无法产生的作用。国内此种民间组织通常得到中国艾滋

或无收入阶层，他们中一些人同时保持着与女性的性关

病协会等全国性社团、地方疾病控制等机构的支持和资助。

系㈣。

同性爱概念和艾滋病流行与相关认识、对策，实质上是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包括中国），还有一些活跃地参与同

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全球化进程中相互交织的不同侧面。伴

性性活动的ＭＳＭ并不把自己认同为ｇａｙ，这种情况在监狱

随着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得到进一步认可，我

和军队等单一性别的环境中多见。在南非，研究报告（２００３

国同性爱／艾滋病问题将有望得到较好的解决心…。

年）指出，高达６５％的男囚与室友有性关系。
参
５．同性爱／艾滋病问题与社会文化：男男性行为的发生
率，受到社会主流文化对性取向与性的态度的极大影响，从
而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ＨＩｖ／ＡＩＤＳ中ＭＳＭ所占比

考

文

献

１张北川．同性爱．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４．４８．５６．
２迈克尔，盖格农，劳曼，等．美国人的性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６．２４１．２６２．

例差异悬殊。主流文化如果对性一般持“开放”态度，同时由

３黄新河．法国人性行为的变化．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１，１０（４）：３９—４０．

于宗教、政治、传统因素，ｇａｙ受到强烈或明显歧视（截至

４瑞妮丝，毕思理．新金赛性学报告．济南：明天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１４—

２００２年，世界上仍有８４个国家有法律禁止男性间的性关

２１６．

系）＂３；同时，ＭＳＭ中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常被社会忽视，以致

５帕勒斯（ＰＡＮ０ｓ）研究院．艾滋病与男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１．７５．

常常造成ＭＳＭ较少或很少感染ＨＩＶ的表象ｏ“。反之，如果

６吴尊友，祁国明，张家鹏．艾滋病流行与控制．北京：科学出版

主流社会性文明水平较高、性取向歧视较小，ｇａｙ形成的社区

社，１９９９．３２—３４．
７

与主流社区有明显界限，复杂的心理和亚文化常使得身份是
ｇａｙ／ＭＳＭ的感染者在所有感染者中占很高百分率。
已有大量研究证明，歧视与ＭＳＭ中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
有明确关系‘１…。在许多发达国家，８０年代ＡＩＤＳ在ＭＳＭ中
的高水平流行，有力地带动了有关性取向的科学知识的传

少。如澳大利亚１９８７年全年新发现的感染ＨＩＶ的ｇａｙ为
２２８４例，１９９４年这一数字降为７７２例，１９９７年又进一步下降
到４８５例”。。
同性爱／艾滋病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权

视立场。我国学术界认为崇尚生育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

造成ＨＩｖ在ＭＳＭ中传播的大背景。
指导ＡＩＤＳ防治工作反歧视的政策背景与人权理念有
关。我国学术界已从反歧视和人权建设的角度明确提出这
一问题眩０’２“。我国目前已有十几个城市成立了此种以ｇａｙ
为主体，常有疾病控制部门或ＳＴＤ防治部门、人口计划生育
部门专业人员参与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由于人的行
为受到心理的支配，而心理健康是健康行为的基础，所以此
种民问组织主要开展三种工作：①向性取向认同不良的ｇａｙ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ＩＤ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４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２８—３３２．

１０张北川，李秀芳，史同新，等．对中国男同／双性爱者人口数量与
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的初步估测．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２００２，８：
１９７．１９９．

１１姚均，张福杰，何忠平，等．北京市同性恋ＨＩｖ．１感染者的包膜基
因Ｃ２～ｖ３区序列测定和亚型分析．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２００２．８：１３１—１３３．

１２曲书泉，张大鹏，吴玉华，等．东北某地男同性恋者性行为及ＨＩＶ
感染流行病学研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２００２，８：１４５—１４７．
１３

Ｃｈｏｉ ＫＨ，Ｌｉｕ Ｈ，Ｇｕｏ ＹＱ，ｅｔ ａ１．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ＨＩｖ－１
ｉｎ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３．３６１：２１２５—

２１２６．

１４杨振发，房恩宁，蔡文德，等．男男性接触者梅毒和ＨＩＶ感染及
性行为调查．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３，１９：１２９２—１２９３．
１５世界银行．正视艾滋病．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５４．
１６张北川，李秀芳，史同新，等．２００１年１１０９例男男性接触者性病艾
滋病高危行为监测与调查．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０２，３５：２１４—２１６．

歧视或反对同性爱现象／人群的渊源和基础。这一文化破坏
了ｇａｙ相互问发展情感联系和建立稳固关系的可能性，进而

ｏｎ

９潘绥铭，杨蕊．性爱十年：全国大学生性行为的追踪调查．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０—１７２．

益问题。我国政府已通过签署《巴黎艾滋病首脑会议宣言》

危机一全球行动”》（２００１年）两个文件的形式。１…，表明了反歧

ｒｅｐｏｒｔ

８潘绥铭，白维廉，王爱丽，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北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４年）和联合国《关于ＨＩｖ／ＡＩＤＳ问题的承诺宣言“全球

２００４

ｒｅｐｏｒｔ．ＵＮＡＤＩＳ．Ｇｅｎｅｖａ，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２４，３６，７９—８０，２０６．

播，推动了反歧视工作，特别是促进了ＭＳＭ社区内ＡＩＤＳ防
治工作的开展，进而造成新感染ＨＩＶ的ｇａｙ的数量显著减

ＵＮＡＩＤＳ．

１７张北川，吴绍文，李秀芳，等．男性性工作者的ｓＴＩ／ＨＩＶ高危行
为研究．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０４，１０：３２９—３３１，３３７．
１８

ｕＮＡＩＤｓ．艾滋病、法律和人权立法者手册．日内瓦，瑞士，１９９９．
２３．６０．

１９联合国艾滋病问题特别会议．“关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问题的
承诺宣言‘全球危机一全球行动”’．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２００１，
７：１９６—２０１．

２０张北川．不利于男男性接触者ＡＩＤｓ预防控制的因素．中国性病
艾滋病防治，２００３，９：３７９—３８１．
２１张北川同性爱、艾滋政治与人权建设．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４，１３
（５）：３５—３７．

２２张北川，琼·高芙曼．同性恋与艾滋病防治．中国面对艾滋——
战略与决策．美国华盛顿：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６０—２７２．

提供心理援助；②普及ＡＩＤＳ知识，特别是预防知识；③协助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２．０１）

专业部门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如流行病学调查）。由于身份

（本文编辑：尹廉）

是ｇａｙ的志愿工作者在社区内通常有特殊号召力和“示范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