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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男男性行为者儿童期性虐待经历对艾滋病
高危行为及心理影响
张北川

于增照

李秀芳

汪宁

史同新储全胜

目的探讨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儿童期性虐待（ｃｓＡ）经历对其成年后艾滋病高危行为

【摘要】

及心理影响状况。方法采用定向抽样（“滚雪球”）法进行横断面调查。对９城市２１４７例ＭＳＭ的有效
匿名问卷进行分析，比较ＣＳＡ经历者与无此经历者艾滋病高危行为及心理影响差异。结果ＣＳＡ经
历者累计同性性伴数（中位数２０．０个）、累计同性肛交性伴数（中位数１０．０个）、累计女性性伴数（中位数
３．０个）、近６个月同性肛交性伴数（中位数３．０个）均高于无此经历者；近１年曾参加群交百分率
（３０．８％）、向同性“买”性百分率（１９．２％）、性交出血百分率（３６．７％）、去外地并与陌生男性性交百分率
（３７．３％）均高于无此经历者；近一次肛交时安全套使用率（６７．３％）低于无此经历者；认为暴露性取向会
明显受到歧视和严重伤害百分率（７５．６％）、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率（３４．７％）、曾有过自杀行为百
分率（２４．３％）均高于无此经历者。结论ＣＳＡ经历增加了ＭＳＭ受害者成年后艾滋病高危行为，亦对
其心理产生不良影响；亟需加强对有ＣＳＡ经历的ＭｓＭ心理健康干预，特别是艾滋病干预。
【关键词】艾滋病；男男性行为者；儿童期性虐待；高危性行为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ＩＤ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

ＹＵ

Ｚｅｎｇ－ｚｈａｏ‘。ＺＨＡＮＧ 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ＬＩ

ＸＳｕ—ｆａｎｇ，黝Ⅳ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Ｎｉｎｇ，Ｓｉｌｌ％愕－ｘｉｎ，ＣＨＵ Ｑ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Ｚ删ⅣＧ 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Ｅｍａｉｌ：ｐｙｔｘ＠２６３．ｎｅｔ；黝鹏Ｍ增，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ｎｂｊ＠１６３．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ｆｉｖｅ

Ｔｏ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ｃ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ｅｘ

ｆｏｒ

ＡＩＤ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ｈＪｌｇｈ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ＭＳＭ）ｗｈｏ

ｅｖ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ＩＤ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ｍ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Ｓ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２１４７ ＭＳＭ ｆｒｏｍ ｎｉｎｅ
ｗｅｒｅ

ｃｉｔｉ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ｏｎ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Ｓ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ＣＳＡ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ｄ

ｌａｒｇ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ｔｏｔａｌ ｓｅｘ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ｎａｌ
ｓｅｘ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

ｓｅｘ

ｓ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ｏｆｍｅｄｉａ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３０．８％ｏｆ ｔｈｅｍ ｈａｄ

ｅｖｅｒ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ａｍｅ ｓｅｘ，ｆｅｍａｌｅ
ａｓ

２０．０，１０．０，３．０，３．０

ｐａｔｔｉｅ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ｇｒｏｕｐ ｓｅｘ’，１９．２％ｅｖ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 ｍｏｎｅｙ ｆｏｒ ｓｅｘ，３６．７％ｂｌ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３７．３％ｈａｄ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ｏｗ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ａｉ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ｎｏｎ－ＣＳＡ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ｔ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Ｓ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ｄ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ｏｍ ｕｓｅ

（６７．３％１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ａｎａｌ ｓｅｘ．Ｔｈｏｓｅ谢ｔｈ ＣＳ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ｄ ｍｏｒ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ｓ：７５．６％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３４．７％ｈａ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ｘｕ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ｉｔｉｄｅ ａｎｄ ２４．３％ｅｖｅ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ｈａｄ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Ｓ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ＩＤ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Ｉｔ ｉｓ ｏｆ ｕｒｇｅｎ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ｎ Ｍ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Ｓ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ｎｏｔ ｂ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ＩＤｓ；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ｂｕｓｅ；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ＢＡ７１９Ａ０２）
作者单位：２６６００３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于增照、史同新）；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张北川、李秀芳）；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汪宁）；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储全胜）
通信作者：张北川，Ｅｍａｉｌ：ｐｙｔｘ＠２６３．ｎｅｔ；汪宁，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ｎｂｊ＠１６３．ｔｏｍ

主堡煎堡疸堂苤查！！Ｑ！生！旦筮！！鲞箜！塑ｇ垫垫！里Ｅｉ曼！坐ｉ！！！！塑！兰型！Ｑ！！！塑！：！！！堕璺：！

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是我国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的
结

主要高危行为人群之一。国际间大量研究表明ＭＳＭ
儿童期性虐待（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果

ａｂｕｓｅ，ｃＳＡ）经历不

共收回对ＭＳＭ的有效问卷２２５０份，１０３人因拒

仅会导致受害者成年后发生多种高危行为，如多性

绝回答该问题被剔除，故实际研究对象为２１４７人。

伴、无保护肛交、从事性交易等；还会导致受害者产

其中ＣＳＡ组２１１人，非ＣＳＡ组１９３６人，分别占９．８％

生诸多长久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创伤后应激障碍

和９０．２％；两组平均年龄分别为２８．８岁±９．８岁、２９．１

（ＰＴＳＤ）、痛苦、自杀等”．２】。由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

岁±９．１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０．４９１，Ｐ＝

认知和关注不足，本研究旨在探讨ＭＳＭ中ＣＳＡ经历

０．６２３）。

ｓｅｘｕａｌ

１．ＣＳＡ组和非ＣＳＡ组基本人口学特征比较：两

对其成年后ＡＩＤＳ高危行为及心理影响状况，为制定
对该人群与ＡＩＤＳ相关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组在受教育程度方面（Ｐ＜０．０１）和每月经济收人方
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对象与方法

表１

ＣＳＡ组与非ＣＳＡ组基本人口学特征比较

１．调查对象：样本取自（哈尔滨、沈阳、南京、上海、
郑州、武汉、西安、重庆、成都）９城市的ＭＳＭ活动场所，
以及与当地专门从事ＭＳＭ健康干预的民间组织所接
触和动员参与调查的ＭＳＭ。根据被调查的ＭＳＭ通
过回顾的方式对问卷中“您是否在１６岁前遭遇过成年

男性实施的强迫ｆ生交（包括手交、口交及肛交）”这一问
、

题做出准确应答者，回答“是”者为有过ＣＳＡ经历
（ＣＳＡ组），回答“否”者为无此经历者（非ＣＳＡ组），然后
比较两组高危行为及心理影响的差异。
２．调查方法：采用定向抽样（“滚雪球”）法进行
横断面调查。调查前对参与项目的９城市项目组成
员（含志愿者和从事ＨＩＶ／ＡＩＤＳ防治的医疗卫生人
员）集中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项目意义、动员方法与
范围及问卷质量控制等。填写问卷前先向被调查者
详细解释有关调查的知情同意书，经对方阅读知情
同意书同意并签字后（调查员亦签字）开始调查。调
查时间为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４月。
３．对比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性伴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数、ＡＩＤＳ高风险性活动，陛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及

２．ＣＳＡ组和非ＣＳＡ组高危行为比较：

心理影响等。

（１）性伴数比较：ＣＳＡ组累计同性性伴数、累计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建立数

同性肛交性伴数、累计女性性伴数、近６个月同性肛

据库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相应资料进行ｔ检验、ｘ２检

交性伴数均高于非ＣＳ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验；对有关陛伴数的计量资料经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ｍｏｖ

Ｏ．０１），见表２。

Ｔｅｓｔ检验均呈偏态分布，数据用Ｍ（仉）表示，并采用
非参数Ｍａｎｎ－Ｗｈｉｍｅｙ Ｔｅｓｔ检验。

（２）ＡＩＤＳ高风险陛活动广陛行为比较：ＣＳＡ组近１
年曾参加群交百分率、向同性“买”性百分率、性交出

性伴———页焉ｒｊ望叁塑］『矿———灭獗－圭旦坠塑南矿
表２

累计同性性伴数
累计同性口交性伴数
累计同性肛交性伴数
累计女性性伴数
近６个月同性性伴数
近６个月同性肛交数

２０７

ＣＳＡ组与非ｃｓＡ组性佳数比较

Ｐ值

１４．０（５～４０）
１０．０（３～２０）

一４．２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７２２

一２．８７２

０．００４

１７０６

８．０（３～２０）

一２．８２５

Ｏ．００５

３．Ｏ（１—５）４１５

１．０（１～３）

一４．０５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１

３．０（２～１０）

１７９８

３．０（１—６）

一３．３１４

０．００１

１８２

３．ｏ（】～８）

１５８１

２，ｏ（１～５）

一２．８３７

０．００５

１９３
１９６
６７

注：：值为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Ｔｅｓｔ检验统计量

２０．０（１０—５５）
１０．ｏ（５—３０）
１０．０（５～３０）

１８９７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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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百分率、去外地并与陌生男性性交百分率均高于非

（Ｐ＜０．０１），见表５。进一步分析发现，ＣＳＡ组和非

ＣＳ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

ＣＳＡ组曾因同性爱性取向／活动遭受来自同性爱者

（３）安全套使用情况比较：ＣＳＡ组同性性交、近

伤害的百分率均高于来自异性爱者的百分率，差异

一次肛交时安全套使用率均低于非ＣＳＡ组（Ｐ＜

有统计学意义（分别）ｃ ２＝８．４５９，Ｐ＝０．００４；ｘ ２＝

０．０１），见表４。ＣＳＡ组近６个月同性Ｅｌ交时每次、经

１１２．３５３，Ｐ－－－－－０．０００）。

常、有时、从不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为７．９％、

讨

７．４％、２８．０％、５６．６％，与非ＣＳ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论

（）ｃ２＝１．６５５，Ｐ＝０．６４７）；近６个月同性肛交时每次、

儿童性虐待是指发生于成年人和未满１８岁儿

经常、有时、从不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为３１．０％、

童之间的以儿童为性满足工具的性活动ｐ－，包括两

１７．４％、３８．６％、１３．０％，非ＣＳＡ组分另０为４０．４％、

个方面：一是身体接触｜生虐待，包括抚摸、亲吻、生殖

２０．４％、３１．７％、７．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

器接触及性交等；二是非身体接触性虐待，如露阴、

１３．１０６，Ｐ＝０．００４）；与非妻子女性性交时每次、经

窥阴、观看色情影视片、目睹成年人性行为等。本研

常、有时、从不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为２６．２％、

究将ＣＳＡ定义为ＭＳＭ １６岁前遭遇过成年男性实

４．６％、２６．２％、４３．１％，与非ＣＳＡ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施的强迫性交，在性行为方式方面属于最严格的定

意义（ｆ＝３．７９７，Ｐ＝０．２８４）。

义ｎ，。由于｜生虐待问题的复杂性，各研究者所采用的

３．ＣＳＡ组和非ＣＳＡ组心理影响比较：ＣＳＡ组认

ＣＳＡ定义、标准及调查对象、调查方法不同，因而报

为暴露性取向会明显受到歧视和严重伤害百分率、

告的发生率有较大差异，但ＭＳＭ中ＣＳＡ的发生率

曾有过自杀行为百分率、希望参加受法律保护的有

要高于其他男性口，４１。陈晶琦”１对５６５名大学生的回

关社团百分率均高于非ＣＳ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顾性调查结果显示，有１．３％女生和１．０％男生１６岁前

表３

ＣＳＡ组与非ＣＳＡ组近１年ＡＩＤＳ高风险Ｉ生活动，｜生行为比较
ＣＳＡ组

曾向同性买性
曾性交时出血过
曾用导致出血性虐待对方
曾去外地与陌生男性性交

１８２

３５

１９．２

１７２２

２１２

１２．３

６．９８１

Ｏ．００８

２０７

７６

３６．７

１９０５

５１９

２７．２

８．２７６

０．００４

２０４

１６

７．８

１９０２

７９

４．２

５．８２３

Ｏ．０１６

２０９

７８

３７＿３

１９２０

４５４

１１．１

１８．８她

Ｑ．！！Ｑ

ｆ值

Ｐ值

表４
安全套使用情况
同性性交时使用
近一次肛交时使用
近一次口交时使用
与女性性交时使用
肛交时安全套曾破裂

非ＣＳＡ组

ＣＳＡ组与非ＣＳＡ组安全套使用情况

人数——灭薮—焦粤季ｉ＿ｉ—ｉ孬一
人数
率（％）
“’姒

人数——天轰塑∑连；专弓孬一
人数
率（％）
“”

２０７

１７８

８６．０

１８８５

１７４９

９２．８

１１．８５３

０．００１

２０５

１３８

６７．３

１８７２

１４１７

７５．７

６．８９１

０．００９

１８５

７２

３８．９

１６４２

７０１

４２．７

０．９７０

０．８５５

８８

４９

５５．７

８４７

４５６

５３．８

０．１０９

０．７４１

１７９

２８

１５．６

１５２１

１５５

１０．２

４．９５５

０．０２６

注：安全套使用率是指“使用安全套次数胜行为次数”估计值
表５

ＣＳＡ组与非ＣＳＡ组心理影响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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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被强迫性交。ＷＨＯ通过荟萃分析对大学生、

严重伤害（主要来自同性）；曾有过自杀念头及自杀

门诊患者、一般群体的调查发现，５．０％女性和２．ｏ％

行为等。研究发现压抑和社会支持不足时，ＭｓＭ有

男性经历过包括儿童期性交的性虐待陋，。本研究结

更多的高危性行为ｎ…。许多受害者成年后将与ＣＳＡ

果显示，９．８％的ＭＳＭ遭受过强迫性交，高于以上调

有关的痛苦内化，包括抑郁、焦虑、自杀等。社会文

查结果。由于多采用回顾性调查，人们对受虐经历

化影响及解除内心痛苦是导致自杀的原因之一“”。

不够重视或不情愿报告等因素，ＣＳＡ发生率估计值

两组对“四免一关怀”政策知晓率均不足１／４，提示对

可能低于实际值，研究中应引起足够重视。

ＡＩＤＳ相关政策宣传不足或ＭｓＭ对政策实施缺乏信

以往鲜有研究涉及ＣＳＡ受害者成年后基本人

任而漠不关心。ＡＩＤＳ防治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司；

口学特征。本研究发现，ＣＳＡ组和非ＣＳＡ组在婚姻

性虐待是一个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它在各个方面

状况、户籍所在地及从事职业属性方面差异无统计

给公众和政策制定带来了挑战［６１。本研究提示，应加

学意义；但ＣＳＡ组受教育程度及每月个人经济收入

强对有ｃｓＡ经历的ＭＳＭ心理健康干预，特别是

明显低于非ＣＳＡ组，提示ＣＳＡ经历影响了受害者后

ＡＩＤｓ干预；同时加强儿少期性教育和保障未成年人

来的学习和工作，原因可能为ＣＳＡ受害者执行功能

权益的教育，加强公众对遭受性虐待未成年人的理

和记忆明显受损，特别在长时和短时记忆方面口１；

解及关于预防性虐待的公共教育，并通过立法及制

ＣＳＡ对受害者的社会适应功能产生长期而久远的不

定相关政策保障ＭｓＭ人群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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