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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女性青春期开始，由于激素的分泌，青春萌动，性意识

激发出来。两情相悦，难免干柴遇烈火而发生性行为。

性是愉悦的，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带来精神的放松。食色性也，

性行为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很自然的生理需求。遏制性的需求是

违反自然的，也是违反人性的。

但性也会给人带来伤害，尤其是对女性，不安全的性行为可能

感染疾病，也可能意外怀孕。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性而导致的疾病——性病。

性病严格讲应该叫做性传播疾病，通过性接触感染。性传播疾

病最终不仅导致生殖器官的损害，也可能导致全身器官的损害。

性传播疾病是传染性疾病，当然都会有一种病原，可能是细菌

如淋球菌引起的淋病，也可能是病毒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艾

滋病，也可能是螺旋体如梅毒螺旋体引起的梅毒。滴虫性阴道炎也

是一种性传播疾病。

目前比较常见的后果严重的性传播疾病包括淋球菌感染、衣原

体感染、梅毒和艾滋病。

淋病——淋球菌感染

淋病是淋病奈瑟双球菌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可以感染男性、女

性的泌尿系统和女性的生殖道。感染泌尿系统表现为尿痛、尿道口

红肿、脓尿、尿道口脓性分泌物，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症状不典型。

女性生殖道感染淋球菌，会表现为脓性的白带、宫颈口红肿、宫颈

口脓性的分泌物，如果引起子宫内膜感染甚至输卵管感染，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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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热、腹痛、异常阴道流血以及盆腔的脓肿。

淋病是一种古老的性传播疾病。有医史学者研究我国古代的医

学文献认为，自唐代即有类似的疾病的记载。是古书记载的淋症的

一种。

淋球菌的发现要感谢一位德国医生，他叫奈瑟。他主要研究梅毒、

麻风病等皮肤性病。1879 年，他首先从 35 例急性尿道炎、宫颈炎和

新生儿结膜炎的病人分泌物中找到了一种相同的细菌，这种细菌呈

球形、卵圆形，常成对出现，命名为奈瑟淋病双球菌。正是这种细

菌导致了淋病的发生。

淋病是性传播疾病，在成年人中性接触是唯一的传染途径。而

在新生儿中，可能在母亲的产道中接触淋球菌引起眼结膜炎和淋球

菌性咽炎。

在抗生素没有发明的时代，新生儿的淋球菌性眼结膜炎是幼儿

致盲的原因之一。

淋病是非常古老的性病，与梅毒常并称为花柳病。我们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消灭了娼妓，梅毒、淋病一度发病率极低，基本被消灭。

到了 80 年代，性意识觉醒，性开放程度增加，淋病再次出现，

并成为发病率最高的性传播疾病。在八九十年代，大小城市的电线

杆上张贴着各种老军医治疗梅毒、淋病的广告，成为当时的一道少

儿不宜风景。

感染淋球菌后有哪些危害？

除了急性期疼痛、发热等症状外，可能引起男女的不孕症。男

性可能发生输精管的狭窄堵塞而无精，最终导致男性不育，而在女

性会导致输卵管的狭窄堵塞而发生输卵管性的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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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球菌感染怎么治疗？

当女性有脓性白带或者检查发现宫颈管内有脓性分泌物，以及

有腹痛、发热等急性盆腔炎的症状时，需要进行淋球菌的培养。如

果培养出淋球菌阳性，那么明确诊断淋球菌感染引起的宫颈管炎或

者盆腔炎。

医院做细菌培养同时会做抗生素敏感性试验。在众多的抗生素

中选择最为敏感、效果最好的抗生素。当然细菌培养、药物敏感试

验需要 3 ～ 5 天时间。在结果未出现之前，医生会根据临床经验选

择抗生素。

比较常用的敏感抗生素包括大观霉素、头孢曲松。如果仅有宫

颈炎，那么单次用药就可以，但如果有盆腔炎、盆腔脓肿等严重的

炎症，抗生素治疗需要 10 ～ 14 天。

非淋球菌性宫颈炎——衣原体感染

5 年前，一位患者因为反复不规则阴道流血来就诊。她体型偏胖，

平时月经周期长，一个月前因为腹痛在深圳诊断盆腔炎用抗生素治

疗后好转。现在没有腹痛，但是阴道流血淋漓不净。无发热，无腹痛，

患者肥胖伴月经周期长，不排除多囊卵巢综合征引起的功能性出血，

按照功能性出血进行治疗后，出血仍然点点滴滴、断断续续。在治

疗过程中，超声发现双侧附件区有包块。

到底是什么疾病？功能性出血 ? 炎症？按照功能性出血治疗两

个月后，依然有出血。那么会不会是感染引起的？做个宫颈细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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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吧，找找发生症状的元凶。结果出来了 : 衣原体感染 ! 果然并不是

单纯的内分泌原因引起的功能性出血，而是衣原体感染引起的出血。

元凶找到了，进行抗感染治疗，果然效果非常好，很快出血停

止了。

衣原体是什么？

我记得小时候，学校里经常有医生去检查沙眼，医生翻开我们

的眼睑看看，有时候会用棉签涂抹一下。

引起这个患者感染的就是和沙眼一样的致病微生物——沙眼衣

原体。说起沙眼衣原体，我们还要感谢一个人——汤飞凡，我国老

一代的病毒学家。汤飞凡于 1955 年首次在沙眼患者中分离出沙眼衣

原体，为了证明衣原体是沙眼的元凶，将新分离出的病原种植在自

己的眼睑上。老一代的医学家的献身精神让人敬佩。要知道，在病

因未明确时代，沙眼可是致盲的原因之一啊。因为这个病原体首先

在沙眼中找到，因此命名沙眼衣原体。

沙眼衣原体不仅感染眼睛，还会感染泌尿生殖道等脏器，引起

宫颈炎、尿道炎、盆腔炎、肝周围炎和性病淋巴肉芽肿。

与性传播有关的有两类：一类是非淋菌性尿道炎（宫颈炎），另

一类是性病淋巴肉芽肿。

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的症状是尿频、尿急、排尿疼痛、排尿困难，

女性感染生殖道，会引起宫颈炎、子宫内膜炎和输卵管炎，轻微的

症状不典型，严重的有脓性白带、腹痛和发热等急性盆腔炎的症状。

有症状的衣原体感染约占 60%，另外 40% 是没有症状。

女性的输卵管在腹腔内有开口，因此衣原体可以通过输卵管进

入腹腔，引起肝周围炎。急性期表现为上腹疼痛、发热、恶心、呕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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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期后，会导致肝周围粘连形成。我们在腹腔镜手术时，可以看

到肝周围形成的粘连带。

无论是有症状还是无症状者，都可能导致不孕症。衣原体性输

卵管炎者，急性炎症消退后形成组织间的粘连，导致输卵管粘连、

堵塞、不通，引起输卵管性不孕。

非淋球菌性尿道炎（宫颈炎）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上有症状，

同时在宫颈、尿道、肛门直肠内通过培养等查到衣原体。子宫内膜炎、

盆腔炎、附件炎和肝周围炎等通常是推测的。

衣原体的治疗通常不难，一般选择阿奇霉素、多西环素等药物，

或者根据培养的药物敏感性选择抗生素。

衣原体感染是经典的性传播疾病，需要夫妻双方同时治疗。

孕期感染衣原体也要治疗，否则可能引起新生儿经过母亲产

道时感染导致衣原体结膜炎。衣原体性结膜炎也是幼儿致盲原因

之一。

性病性淋巴肉芽肿，也是由沙眼衣原体感染引起，但和非淋菌

性尿道炎（宫颈炎）种属不同，导致的病理表现不同。

早期表现生殖器官局部的初创，然后腹股沟淋巴结肿大，晚期

会出现会阴部的象皮肿，也会引起盆腔的感染和肝周围炎。

目前这类型的衣原体感染已经很罕见。治疗方法和非淋球菌性

宫颈炎、尿道炎是相同的。

一部分患者治疗后，衣原体会持续阳性，因此需要增加用药的

疗程以及根据培养选择更敏感的药物，同时可能需要两种抗生素联

合用药。

一部分衣原体感染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但仍然可以导致输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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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粘连进而不孕，而针对衣原体的抗生素治疗，可清除衣原体，

改善症状，但不能改变盆腔以及肝周围的粘连形成。因此重要的是

预防。

疯狂肆虐 500 年——梅毒

梅兰竹菊四君子，梅花是四君子之首，是古代文人喜欢用诗词

歌赋赞美的植物。

入得画，入得诗，入得音乐。入画是：北宋仲仁墨梅疏影；入诗 

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入音乐是：梅花三弄；入味则是

酸甜的梅子。

这么美好的汉字，却命名了一个疯狂的疾病——梅毒。

梅毒是个什么疾病？这要从哥伦布说起。

我们把目光投向 500 多年前的欧洲，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1492 年的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也是欧洲的大航海时代，那时

候的中国是明朝的弘治年间。有个小哥叫哥伦布——一个意大利的

航海爱好者，他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十分向往东方印度和中国，

其实更想来神秘的东方掠夺宝物。1492 年 8 月这小哥受西班牙国王

的派遣，带着对神秘东方的美好向往，率领三艘百吨级帆船出发了。

当时欧洲到中国的经典航线，必经非洲的好望角，但被葡萄牙人占

领着。好在当时人们已经确信地球是圆的，朝另外一个方向航行应

该同样能达到印度和中国。因此哥伦布逆向而行了，走了一条前人

没有走过的航海路线。

1492 年 10 月 12 日，经过 70 天不舍昼夜的海上漂泊后终于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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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陆地，这小哥欣喜若狂了。印度到了！（哥伦布心中的印度），但

其实是加勒比海群岛。

多少年后，历史学家认为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其实美

洲大陆仅仅是欧洲人心中的“新”大陆而已，那一片土地和欧洲一

样同时出现在地球上，那里的原住民也居住了几千年。美洲大陆也

不是一片净土，只是一块封闭的大陆，有着独特的疾病流行。欧洲

人带来了风疹、破伤风、斑疹伤寒、伤寒症、白喉、流行感冒、百

日咳、痢疾和天花，这些疾病在欧洲人抵达之前，美洲都没有发生过。

因为没有感染过，所以没有抵抗这些疾病的抗体。欧洲人以枪、刀、

弓箭和猛犬恶意杀害原住民，但死于这些新疾病的人，是被杀害者

的数千倍。

在改变美洲大陆疾病谱的同时，欧洲人的疾病谱也被改变了。

哥伦布小哥的船队满载而归，得胜还朝，有一种微生物也悄悄

地随着船队来到了欧洲，那就是美洲大陆流行上千年的梅毒。若干

年后，哥伦布小哥的船队终于如愿经好望角到达印度，又将梅毒带

到亚洲，16 世纪初从印度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当时叫“广东

疮”“杨梅疮”，这可能就是梅毒名字的来源。又过了几年经中国传

到日本叫做“中国溃疡”。

哥伦布不幸成为欧洲第一个梅毒患者。

哥伦布从美洲返回欧洲那一天开始，梅毒在欧洲、亚洲疯狂肆

虐 500 余年。

500 年间欧洲死于梅毒的人数约有 1000 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梅毒的扩散，连列宁也不能幸免。

这 500 年人们不断地研究梅毒的发生、传染途径、病原体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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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式。研究的过程非常艰难。

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个疾病和性行为有一定的关系，人们普

遍认为是不正当性行为遭到了天谴。

16 世纪 30 年代有人提出可能存在一种引起梅毒的微生物。可是

直到 400 年后的近代 1905 年人类才第一次看见这个微生物——一种

叫做苍白螺旋体的微生物。

无论中世纪的欧洲还是明清的中国，都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

欧洲用水银治疗，中国用炼丹术。

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了青霉素，同时发现青霉素对梅毒非常有效。

随着青霉素成功提纯，批量生产，梅毒的发病率和致病力就都得到

有效的控制。

梅毒在中国最早传入到广东，但是到了清朝末年，一直在中国

的北方大地、蒙古草原上肆虐。

50 年代后，我国也能生产青霉素了，政府成立了驱梅大队，深

入草原，居然一举消灭了梅毒，这在当时也算是奇迹了。

然而，80 年代以后，梅毒和淋病一起再次卷土重来。

梅毒是一种什么疾病？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性传播

疾病。这是一句简单的定义，可是人们花了 500 年才搞清楚。

这句话包含的内容为病原体是苍白螺旋体并通过性接触传播。

什么是苍白螺旋体？螺旋体是细长、柔软、弯曲呈螺旋状、能

活泼运动的单核原生物。

小小螺旋体危害不小。

当这个小家伙进入身体后，会潜伏 2 ～ 4 周。在这 4 周大量繁殖，

然后造成最初接触部位的溃疡，这种溃疡一般为 1 ～ 2cm，边界整齐，

Fyjzw.indd   67 2016.9.18   4:08:52 PM



068

子宫的秘密
妇科医生手记

the secret garden 
of woman

边缘凸起，质硬坚实叫做硬下疳。这是一期梅毒。

硬下疳发生 4 ～ 6 周后，这些螺旋体旋转着身体通过淋巴系统

游向全身。引起全身皮肤病损也可侵犯内脏和关节。躯体四肢皮肤

上对称出现病损：斑疹、斑丘疹、毛囊疹等，肛门、生殖器官也会有

扁平湿疣样改变。这叫二期梅毒。一般会持续两年。

如果没有治疗，病程持续 2 年以上，那么就是晚期梅毒。晚期

梅毒可以出现头面部、四肢的梅毒疹，皮肤、口咽部的树胶肿，上颚、

鼻中隔的树胶肿，鼻中隔穿孔、马鞍鼻。可以形成骨梅毒、眼梅毒，

累及呼吸道、消化道、生殖器官；累及心血管发生动脉炎、动脉瘤、

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侵犯神经系统，表现为偏瘫、截瘫、失语、癫

痫发作、语言和书写障碍、人格改变。

这些皮损可以不经治疗愈合，或者感染后不发生皮损，螺旋体

潜伏下来，叫做潜伏梅毒。病程两年以内叫做早期潜伏梅毒，病程

超过两年的叫做晚期潜伏梅毒。

如果胎儿期经过胎盘由母体传染给胎儿，那么胎儿出生后会出

现胎传梅毒。2 岁以内的叫做早期胎传梅毒，表现类似二期梅毒；2

岁以上叫做晚期胎传梅毒，表现类似三期梅毒。胎传梅毒也可以表

现为无症状的潜伏梅毒。

在青霉素发现应用以前，可以看到梅毒几十年的完整发展过程：

从硬下疳、出疹子到身体各部位都损坏，最后瘫痪、发疯以及急性

心脏病而死。

青霉素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后，非常典型的梅毒皮疹患者已经很

少见了。我从医二十余年，只见过几例有皮损的患者，两例是二期

梅毒疹。另一例患者，是一期硬下疳，经过治疗后溃疡愈合，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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