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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学》网站近日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

综合临床数据显示，男性患者在新冠病毒面前

表现得更脆弱。科学家们给出的一种可能解释

是，雄性激素能助长病毒入侵细胞的能力。

为什么有些病男性患者多，有些病专爱找

女性，有些病还会因性别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症

状？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试图为某些疾

病的“性别偏见”寻找答案。研究认为，疾病的

“性别偏见”可能与激素、环境暴露、生活方式、

遗传等因素相关。然而，有关专家表示，这些因

素只能说是其中的部分原因，目前对“性别偏

见”的研究仍处于某个层面的累积阶段。

当前，科学家们综合世界各地数据发现，男

性新冠肺炎患者比女性患者更容易发展出重

症，甚至死亡。而差异的背后，大部分证据指向

男性女性存在的激素差异。

雄性激素如何与新冠病毒产生联系的？德

国莱布尼兹灵长类动物研究所的马库斯·霍夫曼

团队发表在《细胞》上的一篇论文，揭示了一种帮

助新冠病毒“入侵”靶细胞的关键“帮凶”——

“TMPRSS2”。而早前研究表明，过半数前列腺

癌病例出现了“TMPRSS2”突变，这种蛋白酶的

产生，与雄性激素有一定相关。

脂溢性脱发又称为雄性激素性脱发，与头

皮中睾酮的代谢产物——二氢睾酮旺盛相关。

今年 4 月初，西班牙的两家医院公布了一项发

现：41 名入院的男性新冠患者中脂溢性脱发的

比例高出寻常水平，达到了 71%。不久前，马德

里三家医院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122 名男

性新冠患者中有 79%呈现脂溢性脱发。

心脏疾病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头号杀

手”。“男性心脏病的表征通常包括胸口挤压式

的疼痛、向左臂的放射性疼痛和严重的消化不

良。女性的症状则大不相同。”福州大学生物科

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汪少芸教授举例说，《美国外

科学院学报》称，女性的常见症状包括气短、虚

弱、非常态的疲倦、出冷汗和头晕。

心脏疾病中存在的男女差异，也可能与体

内性激素水平的高低有关。汪少芸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男性体内的雄性激素会导致血管扩张，

而女性体内的雌性激素则会使血管收缩。因

此，女性的心脏更易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堵

塞，导致缺血性心血管病。其次在女性的血管

中，出现的粥样硬化斑块一般质地较软，易造成

脱落或破裂，引起心肌梗死。

“在 50 岁之前，女性冠心病患病率之所以

低于男性，主要是因为雌性激素可起保护作

用。女性在绝经后，这种保护作用明显减弱，冠

心病的患病率明显升高。”汪少芸说，老年女性

适量补充雌性激素，可有益于防治冠心病。

此外，激素差异还会对结直肠癌、系统性红斑

狼疮、脑卒中等疾病产生影响。福建医科大学流

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副主任何保昌副教授举例

说，如雌二醇对内皮细胞具有非常强的促血管扩

张和血流的功能，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而睾丸激素

具有相反的作用，可促使脑卒中发生；受到雌性激

素和催乳激素的影响，系统性红斑狼疮在女性中

发病率高，常在怀孕期间恶化，并在绝经后缓解。

观点一：激素“作怪”导致症状不同

相关链接

谁是疾病谁是疾病““性别偏见性别偏见””的幕后推手的幕后推手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张 桥

“疾病产生性别偏见，可以视为生物个体在进

化过程中事件累积的‘表象’受生物和社会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一些因素在当中发挥了作用，但这只

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

院肿瘤内科郑建伟博士说。

根据美国阿尔茨海默症协会早前的数据，

65 岁以上的女性中有六分之一的人具有较高

风险患上阿尔茨海默症，而在相同年龄的男性

中只有十分之一易患病，美国三分之二的阿尔

茨海默症病例发生在女性身上。

而在早前，阿尔茨海默症的性别差异就指

向了基因原因。阿尔茨海默症的一大生物危险

因素来自于一个叫“ApoE4”的基因。男性和女

性都拥有“ApoE4”基因，但研究发现，携带一组

“ApoE4”基因副本的女性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

风险增加 4 倍，而同样携带一组“ApoE4”副本

的男性并不会增加患病的风险。

不仅如此，基因“偏见”还影响着Ⅱ型糖尿

病、伴性遗传疾病、红斑狼疮等疾病。

据了解，脂肪组织当中的“KLF14”基因表达

能增加对胰岛素的抵抗，进而提高罹患Ⅱ型糖尿

病的概率，但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女性身上；美国研

究人员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男性体内与免

疫相关的蛋白质——补体蛋白4的含量，相较于

女性更高。该蛋白可以预防红斑狼疮和干燥综合

征，但拥有这一蛋白的人更易患精神分裂症。

还有一些伴性遗传疾病存在“传男不传女、

传女不传男”的现象。研究表明，鸭蹼病等致病

观点二：基因决定患病与否

然而，不是所有疾病的“性别偏见”都与激

素、基因差异有关，肺癌、喉癌中存在的男女差

异，则可能与社会行为差异有关。

先前研究发现，男性肺癌发病率是女性的 6

倍。世界癌症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喉癌患者男

性和女性的比例是 7.8∶1。何保昌指出，这些差

异，可能与饮酒、吸烟行为的性别差异有关。

“油烟暴露在中国家庭非常普遍，肺癌患者

有油烟接触史的比例女性高于男性，这可能是

中国非吸烟女性患肺癌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外

对生活燃料、烹饪油烟与肺癌危险关系的病例

对照研究也显示与女性有相关性，但与男性关

联不明显。”何保昌说。

何保昌指出，激素、环境与遗传等因素也可

能共同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发展，性别与疾病易

感性之间的机制可谓错综复杂，想要完全弄清

背后原因，需要科学家们从不同方面继续展开

深入研究。

观点三：与社会行为差异有关

基因位于 Y 染色体上，X 染色体上没有与之相

对应的基因，所以，这些基因只能随 Y染色体传

递，由父传子、子传孙，也称为“全男性遗传”。

郑建伟表示，虽然对于基因与疾病“性别偏见”

的关系，这些年科学家们有了一些研究发现，但对

大多数疾病来说，这种关联还在继续寻找答案中。

本报记者 赵汉斌

在我国传统建筑和服饰花样里，不论是“福禄双全”还是“五福临

门”的祈望中，蝙蝠一直是吉祥、幸福的象征。然而，在世界上很多地

方，它却被认为是“不祥之鸟”“黑暗中的鬼魅”。

其实，蝙蝠是翼手目动物的通称，现存大约有 1390种，由于它大多

只在夜间活动，人们对它仍知之甚少，误解也很深，尤其是每次重大疫

情到来之时。

5220万年前化石证明蝙蝠的祖先为树栖

作为唯一可以活跃在空中的哺乳动物，蝙蝠可谓相当独特。有人

喜欢把它和翼龙扯上关系，但翼龙在中生代末年全部灭绝了，没有留下

一个活的后代。到目前为止，古生物学家也从未在中生代地层发现过

蝙蝠化石。

有研究称，现代哺乳纲包括蝙蝠所在的翼手目，起源于距今 8000

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即使该论断是对的，也只能说明蝙蝠祖先在恐龙

时代就与其它哺乳动物分家了，并不能证明它进化成蝙蝠；也有人说，

蝙蝠是老鼠进化来的，但通过哺乳类系统演化图，人们可以清楚看到，

蝙蝠和老鼠是恐龙灭绝后分家的，它们是平行演化的关系，老鼠也变不

成蝙蝠。

其实，新生代早期气候温暖，随着距今 5600万年前“古新世—始新

世极热事件”来临，蝙蝠的演化迎来了新的机遇。当时飞行昆虫特别繁

盛，蝙蝠为了取食飞虫，开始在树与树之间跳跃，为适应这种新的生活

方式，飞行能力应运而生。

人们在距今 5220万年前早始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两类特别重要的

早期蝙蝠——伊神蝠和爪蝠的化石，证明它们那时已表现出飞行的关

键特征；如前臂的桡骨和尺骨融合，第 2 至第 5 前趾伸展用以支撑皮膜

覆盖。这些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蝙蝠的祖先为树栖，飞行本领源自从树

上降落。

3000多万年前就进化出回声定位技能

哺乳动物皮翼目下有一种鼯猴，貌似也能“飞行”，但远未达到蝙蝠

幼儿园时期的水平。鼯猴有颈部延伸到尾部的翼膜，却只能从高处往

下短距离滑翔，并不能像蝙蝠或鸟类一下从低向高处飞行。但蝙蝠不

一样，可以从平地飞向空中，在林间、房屋中飞行时，它们能出奇灵敏地

避开障碍物的阻挡。

也因为蝙蝠的翅膀比鸟类晚出现一亿多年，较大飞行动物的生态

位基本被鸟类占满了，这也逼着蝙蝠必须有别于鸟类。蝙蝠一边飞，一

边从喉头发出一种超声波，人耳听不见，但蝙蝠不但能听见，还能精准

地接受回路信号，并以此定位自己的位置与飞行方向；也有某些大型的

食果蝠如棕果蝠，其回声定位的能力比较特殊，利用咂舌的发声作为声

音定位依据。

回声定位的本领对于蝙蝠的生存繁衍十分重要，从而使其能够在

夜间或较为昏暗的环境中，占据鸟类无法利用的生态位。

多数蝙蝠叫声频率在 20—60 千赫之间。但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

的蝙蝠却可以对高频率的声波做出反应，高频率的声波也是它们生存

的“武器”。蝙蝠 3000多万年前就演化出了回声定位技能，但猎物们也

没闲着，一些蛾子演化出了鼓膜来发现蝙蝠的叫声，而另一些蛾子则会

自己发出声音，试图扰乱蝙蝠的声呐系统。

被污名为“吸血鬼”，其实大多以昆虫为食

在西方文化中，蝙蝠甚至被污名为“吸血鬼”。但实际上，在 1390

种蝙蝠中，只有 3 种会被动食血，其中只有一种针对哺乳动物，而且仅

限于拉丁美洲。

蝙蝠物种中，绝大多数以昆虫为食，其中包括危害极大的农业害

虫。其它则以果实、花朵、花蜜等为食，间接为植物进行授粉，以确保植

物代代生长，每年有 67科约 528种热带植物通过蝙蝠授粉，而其中 300

多种是水果植物。2019 年 11 月的一项研究证实，大长舌果蝠、中央狐

蝠和西里伯斯利齿狐蝠 3种蝙蝠常年在为榴莲花朵授粉。

罕见的铲齿蝠仅分布于秘鲁，是秘鲁几种柱状仙人掌的唯一蝙

蝠传粉者。东非大草原的猴面包树对于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被称

为“非洲生命树”，它几乎完全依赖蝙蝠授粉。没有蝙蝠，生命之树可

能会灭绝。

蝙蝠的功劳不止于此。蝙蝠与候鸟有相似之处，可飞行数千公

里。蝙蝠食用植物果实的同时，也将种子扩散至各地，这保证了区域物

种的多样性。已有研究证实，它们传播的种子比鸟类要多得多，许多蝙

蝠传播的还是最早在恶劣环境中生长的种子。

因此，有科学家指出，蝙蝠有助于维持森林生态平衡，并能为人们

提供美味的榴莲果实，人类应认识到蝙蝠的重要性，避免猎食以及破坏

它们的栖息地。

和翼龙是亲戚？以血为食？

这些都是你对蝙蝠的误解

目前，疾病的“性别偏见”将增加治疗难

度，使疾病标签化，引发心理问题等。

“大多数医疗研究都是基于雄性动物或男

性的实验数据，这可能会导致效果不佳甚至给

女性病人带来危险。”汪少芸举例说，女性对药

物的不良反应几率比男性高 50%—70%。无视

性别差异进行医疗，成本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同时，某些疾病被贴上了“男人”或“女人”

的标签，在精神方面，患者迫于舆论压力，不敢

就医，害怕就医。如男性乳腺癌由于传统观

念，不受重视，易导致漏诊。

郑建伟认为，为避免“性别偏见”造成的偏

倚，医学研究的各个过程应尽可能考虑到性别对

试验产生的影响，并积极加以平衡和分析。而以

生物学为基础的医疗保健领域，也必须重视性别

的差异，不可因其罕见而忽视对它的预防。

汪少芸建议，可根据不同性别群体的症状

差异，采用不同的药物和药量。此外，相关研究

机构、期刊和政府部门，应明确规定雌性动物和

女性在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中占有一定的比

例，将雌性生物学整合到临床检测方案中。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妇产科教授玛

西娅·斯特凡尼克认为，未来的医疗需要将个

体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纳入考量

范围，包括性别基因 X 和 Y 染色体，关注性别

差异。

“偏见”影响药物研发和疾病诊疗

男性和女性之间最明显的生理差异之一，

便是他们的平均身高：总的来说，男性要更高

一些。

几十年来，教科书中的标准解释将原因归

于性选择和男性竞争。从本质上说，男性如果

不需要为了获得配偶而进行激烈的身体打斗，

那么或许人类的身形会更加均一。进化心理学

将这一观点进行了延伸，并认为我们的行为方

式会受到这些生物特征的影响，因此男性表现

为更具侵略性、争强好胜；而女性则更心思细

腻、温柔多变。

但最近发表在《演化人类学》上的一篇论文

中，美国罗德岛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霍利·邓斯

沃斯教授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她指出，“人类体

型的大小由性选择而导致”的理论依据十分缺

乏，而且，更加合理的解释可能与“竞争配偶”无

关，而是由于骨骼发育差异以及性激素对骨骼

发育的不同影响。

两性身高差异的性选
择理论需更多证据

人类两性之间的身高差异，是由繁殖成功

率，而非生存成功率引导的演化特性，经常被奉

为性选择的经典例子。但邓斯沃斯认为理论学

家们的这一结论有点草率：“人们远没有意识到

为性选择理论提供充分证据的重要性。”

加拿大莱斯布里奇大学的人类演化学家路

易斯·巴雷特曾作为共同作者，与伦敦卫生和热

带医学学院的格特·斯达普在 2016年共同发表

了一项关于“人类身高演化过程”的综述性文

章。当时他们指出，尽

管与身高有关的研究经

常将人类与其它灵长类

动物进行比较，但他们

没有考虑到二者演化史

上同源性的影响。也就

是说，即使性选择可以

解释雄性和雌性黑猩猩

体型上的不同，人类两

性的体型特征也可能更

多地与他们和黑猩猩的

共同祖先有关，而不是性

选择的延续。她指出：

“为论证性选择假说，我

们需要更多的数据。”

当邓斯沃斯对骨骼

生物学和骨骼发育的相

关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并着重关注了骨骼与性

激素的联系时，她发现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解释：

“女性比男性矮是因她们绝大多数都拥有正常

的卵巢。”

卵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比睾丸产生

了更多的雌性激素，而雌性激素会影响骨骼发

育。邓斯沃斯解释道：“在人类骨骼中，大量的

雌性激素会刺激长骨的生长。”在青春期之前，

人体由卵巢或睾丸促进的生长速度大致相同。

然后，女性在卵巢的作用下会增加雌性激素的

分泌，刺激骨骼的生长板，使长骨长得更长。这

也是为何在青春期，女孩通常比男孩高。

但是，这种生长高峰并不会持续很长时

间，因为高水平的雌性激素还会使生长板融

合。这也是两性身高差异的原因：女性在青春

期后不久，在卵巢的作用下，雌性激素会达到

令身高停止生长的峰值。而与此同时，男性由

于睾丸的存在，体内的雌性激素不会那么快就

达到峰值，因此他们的骨骼会继续生长，最终

身高超过女性。

人们对于两性身高差异的雌性激素理论并

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类演化生物学家对此给予

过多关注。雌性激素似乎只解释了男女身高差

异发生的原因，但无法对更深层次的演化问题

给出答案。

邓斯沃斯认为，男性比女性高可能源于一

个直接的生理原因——雌性激素对骨骼生长的

影响，因此任何对雌性激素分泌水平或时间有

影响的因素，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类两性体

型差异的分化，任何导致初潮提前的情况都会

附加性地导致女性相对身高的降低。

这意味着人类的两性体型差异的演化很可

能不受性选择的影响。因此，要理解男性为何

比女性高，我们可能需要理解我们为何会经历

青春期，以及是什么导致了灵长类动物雌性激

素分泌的不同。

“女性骨盆比男性更
宽”的假设存在缺陷

邓斯沃斯的论文不仅讨论了身高。她还指

出另一项假设——女性的骨盆比男性更宽，是

因为女性需要把头部占比大的婴儿顺利生出

来。就像长骨的生长一样，骨盆的宽度很大程

度上是由雌性激素水平决定的。

邓斯沃斯解释说，没有证据表明臀围会影

响生育的成功率。女性更加突出的骨盆宽度并

非是为了有利于生育，而是为女性身体内部完

整的生殖系统提供足够的空间。

巴雷特指出，造成两性臀部宽度差异的最

简单解剖学原因长期被忽视。“我们经常认为男

性的身体是默认的‘初始版本’，而女性的身体则

发生了某种偏离。当我们不再以某一类性别作

为‘默认值’，去观察那些演化过程是如何导致性

别差异时，就可以更好地对假设进行验证了。”

邓斯沃斯说，关于身高差异的“竞争假说”

和关于臀宽的“分娩假说”都是演化过程中的

假想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因看似合理，并有吸

引力，从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真实的影

响力。

巴雷特说：“我们需要对所有的演化假设进

行更好、更严格的测试，尤其是对于人类本身的

演化史。”性选择描述的故事告诉我们男人天生

就有竞争性。但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告诉我们另

一个不同的故事。 （据环球科学）

男性为啥比女性高，答案或许弄错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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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数据显示，新冠病毒似乎更加“偏爱”男

性。此前也有研究表明，有些疾病男性患者多，

有些疾病却专爱找女性，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