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报告艾滋病感染者
及病人达49.7万例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
国强11月30日透露， 自我
国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
病病人以来， 截至今年10
月底， 报告现存活的艾滋
病感染者和病人已达49.7
万例，死亡15.4万例。

我国疫情主要呈现四
个特点： 一是全国疫情整
体保持低流行状态， 但部

分地区流行程度较高；二
是经静脉吸毒和经母婴传
播降至较低水平， 经性传
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三
是各地流行模式存在差
异，中老年人、青年学生等
重点人群疫情上升明显；
四是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
数明显增多， 发病人数增
加。 ■据新华社

11月29日， 湖南省艾
滋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在
长沙市第一医院成立。质
控中心成员由全省艾滋病
防治专家组成， 将规范全
省的艾滋病医疗救治工

作，建立科学、完善的救治
体系， 加强对感染者和患
者的救治、关怀，加强诊疗
队伍建设， 最终实现降低
艾滋病新发感染率和死亡
率的总体目标。

防治

全省艾滋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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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网恋染艾，坦然告知新男友
“90后”大学生讲述自身经历：“我还活着，我不伤心”“希望进外企工作”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 三湘都市
报记者近日从湘雅二医院艾滋病研究室
获悉，近年来，性传播仍是艾滋病传播的
主要途径，最突出的变化是男男同性恋患
者剧增，其中多数为大学生。

11月30日，一名“90后”男同艾滋病感
染者小何（化名）鼓起勇气向记者讲述了
他的故事。

确认“男同”
与女生接触感觉怪怪的

年轻、帅气，脸上还流露些许稚气，这
是小何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他就读于长沙
某高校，是一名大四男生，谈起自己读的
美术专业来带有一丝傲气，“省级、国家级
的奖我都获过，追我的女生也不少。”

但他对女生没有兴趣，他是一名“男同”，
更隐秘的是，他还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我跟女生玩得来，但跟男生玩得更
嗨。”小何说，高中开始，他觉得与女生有身
体接触“怪怪的”，通过网络，逐步认识到自
己“同志”的身份。

小何将心事告诉了最铁的哥们儿，并
且受到了大家的接纳，“都什么时代了，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意外传染
18岁成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高考结束，小何开始在网上寻找这个
圈子。

很快，他认识了第一任男朋友，也正是
这个男朋友将艾滋病传染给了他。

“我一般感冒两三天就能好，和他发生
关系后的两周，我一直高烧不退，我开始有
些担心了。”小何说，后来他上网查了一些资
料，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迟疑了一段时
间后，他还是去长沙市疾控中心做了检查。

“一周后，他们打电话告诉我结果，听
说是阳性，我反而释然了，睡了个好觉。”可
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告诉父母，他不想让
家人担心。

坦然面对
“我还活着，为何要担心”

“我并没有手脚残废，也不是做了什么
坏事，我还活着，为什么要担心？”说这些话
时， 小何轮廓分明的脸盘透着一股坚毅，
“我从小就见惯了死亡， 觉得生命其实很
短暂，我不想去为难自己。”

小学时，要好的朋友意外去世、曾亲眼
目睹别人卧轨自杀、因担心外婆重病离开
人世夜夜躲在被子里哭……与常人相比，
面对艾滋病，小何更显得无惧无畏，坦然面
对。

“我失落但并不伤心。”小何始终面带
微笑。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
小何认识了现在的男友。说
起男友，小何的脸上笑意更
深，“认识没多久，他请我吃
西餐， 把戒指放在了蛋糕
里。”

男友一直对小何关怀
备至， 也正是因为这样，小
何不想耽误他，两人一起散
步时，小何将自己感染了艾
滋病的事告诉了男友。

“他哭了很久，他说不
是因为同情。”小何问记者，
“你听过《勇气》那首歌吗？
爱真的需要勇气。”

小何与男友在一起两
年了，他觉得很幸福。

目前， 他坚持治疗，奖
学金及国家政策补助金尚
能支撑治疗费用。

在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
北京首家接诊艾滋病患者的佑安医院，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李克强说，艾滋病防治
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要不断增加投入。要结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更有针对性地
做好艾滋病预防、干预和治疗服务，特别要加强高危人群防治，力争在新一代疫苗和药
物方面取得突破。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给艾滋病患者平等就业、看病的机会，在精
神上给他们关爱和支持，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据新华社

李克强：凝聚力量抗艾攻坚

坚持治疗
告知男友感染的事实

“我明年要毕业了，希
望能留在长沙， 争取进外
企。”说起将来，小何显得既
有憧憬又担忧，“情感方面，
我不敢保证，如果父母逼得
紧， 我可能会考虑‘隐婚’
（与女性结婚）。”

小何的主治医生、湘雅
二医院艾滋病研究室专家
郑煜煌说，其实小何很担心
入职前的体检，怕检测出艾
滋病而将他拒之门外。“目
前小何的病情十分稳定，比
较健康。而根据国家“四免
一关怀”政策，也呼吁给艾
滋病患者平等就业、看病的
机会。”

■记者洪雷实习生王敏
通讯员 王建新

期许未来
将来可能考虑“隐婚”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执行副主任、 联合国助理
秘书长路易斯·洛雷斯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称，未来5
年是实现2030年结束艾
滋病流行的关键。 他呼吁
重点关注儿童、 非洲地区
年轻女性和吸毒人员等关
键群体， 确保他们可获得
治疗并免受歧视。

洛雷斯表示， 结束艾
滋病流行主要从发病率指
标衡量，这意味着到2030
年， 全球每年新增感染者
数量应少于20万， 较目前
水平下降约90%。

他说：“艾滋病流行30
年，我们正处于新的阶段，
例如我们有更先进的药

物、治疗与检测选择，我们
现在讨论的是治愈艾滋
病，在我看来，这一过程虽
花费时间却发展迅速。”以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为例，
接受此治疗的艾滋病患者
不但可以回归正常生活，
并且可以实现不再传播艾
滋病病毒。

洛雷斯认为， 中国在
应对艾滋病方面采取了实
用措施， 重点关注问题严
重的领域， 并给予受病毒
感染的特殊人群关照。“中
国正向我们展示结束艾滋
病流行应该走的道路，我相
信，中国可比世界上许多国
家更早实现结束艾滋病流
行的目标。” ■据新华社

未来5年是结束艾滋病流行的关键

连线

数据

天津 截至10月底， 今年新发
现并报告感染者和病人560
例，较去年同期增长35.59%，
其中同性传播占近八成。

上海 截至11月20日， 今年
共报告感染者1782例，经
性途径传播感染的比例高
达94.7%， 其中男男同性
性传播占63.9%。

武汉 今年1-10月，新报告
常住居民感染者和病人
596例， 经性接触感染占
97.3%， 其中经男男同性
性接触感染占64.8%。

北京 最近一年新增感染者
和病人3452例，经性传播占
95%，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
超七成，且低龄人群增多，最
小的感染者只有15岁。

长沙 感染人群以男性为主，
年龄在 20岁-59岁者占
89%，各行业均有，以农民报
告的发病数最多。近年来，在
青年学生中发现上百例。

云南 今年1月-10月，新报告
感染者6857例、 病人2744
例，死亡2184例。其中60岁
老人所占比例达12%，较去
年增长1.4个百分点。

陕西 截至今年10月31日，
22年间累计报告感染者和
病人5885人，存活5011例。
感染人群主要以青壮年为
主，60岁以上老人感染者
逐年增高。

河北 今年已报告感染者和
病人1131例，青年学生和离
退休人员成重点人群，增幅
高达51.4%和32%。

甘肃 青壮年是主要受感染
人群，15-49岁年龄段占
85%，职业分布中，农民以
34.7%居首。

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发布报告称，去
年， 全球约有210万名10
岁-19岁青少年携带艾
滋病病毒，其中80%生活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
心发表监测报告说， 仅在去
年，欧盟/欧洲经济区内新增
2.9万多例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其中，男男性行为仍是传
染的主要途径，占42%。

■制图/杨诚 陈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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