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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艾滋病?
������艾滋病的全称为 “获得性免疫
缺陷综合征”， 从命名可以看出它
表达了三层含义： 第一是 “获得
性”， 说明该病在病因方面是后天
获得而不是先天就有的， 即是由
艾滋病病毒 (HIV) 引起的传染病；
第二是 “免疫缺陷”， 是指病毒会
破坏人体免疫系统， 造成免疫系
统的防护功能减低、 丧失； 第三
是 “综合征”， 说明艾滋病在临床
表现方面是多样的， 是由免疫缺
陷导致的一组复杂症候群。

2.�HIV感染者与艾滋病患者有
什么不同?
������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 血液
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 但艾滋病
病毒进入人体后的繁殖需要一定
的时间， 当感染者的免疫功能尚
未受到严重破坏， 没有出现明显
症状时， 这类人群称为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 当感染者的免疫功能
被破坏到一定程度后， 其他病菌
就会乘虚而入， 这时， 感染者就
成为艾滋病患者了。 从 HIV 感染
者发展到艾滋病患者需要数月至
数年不等， 最长可达 19 年。

3.�艾滋病有哪些症状?
������从感染艾滋病病毒发展成艾
滋病患者， 一般会经历三个时期。

(1) 急性感染期 ： 一般在感
染 艾 滋 病 病 毒 后 2 ~6 周 出 现 ，
主要表现为发热 、 咽痛 、 淋巴
结肿大 、 皮疹等 ， 持续两周左
右可自行消退 ， 但不是所有的
人都会出现急性感染期 ， 此期
具有传染性 。

(2) 无症状感染期： 此期患者
没有明显的症状， 属于艾滋病的
潜伏期， 潜伏期内的感染者同样
具有传染性， 又称作艾滋病病毒
携带者， 抗体阳性检出率几乎达
100%。

(3) 艾滋病期： 此期患者会有
全身症状 ， 如持续不规则低热 、
全身淋巴结肿大、 持续慢性腹泻、
体重下降、 盗汗、 极度乏力、 记
忆力减退、 头痛、 反应迟钝， 或

出现肺炎、 结核、 肠炎等， 甚至肿
瘤。 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

4.�艾滋病可以治愈吗?
������艾滋病目前还不能治愈， 但还
是可以治疗的， 主要以对症治疗和
抗病毒治疗为主。 抗病毒疗法不能
完全消灭体内的艾滋病病毒， 但可
以有效抑制病毒的繁殖， 延长艾滋
病患者的寿命。

5.�日常生活接触会感染艾滋
病病毒吗？

日常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
病病毒的， 如握手、 拥抱、 礼节性
接吻、 吃饭， 一同使用厕所、 游泳
池、 公共浴池、 电话机、 公共汽车
等公共设施， 咳嗽、 打喷嚏、 流
泪、 出汗、 撒尿； 蚊子、 苍蝇、 蟑
螂叮咬等。

6.�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 该
去哪里检测？ 什么时候检测？

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 可到具
有初筛资格的县以上医院和卫生防
疫站做 HIV 抗体检测， 但确诊须
到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 一般
来说， 在高危行为后的 0、 6、 12
周， 以及半年时需检测 HIV 抗体，
如半年后仍未检测到 HIV 抗体 ，
则可以认为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

需要提醒的是， 虽然 HIV 抗体在
感染 2 周后就可以出现， 但部分患
者由于体内没有产生足够量的抗体
而无法检出， 这段时间称为 “窗口
期”， “窗口期” 可长达 3 个月，
尽管这段时期检测不出 HIV 抗体，
但同样具有传染性。

7.�如果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该
怎么办?
������如果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患者的生活和情绪都难免会受到
影响， 此时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让
病毒繁殖过快 ， 以延缓发病时
间。 患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
整 ： ( 1) 接受事实 ， 不自暴自
弃 ， 保持心理平衡和乐观的情
绪； (2) 定期到医院检查， 接受
医务人员的指导； (3) 避免感染
和皮肤破损， 积极进行有针对性
的治疗 ； ( 4) 如果身体状况良
好， 可以继续正常工作， 因为正
常的工作和生活， 既有利于自己
的心理健康， 也可保证一定的经
济来源 ； ( 5) 坚决改变高危行
为； (6) 保证充分的营养和充足
的休息， 戒烟戒酒， 适当锻炼身
体， 过规律的生活。

魏记

������年龄的增长、 错误的下蹲姿
势 、 膝关节用力不均衡 、 不合
理运动等原因都会引起膝关节
老化 、 疼痛 ， 或表现为静止时
疼痛 ， 或 表 现 为 起 立 时 疼 痛 ，
或走路时疼痛 ， 或天气变化时
疼痛 。 不管是哪一种 ， 都可以
通过以下方法缓解 ， 简便易行 ，
在家就能操作。

1. 将双手搓热， 从大腿根部
向脚踝的方向拍打， 促进血液循
环， 减轻疼痛。

2. 坐在凳子上， 将腿悬空伸
平， 把脚尖尽量往上钩， 然后再
往下踩 ， 每次坚持 10 秒钟 ， 然
后放松 10 秒钟 ， 再继续训练 ，
每次 30 下 。 双膝交替进行 ， 不
要同时进行， 一般 6 周会有明显
效果。

3. 站立姿势， 两腿与肩齐宽，
双手互相扶肘， 与肩平齐， 慢慢
下蹲至 90 度， 下蹲过程中膝关节
不要超过足尖， 每分钟至少 30 次
以上， 建议每周练习 2~3 次， 每
次 1 分钟。

4. 侧卧于床上 ， 双腿伸直 ，
单腿向上抬起 20 厘米， 坚持 5 秒
后放下， 练习 1 分钟后换另一侧。

5. 双膝夹持一皮球反复挤压，
注意锻炼时要保持膝关节伸直位。

6. 单腿站立也可以缓解关节
疼痛， 且可以练习控制肌肉， 以
减少在运动中少受伤几率。

要提醒的是， 为减少膝关节
的压力， 不要蹲着擦地， 少爬楼
梯等。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刘秀芳

缓解膝盖痛动作
在家就能做社区动员同防艾 健康中国我行动

第 32 个“世界艾滋病日”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世
界艾滋病日”， 今年宣传活动
的主题是“社区动员同防艾，
健康中国我行动”， 意在强调
包括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
社会组织、 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
会等社区的优势和作用， 强
调个人健康责任意识， 与政
府、 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一
起， 共同防控艾滋病和推进
“健康中国行动”， 为遏制艾
滋病流行和健康中国建设做
出贡献。

●相关链接

��������人们在关注某一事物或
专心阅读时， 眼睛会处在一
种紧张状态， 甚至达到凝视，
而忘了眨眼睛， 这会导致眼
睛过度疲劳， 不利于眼睛的
滑润和血液循环。 所以， 集
中精力看某一物体时， 也应
该不断地眨眼睛， 并不停地
转移一下视线， 让眼睛得到
一定的休息， 使视力得到正
常保护。

图 /文 陈望阳

■健康卡通

勤眨眼
可以保护视力

��������误区一： 得了艾滋病就是死
路一条

艾滋病早在 1987 年之后就有
药物可以治疗， 通过合理有效的
抗病毒治疗， 感染者完全可以达
到接近正常寿命。

误区二： 携带 HIV 等于患有
艾滋病

携带 HIV 不等于患上艾滋病，
人体在感染艾滋病病毒 2~10 年甚
至更久的潜伏期之后， 当免疫系
统受到毁灭性破坏， 才会发展为
艾滋病。

误区三： 母亲 HIV 阳性， 孩
子也一定是

如果母亲是 HIV 阳性患者，

经过规范的母婴阻断处理， 孩子
被感染的几率在 1%上下。 也就是
说， 99%感染 HIV 病毒的妈妈都
可以生出健康的宝宝。

误区四： 蚊子叮咬会传播 HIV
�������蚊子叮咬时能够进入到下一
个被叮咬者体内的“残血” 量极
少， 就算残血里带有病毒， 由于
量太小， 是不足以导致传播的。

误区五： 看牙会传播艾滋病
看牙的时候， 只要用过的器

具、 沾有血或者病人分泌物的器
具按照规定该销毁的销毁， 该消
毒的消毒， 就不会对下一个患者
产生危害。

据央视新闻

防控艾滋病：走出误区 消除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