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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艾滋病相关用词使用指南

信仰与艾滋病防治关怀

遏制艾滋援助凉山疾控中心在行动

河南省防治艾滋病规模化现场流行病学

和干预研究项目启动暨方案培训会在郑

召开

湖南省举办艾滋病工作信息系统培训班

四川省市领导莅临船山区调研指导艾防

工作

河南省提高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标准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音频和视频在

艾滋病宣传中的作用

北京市顺义区李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

展禁毒防艾宣传活动

北京市丰台区召开医务人员艾滋病知识

及职业暴露培训

重庆市垫江县大力开展“梦想驿站“艾

滋病防控宣传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开展流动人口艾

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庙会期间开展大众人群防艾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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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健康扶贫和艾滋病防治工作

2019年全国艾滋病性病丙肝防治会议在

青岛召开

“基于分子传播网络的艾滋病精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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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所等揭示长链非

编码RNA调控HIV复制新机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发现

逆转录病毒拮抗HIV限制性因子的新机制

浙江：建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性伴动员

检测技术，创新推进艾滋病检测发现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积极为艾滋病患

者办理低保促进艾滋病防治工作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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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把爱传递到每一位

艾滋病困难家庭

山东省莱州市防艾宣传走进“春风行

动”招聘会现场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召开2019年艾滋

病防治工作暨培训会

四川省彭州市开展禁毒防艾宣传进车站

活动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召开艾滋病防治管

理工作例会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疾控中心开展2019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防艾宣传活

动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2019年开展返乡农

民工艾防知识专题宣传活动

甘肃省敦煌市疾控中心验收辖区内社会

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

国家卫生健康委李斌副主任赴凉山州调研健康扶贫和艾滋病防治工作

为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健康扶

贫工作，1 月 4-5 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李斌带队赴凉山州开展

调研活动并出席北京市、上海市、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对口支援凉山州

艾滋病防治与健康扶贫攻坚行动签

约仪式。李斌一行现场考察了凉山

州疾控中心、凉山州卫生和计划生

育监督执法大队、越西县大屯乡卫

生院，了解健康扶贫和艾滋病防治

工作情况。李斌一行还深入贫困户

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生产和健

康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李斌副主任强调，各级卫生健

康部门要认真贯彻全国扶贫开发工

作会议和“三区三州”脱贫攻坚座

谈会精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薄弱环节，加大投入支持力度，深

入推进凉山州健康扶贫和艾滋病防

治攻坚工作。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

同志、凉山州政府分管领导、国家

卫生健康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陪同

调研。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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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艾滋病性病丙肝防治会议在青岛召开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奋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

面推动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

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中国

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 (2010-2020

年 )》 和《 中 国 病 毒 性 肝 炎 防 治

规划（2017-2020 年）》，总结

2018 年全国艾滋病性病丙肝防治

进展，交流防治技术和经验，深入

推进艾滋病性病丙肝防治工作，

2019 年 2 月 28 日，中国疾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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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26 日，“十三五”

国家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精准导

向的艾滋病高危人群综合干预技术

研究”子课题 6：“基于分子传播

网络的艾滋病精准干预方法及策略

研究”课题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

议由子课题负责人李敬云研究员主

持，各任务单位（中国医科大学、

深圳市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艾

防中心）负责人及学术技术骨干共

2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钟平教授做了《HIV 分

子传播网络研究进展》的精彩报告，

使参会人员深入了解了本课题领域

国内外研究的前沿进展。李敬云研

究员详细讲解了课题工作方案、技

术路线及国家相关的课题管理规

定。随后，各任务单位相关人员分

别报告了本单位的目标任务、工作

进展、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

划。最后，外聘专家汪宁教授、邢

辉研究员分别对课题工作提出了建

设性建议。

此次会议增强了各任务单位

的沟通，明确了课题工作的部署，

有利于今后课题的快速推进和各单

位的高效合作。

（艾防中心病毒及免疫研究室

阮玉华）

“基于分子传播网络的艾滋病精准干预方法及策略研究”课题

推进会在京召开

心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全国艾滋病

性病丙肝防治会议。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疾控局艾防处处长焦振泉、

医政医管局公卫处处长黄欣，中国

疾控中心艾防中心主任韩孟杰、性

病中心主任顾恒，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中心主

任、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治疗与

关怀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王福生院

士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

焦振泉处长指出，2018 年各

地各部门围绕遏制与防治艾滋病

“十三五”行动计划，狠抓各项防

治措施落实，检测治疗、扶贫攻坚、

青年学生防治等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在全国疾控工作会议上受到充

分肯定。下一步要以十九大精神为

指引，提高“四个意识”，加深“四

个自信”，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

性，抓好重点政策文件出台和贯彻

落实工作，特别落实好控制经性传

播“六项工程”，扎实做好 2019

年艾滋病性病丙肝防治工作。

会上，艾防中心韩孟杰主任

通报了艾滋病丙肝防治工作进展及

2019 年工作要求，性病中心陈祥

生副主任报告了性病防治工作进展

及 2019 年工作要求，妇幼中心金

曦副主任介绍了全国预防母婴传播

工作进展和 2019 年重点工作安排，

艾防中心治疗室主任王福生院士分

享了艾滋病治疗有关的最新进展和

发展前景，艾防中心病免室邵一鸣

主任解读了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

染诊断行业标准，艾防中心刘中夫

副主任通报了扩大检测工作并提出

下一步工作建议。

艾防中心和性病中心有关业

务科室分别就艾滋病实验室检测以

及传递和自我检测、疫情估计和艾

滋病哨点监测、控制经性和吸毒传

播的预防干预、扩大治疗覆盖和提

高治疗质量、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控、

艾滋病传播网络的监测和干预技术

方案、丙肝预防和控制、性病防控

“三查一规范”、全国淋球菌耐药

监测、性病疫情报告中存在的质量

问题及应对方法、性病防控新媒体

传播与服务平台等专业领域工作进

行详细报告和精准指导。会议还邀

请广西、四川、云南、浙江等省市

进行了工作经验交流，大部分省市

进行了书面交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

建设兵团疾控中心分管领导及业务

负责同志，皮肤性病防治机构分管

领导和业务负责同志，天津市第二

人民医院等 17 家医疗机构艾滋病

抗病毒治疗工作负责同志，解放军

疾控中心、黑龙江农垦总局疾控中

心、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性病艾

滋病防治协会、中国预防性病艾滋

病基金会领导和有关专家，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性病中

心、妇幼中心、结控中心有关同志

参加了会议。

（艾防中心办公室  陈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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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艾滋病“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组

到山东省调研项目工作

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到山东省开展现场督导

2 月 24-28 日，中国疾控中

心艾防中心艾滋病“十三五”科技

重大专项“精准导向的艾滋人群综

合干预技术研究”项目组到山东省

现场调研。山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

康殿民及艾防所有关人员参加调研

活动。

项目组先后到青岛、济南、烟

台三市及所属相关区疾控中心和非

政府组织考察 MSM 人群队列管理

和预防干预工作，与工作人员及志

愿者座谈，并针对项目工作方案及

评估方案进行了培训。

经过 4 天的培训和调查，项

目组对山东省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山东省 MSM

人群中开展的宣传干预及检测工作

表示肯定，也希望山东省以此次承

接重大专项研究为契机，进一步提

高 MSM 人群的综合干预效果。

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艾滋

病“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精准

导向的艾滋人群综合干预技术研

究”是 2018 年立项项目，济南、

青岛、烟台是项目研究的 20 个城

市现场中的三个，分别承担不同的

研究任务，项目研究周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此次调研结束后，山东省将全面启

动项目研究现场工作。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诗诗）

2019 年 1 月 7-8 日，国家社

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黎明一行 3

人到山东省开展验收现场复核工作，

对 2018 年项目完工情况进行确认。

国家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

治基金项目督导组通过听取工作情

况汇报、现场查阅实施单位档案资

料、与被复核实施单位现场沟通等

方式，对项目指标完成情况、项目

活动开展情况、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等进行复核验收，并收集各地区的

典型案例或最佳时间资料。此次共

有 4 个项目接受现场复核。经现场

沟通，督导组认为山东省 2018 年

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

实施总体上不错，基本都能够按照

项目工作合同开展各项活动和管理

使用项目经费，但仍有个别地方需

要进一步改正和完善。

根据国家社会组织参与艾滋

病防治基金项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有关安排，此次现场复核情况及意

见将形成书面意见反馈给各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下一步，山东省将

根据反馈意见在今后的项目执行过

程中进行贯彻落实，确保项目顺利

有序开展。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艾办

张晓菲）

美国十年终结艾滋病流行愿景挑战重重

美国总统特朗普 2 月 5 日晚

间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提出

美国将在 10 年内终结艾滋病流行

的愿景。特朗普的理由是，近些年

来，人类在抗击艾滋病方面取得了

巨大进步，“科学突破让曾经遥远

的梦想触手可及”。然而，业内观

察人士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一

篇解释性文章中说，美国政府的计

划是，未来 5 年内将艾滋病新发

感染者减少 75%，而 10 年内减少

国际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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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所等揭示长链非编码RNA调控HIV复制新机制

2 月 21 日， 国 际 学 术 期 刊

《 核 酸 研 究 》（Nucleic Acids 

Research）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

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王建华课题

组的研究论文“Long noncoding 

R N A  M A L A T 1  r e l e a s e s 

epigenetic silencing of HIV-

1 replication by displacing the 

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2 from binding to the LTR 

promoter”。该研究揭示长链非

编 码 RNA（LncRNA）MALAT1

90%。提出这一目标的原因有三：

首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让感染者

活得更长、更健康，并有效避免了

通过性行为将艾滋病病毒传播给伴

侣的风险；其次，“暴露前预防”

药物将艾滋病病毒传播风险降低多

达 97%；第三，新的实验室和流

行病学技术帮助锁定需要更多防控

资源的地区。 

这篇文章还指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在抗击艾滋病

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美国政府每年

直接投入艾滋病防治的资金超过

200 亿美元，导致美国艾滋病新发

感染者人数降至最低水平的每年约

4 万人。 

此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去年批准 3 款抗艾新药，至少一种

广谱艾滋病疫苗在开展临床试验，

这些对特朗普政府的“十年抗艾”

计划都是好的消息。 

但相关机构和人士认为，即便

在医学水平先进的美国，要实现这

一目标也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是资金问题。尽管特朗普

说将在 2020 财年预算中体现抗艾

议程，但 2019 财年预算案却提出

削减 4300 万美元国内艾滋病项目

支出，并致力于撤销被称为奥巴马

医改的《平价医疗法案》。 

来自无党派医疗政策研究组

织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的数据显

示，旨在为低收入者提供医疗服务

的美国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

是资助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最大项

目，但特朗普政府鼓励各州削减对

这一项目的资助。 

特朗普政府去年底还提议改

变针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联邦医疗

保险（Medicare）中的“处方药

保险”部分，有可能将部分“救命

药”排除在报销范围之外。 

正因为此，美国“艾滋病联合”

等 20 多个非营利机构发表联合声

明说，对特朗普提出的抗艾愿景持

“谨慎欢迎”态度，因为“行胜于

言，而迄今本届政府把我们引向了

错误的方向”。声明认为，特朗普

打击《平价医疗法案》，提议削减

非国防类自主性支出，这可能对抗

击艾滋病的努力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

部所言，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能平等

地从科学进步中获益。在美国，艾

滋病新发感染主要集中在男同性恋

者和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中；地区分

布也不均匀，南部艾滋病问题更为

严重。同时，艾滋病污名化问题挥

之不去，一直阻碍着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高风险人群接受相关防治服

务。 

美国政府部门相关数据还显

示，美国在降低艾滋病新发感染者

方面的进展已趋于停滞。而且，这

一进展还面临一些新威胁，其中最

显著的就是阿片危机，因为每 10

个艾滋病新发感染者中就有一人是

毒品注射者。 

观察人士还注意到，特朗普

政府执政两年来没有明显迹象显示

其致力于在抗艾工作中发挥有效作

用。特朗普提出的 2018 财年预算

提案曾提议削减艾滋病防控研究资

金。2018 年，美国艾滋病问题总

统咨询委员会没有召开过一次会

议。2017 年 1 月 , 奥巴马政府时

期的白宫国家艾滋病政策办公室主

任离职，特朗普此后一直未任命新

的人选接任。 

“艾滋病联合”等非营利机

构的联合声明写道：“（特朗普政

府抗艾）真正的证据将出现在总统

下个月提交的 2020 财年预算提案

中。”

（来源：新华社 记者：周舟）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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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 使 抑 制 性 PRC2（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2） 复 合 物

从 HIV 启动子 LTR（长末端重复）

解离从而促进 HIV 转录和复制。

HIV 高度依赖宿主因子完成

复制周期，鉴定调节 HIV 复制的

关键宿主因子可为抗病毒策略设计

提供宿主新靶点。王建华研究组利

用组学技术筛选了多种能够调控

HIV 复制的宿主蛋白，如宿主蛋白

SUN2 通过维持 HIV-LTR 启动子

区域异染色质结构抑制 HIV 转录

和复制（2018，mBio）；SAFB1

通 过 抑 制 RNA 聚 合 酶 II 的 磷 酸

化并抑制其与 HIV LTR 的结合，

抑制 HIV 的转录，维持 HIV 潜伏

（2018，J.Bio.Chem）；而宿主

蛋白 Naf1 则是通过抑制 NF-kB 

信号通路抑制 HIV 复制（2016，

J Virol）。

近 年 来， 长 链 非 编 码 RNA

（LncRNA）在表观遗传调控、免

疫调节和细胞分化调控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引起广泛关注。在调节 HIV

感染方面，通过靶向不同的细胞蛋

白机器或信号通路，LncRNA 可

抑制或促进 HIV 复制。

LncRNA MALAT1 在 肿 瘤

细 胞 中 高 表 达， 常 被 认 为 是 肿

瘤 转 移 的 标 记 物。MALAT1 主

要 定 位 于 细 胞 核 核 斑（Nuclear 

speckles）区，可参与基因转录

和 pre-mRNAs 的选择性剪接等

细胞生理过程。王建华课题组联

合武汉大学教授侯炜利用 RNA-

seq 技 术 筛 选 出 MALAT1 在

HIV 感染细胞中高表达；高表达

的 MALAT1 可 促 进 HIV 复 制，

CRISPR/Cas9 敲除 MALAT1 可

显著抑制 HIV-LTR 驱动的转录；

机制上，MALAT1 与 PRC2 抑制

复合体中的组蛋白赖氨酸 N- 甲

基 转 移 酶 EZH2（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 结 合， 使 其

从 HIV-LTR 上解离，减弱 EZH2

对 HIV-LTR 区 核 小 体 组 蛋 白 的

H3K27me3 表观遗传学修饰（抑

制性），使 HIV-LTR 维持在活跃

状态，促进 HIV 转录；此外，与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李太生合作，发

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可显著

降低 HIV 感染者外周血 PBMC 中

MALAT1 的表达，验证 MALAT1 表

达与 HIV 复制的正相关性。该研究

揭示 LncRNA MALAT1 调控 HIV 复

制的重要作用和分子机制，为抗病毒

策略设计提供了宿主新靶点。

曲迪和孙玮玮为论文并列第

一作者，王建华、侯炜和李太生为

并列通讯作者。上海巴斯德所研究

员金侠为该研究提出了建议；该研

究得到国家基金委、中科院及科技

部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重大传染病

防治专项等的资助。

（来源：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

研究所）

图示：MALAT1调节HIV复制的分子机制。MALAT1诱使抑制性的PRC2复合物从HIV启动子LTR解

离，通过减弱EZH2对HIV-LTR区核小体组蛋白的H3K27me3表观遗传学修饰，促进HIV转录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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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性伴动员检测技术，

创新推进艾滋病检测发现

推动高危人群的 HIV 检测，

让更多潜在感染者 ( 传染源 ) 被诊

断发现，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挑

战。HIV 感染者，尤其是男男同性

性行为人群（MSM）中的感染者，

往往性伴网络复杂，不安全性行为

发生率较高。因此推动感染者性伴

检测，可有效提高感染者检测发现

效率。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

研究所重要人兽共患病与烈性外来

病研究团队郑永辉研究员在鼠白血

病病毒附属蛋白 glycoGag 拮抗艾

滋病病毒宿主限制因子 SERINC5

的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

成 果 以“Murine leukemia virus 

glycosylated Gag reduces 

m u r i n e  S E R I N C 5  p r o t e i n 

expression at steady-state 

levels via endosome/

lysosome pathway to 

counteract the SERINC5 

antiretroviral activity”

为 题， 发 表 在 病 毒 学 专

业 期 刊《 病 毒 学 杂 志

（Journal of Virology）》

上（ 论 文 链 接 https://

j v i .asm.org /content /

e a r l y / 2 0 1 8 / 1 0 / 1 9 /

JVI.01651-18.long）。

丝 氨 酸 整 合 蛋 白 5

（SERINC5，Ser5）是最新发现

的可以抑制逆转录病毒如艾滋病病

毒（HIV-1）、鼠白血病病毒（MLV）

等复制的天然免疫分子。MLV 编

码的附属蛋白 glycoGag 可以拮抗

SERINC5 对 MLV 和 HIV 感染性

的限制作用。然而，涉及到的分子

机制目前仍不清楚。

研究发现单独表达 Ser5 时，

Ser5 主要在细胞膜表面表达；在

glycoGag 和 Ser5 共表达的情况

下，glycoGag 在接头蛋白复合物

AP-2σ 的帮助下将 Ser5 从细胞

膜表面内化到细胞浆里面，并通过

早期内吞体、晚期内吞体及溶酶

体降解泛素化的 Ser5，进而拮抗

Ser5 的抗病毒活性。进一步研究

发现 P31、Y36、 L39 以及 R63

四个关键氨基酸位点在 glycoGag

降解 Ser5 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 除 了 Ser5 之 外，glycoGag

也能降解 SERINC 家族的其他成

员 Ser1、Ser2、Ser3。这一研究

结果表明 glycoGag 蛋白通过内体

/ 溶酶体通路降解 Ser5，并且这一

作用在SERINC家族中高度保守。

（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

医研究所网站）

工作交流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发现逆转录病毒

拮抗HIV限制性因子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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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积极为艾滋病患者办理低保

促进艾滋病防治工作可持续开展

艾滋病防治是一项社会系统

工程，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多部门协作。

为把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到

实处，稳定患者心情，帮助患者解

决经济困难，提高患者抗病毒治疗

服药依从性，黎平县疾控中心艾防

科工作人员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

之所想，积极为患者办理低保，自

2010 年以来已累计为 187 名患者

办理低保，有力地促进了艾滋病防

治工作的可持续开展。

尽管新农合为患者报销 50%

的检测费用，但患者本人仍需负担

50% 的检测费用和交通费用与营

养费用等开支，天长日久亦是一笔

不小的支出。艾防科工作人员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从工作出发，为

患者着想，积极与县民政局相关科

室工作人员协商沟通，创造条件为

艾滋病患者办理低保，协商由艾防

科复印患者确证报告单、银行卡和

身份证交与民政局，直接在县民政

局办理低保，不需公示，对患者信

感染者及其性伴往往是隐蔽

性较强的亚文化人群，有极强的隐

私保护心理，难以接触。在感染者

沟通、性伴溯源、HIV 检测服务等

工作流程的多个环节中存在技术难

题。浙江省疾控中心技术团队为解

决这一技术难题，依托浙江省科技

厅重大科技专项《控制 MSM 人群

艾滋病新发感染干预技术研究》，

创新技术方法，探索建立伴侣咨询

导向检测、信息导向检测、唾液试

剂自主检测等动员性伴检测服务

技术，于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在杭州、宁波地区试点。

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对 548 名

MSM 感染者的性伴进行 HIV 检测

动员，有 478 名参与检测，检测

参与率 87.2%。共发现 74 名阳性

性伴，检测阳性率为 15.5%，远高

于两地常规监测人群检出阳性率，

提示创新性的性伴动员检测技术可

以有效地促进性伴检测和潜在感染

者的发现。相应技术产出在 2017

年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等国内会议

上进行交流，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

可与好评。在研究结果分析和论证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推广该项

技术，在浙江省 2017 年艾滋病综

合干预工作要求中，首次推广使用

动员性伴检测服务技术，2017 年

全省利用该项技术动员了 806 名

HIV 感染者的性伴参与 HIV 检测，

其中 102 名性伴阳性，感染者性

伴的 HIV 阳性率为 12.7%。

HIV 阳性者性伴动员检测工

作需要调查人员具备较强的现场流

行病学工作能力。浙江省疾控中心

在 2017 年 6 月期间组织举办“HIV

阳性者性伴溯源和追踪调查培训

班”，邀请国内外专家对基层工作

人员进行培训，2017 年为在全省

范围内推广性伴动员检测技术，培

养了 20 多名技术骨干。2018 年

在首次举办的全省 2018 年艾滋病

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班中对各地现场

流行病学调查人员也进行了专题培

训。通过不同层次的培训，深化各

地对性伴动员检测工作的认识，并

将此项技术纳入全省艾滋病流行病

学监测体系。

2018 年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

向，在前期实践应用的基础上，对

性伴动员检测技术设计进一步优

化，比较不同的性伴推动检测技术

所适用的情境及效果，在部分地区

试点利用社会组织开展以 MSM 阳

性者自助选择推动主体的方式，探

索建立利用社会组织开展性伴动员

检测的流程及效果。浙江省计划在

“十三五”期间，通过持续的探索

和实践，建立适合浙江疫情特征和

检测服务体系的感染者性伴动员检

测技术，进一步完善浙江省艾滋病

防治技术体系。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

性病预防控制所 罗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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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污名与歧视，从你我做

起！

语言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还有

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通过恰当地

使用语言，我们可以加强全球艾滋

病防治工作，减少污名与歧视。

1. 谨慎使用：艾滋病患者 ×

艾滋病病人 ×

推荐使用：艾滋病感染者 √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

人”的字样只应当被用来指那些已

经到了艾滋病发病期的人，而并非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果正常

服药，可以健康地生活，一般不会

出现明显症状。如果不服药，或者

长期服药后出现耐药，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才会进入发病期，到这一阶

段才可以被称为艾滋病病人，才有

可能出现各种症状。

在一般的报道中，最合适的叫

法是“艾滋病感染者”或“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通过避免使用“患

者”、“病人”等叫法，可以避免

读者产生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就会

立即出现症状和疾病的错误认识。

2. 谨慎使用：受害者 ×

推荐使用：艾滋病感染者 √ 

“受害者”是一个十分消极的

称呼，它会导致更多人认为艾滋病

感染者无法积极地生活。更好的选

择是“艾滋病感染者”或“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这一叫法能够更客

观地描述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从

而避免产生任何价值判断。

3. 谨慎使用：暗娼 × 小姐 ×

失足妇女 × 

推荐使用：性工作者 √

“暗娼”、“小姐”、“失足

妇女”等叫法都带有歧视或者价值

判断的含义，并且会导致对于性工

作者更严重的歧视和排斥。我们认

为，性工作者和所有人一样应当享

有选择自己工作的权利，不应当因

为工作选择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的

对待。

与此同时，也不应当使用“嫖

客”、“嫖娼”等叫法，最好使用

“性服务购买者”。如果专指女性，

可使用“女性性工作者”。

4. 谨慎使用：静脉注射吸毒

者 × 瘾君子 ×

推荐使用：注射吸毒者 √

注射吸毒不仅是静脉注射，也

可以是皮下注射或肌内注射。因此，

静脉注射是一个错误的叫法。“瘾

君子“的叫法带有歧视和价值判断

的含义。

微博检索

特辑——艾滋病相关用词使用指南

息保密，其保障标准从 2010 年每

人每月 200 元、2012 年 300 元、

2016 年 353 元，2018 年 7 月 提

高到每人每月 627 元，在患者治

疗依从性良好的前提下，累计为 5

名儿童病例、182 例成人病例办理

低保，低保办理率占可随访患者的

83%，有力地促进了艾滋病防治

工作的持续开展。

（贵州省黎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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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 是 2019 年 巴 拿

马 世 界 青 年 节 纪 念 活 动 的 最 后

一 天， 这 天 教 皇 方 济 各（Pope 

Francis）到访了以圣经中好撒马

利亚人的故事命名的 Casa Hogar 

del BuenSamaritano 安养院。

这座安养院坐落于巴拿马城

市的郊区，可以为艾滋病感染者提

供全面护理，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并

重新融入社会。

有需求的人都可以来到这所

安养院，这里并未设置任何入院限

制。按需入院的政策不考虑人们的

性别、年龄、宗教信仰、职业、性

取向、能力或所在地。1 月 26 日，

该安养院的志愿者在忙碌中准备迎

接教皇时，BuenSamaritano 的创

始人兼主任 Domingo Escobar 神

父回顾了安养院过去的发展进程。

最初安养院开展的是 Santa 

Maria del Camino 教区的教会工

作。很多无家可归的艾滋病感染者

都会来到教会寻求庇护，想获得咨

询和食物。为了给这些边缘化的群

体提供结构化的支持，也为了建

立一个没有歧视、偏见和污名的

社会，一个想法逐渐发展成型，

BuenSamaritano 基 金 会 与 安 养

院于 15 年前建立了。

Domingo Escobar 神 父 说

道：“我相信，强调生而为人的尊

严和尊重他人十分重要。因为正如

圣经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圣

灵的殿。”

自 安 养 院 成 立 以 来，

BuenSamaritano 已 为 300 多 位

居民提供了宗教关怀与医疗救治相

结合的关键服务。通过加强他们的

信仰，患者逐渐变得更加乐观，对

服用药物也更具有“热情”，也更

加相信自己的治疗会有所成效。

Domingo Escobar 神 父 表

示，人们难以坚持服用药物最主要

的原因在于缺少支持和对偏见的担

忧。由于担心会遭到拒绝或受到歧

视，他们不会告诉家人这一秘密，

也不会告诉其他人。

为了直接应对这一挑战，该基

金会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专门为

和家人一起生活但资源有限的艾滋

病感染者提供服务。除了提供食品

和 药 品，BuenSamaritano 还 对

家庭成员进行宣传和培训，使他们

能够为自己关爱的人提供更多心理

支持。

除了进行艾滋病护理和治疗

以外，该基金会还通过研讨会支持

艾滋病预防，并提供针对儿童、成

人和青年人（包括具有感染风险的

年轻人）的干预措施。2018 年，

该基金会的预防项目包括了 4500

多人，其青年信息项目也在中学开

展并推广“有价值的性教育”。

联 合 国 艾 滋 病 规 划 署 与

BuenSamaritano 已 是 多 年 的 合

作伙伴，我们帮助促成卫生部提供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并围绕影响力

和宣传开展合作。

Domingo 神父在巴拿马为难

以获得服务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了

服务，这表明信仰社区可以建起合

作的桥梁，不仅能改善治疗与关怀，

还能能帮助减少污名、歧视，积极

开展预防。

基金会为国家和社区的艾滋

病防治做出了很大贡献。巴拿马估

计约有 25 000 名艾滋病感染者，

在治疗和降低死亡方面也取得了较

大进展。截至 2017 年年底，巴拿

马诊断为艾滋病感染者的人中有

3/4（76%）都接受了治疗，艾滋

病相关死亡人数不到 1000 人。但

这一年仍估计有 1600 例新增艾滋

病感染，因此仍然需要加强预防，

Escobar 神父仍然需要做好准备

面对挑战。

Domingo Escobar 神 父 表

示，我们都必须认识到，艾滋病预

防的任务会涉及不同层面的挑战：

家庭、公共政策、儿童、年轻人和

教会工作等。这是我们都会面对的

问题，我们也都可以为此做出自己

的贡献。

信仰与艾滋病防治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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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艾滋援助凉山  疾控中心在行动

为深入推进和大力提升凉山

彝族自治州艾滋病防治和健康扶贫

工作，有效遏制艾滋病的传播和蔓

延，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将对四川省

凉山州越西和美姑两县开展对口支

援艾滋病防治和健康扶贫攻坚行

动。

2 月 18 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组织召开相关工作会议要求上报参

与攻坚行动人员名单，此次活动时

间紧，任务重。接到行动通知后，

海淀区疾控中心性艾科申跃峰同志

踊跃报名，积极要求第一批参加支

援活动。经中心研究，综合专业背

景和个人意向，最终决定由申跃峰

同志参加此次支援活动，并由中心

副主任邢彦带队一同前往。他们二

人克服家里爱人工作忙，孩子小的

问题，利用仅有的几天时间积极准

备现场可能用到的专业材料和生活

物品，于 2 月 26 日凌晨 4 时从单

位出发乘坐飞机赶往凉山。

中心主任江初也不辞劳苦，与

性艾科曹文栋科长共同驾车将二位

支援的同志送往机场，并再三嘱咐

他们在外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完

成工作任务的同时还要保重身体，

中心领导和员工会做好后方保障工

作，二位同志要代表海淀疾控中心

做好支援 , 全力配合北京市整体工

作。

（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艾滋病防治科  王雪梅）

各地动态

河南省防治艾滋病规模化现场流行病学和干预研究项目启动

暨方案培训会在郑召开

由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牵头的“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河

南省防治艾滋病规模化现场流行病

学 和 干 预 研 究（2018ZX10715-

009）”已获批复。为保证项目顺

利实施，部署任务安排，推进课

题 研 究， 项 目 办 于 2019 年 2 月

25-27 日在郑州市举办了河南省

防治艾滋病规模化现场流行病学和

干预研究项目启动暨方案培训会。

省卫生健康委艾防办刘心想主任、

省疾控中心王哲副主任、孙定勇副

所长以及相关科室人员，课题主要

参加单位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施

学忠主任、课题参与地区卫生局主

管局长及艾防办主任 / 疾控科长、

疾控中心主任 / 主管主任、艾防科

科科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和有关专家

共计 80 余人参加了培训。会议由

孙定勇所长主持。

启动会上，王哲主任介绍了河

南省艾滋病流行形势、课题背景、

主要目标，重点就课题管理和实施

提几点要求：一是课题参与单位及

覆盖地区，要高度重视重大专项工

作，尽快向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的领导汇报本次会议的精神及各

位专家讲的课题工作内容和工作要

求，争取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领导

的支持。二是根据所承担课题的工

作要求，各参与单位要成立相关的

组织机构；课题工作办公室要配备

足够的工作人员。三是尽早启动课

题工作。5 年工作浓缩在 2 年完成，

紧紧围绕专项目标，明确责任，以

问题为导向，抓紧时间，制定相应

的工作计划、工作方案。强化合力、

抓好落实，确保专项目标如期实现。

四是合理规范使用课题工作经费。

2018 年课题经费近期下发到各地

区。各地要建立专账，加强对课题

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管，彻底杜绝资

金使用风险。

刘心想主任首先肯定了河南

省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的成绩，强

调本课题要在“十一五”、“十二五”

综合防治示范区和现场研究的基础

上，形成不同流行形势下的艾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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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举办艾滋病工作信息系统培训班

2019 年 1 月 8-9 日，湖南省

在长沙举办了一期艾滋病工作信息

系统培训班，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艾滋病哨点

监测、检测咨询、实验室检测的工

作人员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

院药品管理人员，以及负责四个子

系统的系统管理员，共计 60 人参

加培训。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艾滋病分管领导陈曦副主任出

席了开幕式

陈曦副主任强调：要高度重视

数据安全问题，将安全摆在首位，

同时也要抓好工作任务，完成好任

务指标，将工作的规划与当地政府

部门的工作相结合。对数据安全与

工作任务我们要做到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数据的真实性，现在国家

对我们的审计都是通过网络直报系

统评估我们的工作任务，同时还会

结合原始资料审计数据的合理性，

而现在所有的数据都是来源基层，

依靠基层上报，要求市州级作为管

理单位要对县区一级要加强培训，

还要定期的去县区进行督导核查，

并且要多沟通交流；实验室的管理，

疾控要管理辖区内的所有实验室及

检测点，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能力

建设，要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这

样去指导及督导别人，才能做到有

理有据。

性艾科业务骨干覃碧云对艾

滋病工作信息系统的框架进行了讲

解；李向忠对实验室系统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对实验室用户账号、机

构的建立和审批及信息的录入进行

了演示；张园园对检测咨询系统和

药物管理系统进行了讲解，对用户

账号、机构关联、药品信息的录入

进行了演示；周艳君对权限系统和

哨点监测系统进行了讲解，并对账

号的建立进行了演示。在讲解及演

示后就是自由练习及答疑。经过两

天的学习和练习参加培训的人员都

很好的掌握了权限系统和四个子系

统的相关操作，能够对很好的对县

区级进行培训。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科

周艳君）

模式，目标更明确，考核指标要求

更高，

各参与单位要高度重视，做

好协调工作，确保课题高质量完

成。课题财务总管唐伟对财务管理

工作进行了详细培训，提出业务工

作一定要和财务支出协同进行，

“十二五”项目验收到中遇到的问

题切忌不要在今后的财务支出中发

生，以后财务验收和技术验收合并

进行。马彦民大夫介绍了项目总体

工作安排，各子课题负责人各自介

绍了课题方案。会上课题总负责人

王哲与各参与单位签订任务合同

书。

“河南省防治艾滋病规模化

现场流行病学和干预研究”课题紧

扣重大专项“降低重大传染病发病

率和病死率”的效果指标，根据河

南省当前艾滋病主要经性途径传播

和控制困难的显著特点，开展新发

感染监测人群、单阳家庭 /MSM

人群、HIV/AIDS 患者等多类人群

的队列研究，强化干预措施，分析

影响因素，积极探索和应用防治新

模式，为控制河南省艾滋病疫情发

挥积极作用。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

性病防治研究所 马彦民）

四川省市领导莅临船山区调研指导艾防工作

为深入贯彻全省艾滋病防治

工作会议精神，1 月 17 日，四川

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督导组一行 4 人

莅临遂宁市船山区调研指导船山区

艾滋病防控工作，船山区卫生计生

局局长、区重传办办公室主任唐晓

洪船山区卫生计生局副局长徐栋

良、市疾控中心性艾科科长黄春玲

陪同。

区疾控中心党支部书记唐武

对 2018 年船山区艾滋病防控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督导组分组

查阅了组织管理、组织保障、病例

随访、病例台账、数据报表等各项

工作的开展情况。查阅后，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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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家充分肯定了船山区在艾防工

作中取得的成效，认为船山区政府

高度重视艾防工作，各部门积极参

与，认真落实了各项艾防措施。全

区在乡镇人民政府履行艾滋病主体

责任、政府购买服务及关怀帮扶等

方面成绩突出。督导组也对船山区

艾滋病防控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要充分认识艾防工作的严峻形

势，任务艰巨，加大人力财力的投

入，保障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序开

展；二是要加强艾防宣传教育力度，

开展艾滋病防治培训，强化艾滋病

防护意识；三是疾控中心、妇幼机

构及抗病毒治疗机构三个部门要履

行好各自职责，紧密协作。

船山区卫生计生局局长、区

重传办办公室主任唐晓洪认真听取

了各方的发言后作了小结：他感谢

各督导组领导来船山区调研指导工

作，并客观分析了 2018 年船山区

艾滋病防控形势，他提出一是认真

听取各督导专家的意见，总结我区

在艾防工作上的短板和不足，对存

在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落实改进

措施，克服困难，不断提升工作成

效；二是各部门要履责尽职，各司

其职，明确工作方向，为后续更好

开展艾防工作奠定基础。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性艾科  杨倩）

河南省提高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标准

河南省财政厅、民政厅近日印

发通知，从 2019 年 1 月起，提高

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标准。其中，

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标准

由每人每月 700 元提高到 800 元，

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标准

由每人每月 1100 元提高到 1200

元；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

费同步予以调整；孤儿满 18 周岁

后，仍在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高

等专科学校、普通本科高校就读的，

可延续享受孤儿基本生活费。通知

指出，孤儿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所需

资金从各级财政安排的困难群众救

助资金中统筹解决。

（来源： 新华社）

短    讯

北京市顺义区李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禁毒防艾宣传活动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音频和视频在艾滋病宣传中的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知

识宣传，增强各类人群对艾滋病防

治的参与意识，河北省石家庄市长

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积极探索艾

滋病防治宣传模式，在 2018 年制

作了针对各类人群，包括青少年、

流动人口、妇女、城镇居民等的宣

传音频和视频，将“预防艾滋病 

健康你我他”、“青年学生是预

防艾滋病的生力军”、“全民参与 

共抗艾滋”等宣传口号及免费检测

咨询地址、电话等播放内容向各类

人群宣传，因为音频和视频流动性

大，覆盖面广，信息传达有效率高

的特点，通过在社区、学校、工地、

高危场所的循环播放大大提高了长

安区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的宣传力

度，使艾滋病防治知识传播到大街

小巷，提高了对艾滋病的主动防范

意识和防范能力，形成了全民共抗

艾滋病的良好氛围。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图片新闻

为了增强辖区居民识毒，防 毒，拒毒能力，提高毒品与艾滋病 防控意识，北京市顺义区李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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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召开医务人员艾滋病知识及职业暴露培训

为提高丰台区医疗机构医务

人员对艾滋病知识及相关政策的认

识，及时了解和掌握目前艾滋病疫

情的发展动态，增强医务人员在诊

疗过程职业暴露的防范意识和应急

处理能力，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于 2 月 21 日在丰台区卫生局报

告厅举办了医务人员艾滋病知识及

职业暴露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

艾滋病基础知识、艾滋病疫情及相

关案例与政策法规的关系及职业暴

露防护三部分。来自全区 70 家医

疗机构的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

训。

首先临床检验科的工作人员从

HIV 对环境的抵抗力讲起，详细介

绍了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

防护工作指导原则，着重讲解了艾

滋病职业暴露后的处置与

调查。最后性艾科工作人

员从艾滋病影响范围在扩

大、早期识别艾滋病、艾

滋病预后已得到显著改善、

艾滋病的关怀需要多学科

合作以及正确认识艾滋病

的传播方式五个方面生动

详细的解读了艾滋病前生

与今世，接着与大家讨论了与艾滋

病相关的最新案例，使大家掌握了

疫情流行的最新特点，以更好的开

展相应防控工作。

此次培训组织有序，参与积极

性高，达到了很好的预期效果。通

过此次培训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于

艾滋病、艾滋病感染者及艾滋病就

在“我”身边有了深刻的认识，更

加明确了自己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的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会尽己

所能积极参与防控工作，严格按照

防护原则开展诊疗工作。此次培训

为丰台区全年艾滋病防控工作开了

一个好头，大家将以饱满的热情迎

接全年的各项防艾工作。

（北京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艾滋病科防治科 史文雅）

重庆市垫江县大力开展“梦想驿站“艾滋病防控宣传

1 月 23 日，重庆市垫江县委

宣传部、县卫生计生委、文明办、

工商局、公安局、司法局、妇联等

多家单位在垫江县高铁站开展了

“梦想驿站”宣传活动。

活动中县卫生计生委立足“有

家·有爱·有梦想”这一主题，向

广大市民大力宣传疾病预防、急救

等相关知识。活动现场以展台的形

式向目标人群开展面对面宣传，免

费发放“预防艾滋病宣传知识挂

图”、“预防艾滋病从我做起”宣

传折页、检测咨询促进等宣传资料

200 余份。

卫生服务中心依托预防接

种日，针对候诊人群开展

禁毒防艾宣传活动。

医务人员以预防保健

科门诊大厅为宣传阵地，

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

资料、现场咨询等形式，

针对就候诊人群开展禁毒

与防艾知识宣传，促使其认识了几

种常见的毒品，了解了毒品的严重

危害，明确了吸毒与艾滋病的关系，

提高了该辖区居民对于禁毒与艾滋

病知识的知晓率，营造了禁毒与防

艾的良好社会氛围。

（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苏金星/撰稿  闫丽/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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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齐鸣送盛世 民间花会

闹新春”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二是深

泽县民间传统节日，俗称深泽庙会。

在这期间来自全县六个乡镇的文化

团队相聚在深泽县西苑街亮出绝

活。疾控中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在人群密集的西苑街开展了以

“主动检测 知艾防艾 共享健康”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设立咨询台，采用

悬挂条幅、摆放展牌、发放防艾

宣传折页、扑克牌、安全套、现

场采血、讲解相结合方式，使大

众人群在观赏文化活动的同时也

接受了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讲解，了

解了当今艾滋病疫情形势、艾滋病

基本防治知识以及国家医疗救治的

相关政策。并知晓了主动咨询检测

对自身的重要性和家庭的责任感。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

传折页 800 余份、防艾宣传扑克

牌 150 余副、安全套 1000 个，现

场解答问题 50 余条，覆盖大众人

群 500 余人。使广大群众再次深

入了解艾滋病基本防治知识，掌握

了如何避免感染 HIV 的方法，知

晓了何时进行 HIV 抗体检测才有

意义，提高了自我防护意识，从而

也为及时发现本县 HIV 感染者和

艾滋病病人奠定了基础。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杜巧利）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庙会期间开展大众人群防艾知识宣传活动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开展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春节期间是大量农名工返

乡和高校毕业生回家探亲的季

节，同时也是各类单位用人用

工需求季节，井陉县疾控中心

联合县就业服务中心，于 2 月

16 日借助“春风行动”大型

现场招聘会这一有利时机和平

台，在“井陉县人力资源市场

大厅”开展“井陉县流动人口

艾滋病防治宣传”专项活动。在活

动现场悬挂主题宣传横幅，摆放咨

询台，向服务对象包括有就业创业

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

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高校毕

业生、退役军人、去产能失业人员

等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其它劳动者发

放艾滋病防治宣传折页、宣传书包

及安全套等宣传材料，并开展面对

面健康咨询服务，受到服务人员的

欢迎和好评。

开展流动人员艾滋病防治

宣传是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要

内容之一，也是当前预防艾滋

病、控制艾滋病的有效措施。

本次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宣传折

页 200 余 份， 书 包 200 个，

安全套 100 盒，进一步提高了

流动人口预防艾滋病知识知晓

率，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达到了预

期目的。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艾滋病科）

通过此次宣传让广大返乡群

众对艾滋病有了正确的了解和认

识，知道了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

主动检测是了解自己和他人感染状

况的唯一途径。希望通过宣传和面

对面咨询提高目标受众安全防护意

识，促进危险行为改变，从而遏制

艾滋病的传播。

（重庆市垫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丽/撰稿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性防所 徐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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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把爱传递到每一位艾滋病困难家庭

1 月中旬，山东省济南市平阴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受香港智行基

金会委托，把救助平阴县艾滋病困

难家庭的物质，按照救助人员名单

一一发送到了每一位艾滋病困难家

庭的手中。接受救助的家庭非常感

动，感谢社会的关怀让他们感受到

了家庭般的温暖，并表示今

后一定要积极治疗，好好生

活。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谭慧敏 郝静）

山东省莱州市防艾宣传走进“春风行动”招聘会现场

为进一步做好莱州市务工人

员的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提高其

主动检测意识，2 月 14 日，莱州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市公共就业

服务中心举办的 2019“春风行动”

大型人才招聘会为契机，对求职者

和招聘企业代表开展了艾滋病防治

知识宣传。

人才招聘现场，人头

攒动、热闹非凡，200 多

家机械、建筑、商业服务、

化工等招聘企业 8000 多

个岗位现场招工，高校毕

业生、有转移就业意愿的

农村劳动者、退伍军人等

纷纷纷前来应聘。市疾控

中心专业人员分别在展厅入口处和

展厅内为前来应聘人员以及招聘企

业发放艾滋病防治知识资料，并现

场解答提出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相关

问题。本次宣传活动共为应聘人员

以及招聘企业发放了各类宣传资料

1000 余份、安全套 1000 余个、

健康小礼品 1000 余个，接受群众

咨询 100 余人。本次宣传活动还

吸收了不少市民的主动参与，其中

一名招聘企业的代表在他的摊位上

对前来应聘的人员主动进行艾滋病

知识宣传。

通过宣传咨询活动，使广大求

职人员以及用人单位代表对防治艾

滋病的相关知识有了更为全面的了

解，提高了社会各界对防艾工作的

认知度和参与性，进一步扩大了防

艾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取

得了较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山东省莱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宿伟伟）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召开2019年艾滋病防治工作暨培训会

为总结 2018 年艾滋病防治工

作，安排部署 2019 年相关工作。

2 月 21 日，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

区卫生计生局组织召开 2019 年艾

滋病防治工作暨培训会。会议由区

卫生计生局局长罗春莉主持，区卫

生计生局分管医政、疾控妇幼工作

的负责人 , 纪检组长，各医疗卫生

单位院长、分管副院长、公卫科

长、医务科长、负责艾滋病抗病毒

治疗的医生、以及妇幼工作人员共

计 8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区卫生计生局党

委委员杜文英详细分析五通桥区艾

滋病疫情形势及防控形势，通报艾

滋病防治工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安排部署 2019 年艾滋病防治工作。

随后，区疾控中心吕城燊就“三线

管理办公室，一网底”建设，区境

内各医疗机构相互配合，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及镇乡卫生院防疫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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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彭州市开展禁毒防艾宣传进车站活动

为普及禁毒防艾知识，让更多

的社会力量参与禁毒防艾工作 ， 2

月 2 日 , 彭州市防艾办、市禁毒办

联合开展了主题为“青春传递正能

量，禁毒防艾我先行”的禁毒防艾

宣传进车站活动，此次活动在流动

人口聚集的客运中心开展，市防艾

办、市禁毒办、市疾控中心工作人

员和青年志愿者共 30 余人参与。

此次活动分为两个部

分，集体宣传活动和青年

志愿者社会实践活动。上

午，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伍

霞为志愿者们就艾滋病的

基本知识、预防措施、性

健康教育、毒品的危害及

拒绝毒品等内容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随后，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们在客运中心活动现场

设立临时宣传点，为过往群众的提

供咨询服务。大家还纷纷走上街头，

向过往车辆和群众发放防艾宣传资

料、宣传小礼品、并耐心细致地向

群众讲解艾滋病相关知识以及毒品

的危害。

下午，青年志愿者们用自行设

计的艾滋病知识问卷在客运中心及

大型超市等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进

行现场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结束后

进行了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

并就此次社会实践活动发表看法，

形成社会实践报告。

活动当天，共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份，小礼品 200 余份，现

场问卷完成 160 份。通过此次活动，

让大众人群对毒品危害和艾滋病防

治知识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提

高全民禁毒防艾意识起到了积极作

用。同时也鼓励了青年志愿者们保

持良好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倡

导“无毒青春，健康人生”。

（四川省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防科  陈兰）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召开艾滋病防治管理工作例会

职责，艾滋病防治工作指标，

2018 年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讲

解分析，最后就提高未完成工

作指标提出建议。接着区人民

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分别汇报

工作进展情况，并安排部署对

应的工作。然后，区红十字会

专职副会长邓学斌就艾滋病抗

病毒治疗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强调要认清形势、健全组织、

加强培训、查漏补缺，切实履

责。最后，罗局长强调：要认

清艾滋病疫情的严峻性，增强责任

感和紧迫感，要求各单位履实“一

把手”负责制，必须高度重视，同

心协力，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认

真领会此次会议精神，落实各项措

施，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层层

落实责任，加强督导、考核、通报

制度建设，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

年终绩效考核。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吕城燊）

为全面提升四川省内江市威

远县艾滋病防治工作管理质量，

1 月 17 日上午 9 时，县卫生计生

局组织召开了威远县 2019 年艾滋

病防治管理工作例会，县艾滋病防

治、抗病毒治疗、预防母婴传播管

理办公室及相关医疗卫生计生单位

分管院长、公卫（防保）科长，共

计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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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疾控中心开展2019年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防艾宣传活动

根据福建省三明市委宣传部

《关于广泛组织开展 2019 年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

精神，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艾

滋病知识的知晓率，1 月

23-24 日 上 午， 梅 列 区

防艾办在区委宣传部、区

科技局、区卫生健康局等

部门单位的牵头组织下，

分别在洋溪镇、陈大镇开

展 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

周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采取悬挂标

语口号、开展免费测量血压义诊、

专家咨询、发放艾滋病宣传资料等

形式面对面与群众近距离进行沟通

宣传，让群众更加清楚的理解艾滋

病的传播、传染途径及如何有效的

防治艾滋等相关知识 , 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预防艾滋病的意识。同时，

引导更多人行动起来，宣传艾滋病

知识、预防艾滋病传播、关爱和帮

助艾滋病感染者。本次活动共计发

放各类艾滋病知识宣传折页 600

多份、安全套 500 多个、宣传袋

300多个、受益人群约300多人次。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黄丽炜）

县艾滋病防治、抗病毒治疗、

预防母婴传播管理办公室分别作

出 2018 年艾滋病防治工作总结及

2019 年工作打算，局机关相关股

室对艾滋病防治管理工作分别提出

工作建议。

会议强调：一是认清严峻形

势，切实增强做好艾滋病防控工作

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站在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高度，扎实做

好艾滋病防治攻坚工作；二是肯定

工作成绩，艾滋病防治攻坚工作举

措有力，全县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措

施，防控工作成效明显；三是坚持

问题导向，正确审视疫情问题和差

距，及时了解和解决工作中的困

难和问题；四是扎实履职，确保

2019年艾滋病防治工作高效运行，

要继续强化“三线一网底”精准管

理，加大检测力度，做到母婴传播

零发生，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重大传染病

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2019年开展返乡农民工艾防知识专题宣传活动

为做好返乡农民工预防艾滋

病宣传教育工作，扩大宣传面，提

高外出务工人员艾防知识

知晓率和行为干预率， 1

月 21-28 日， 陕 西 省 汉

中市城固县利用春节农民

工返乡之际为契机，县疾

控中心及各镇卫生院组织

专业人员，对各镇的返乡

农民工及村民代表进行了

面对面的艾滋病及梅毒

防控知识宣讲，本次活动共开展

专题讲座 20 场，面对面宣传返乡

农民工 2000 人，发放材料、礼品

2000 余份。工作人员通过典型案

例讲解、现场互动和有奖问答等多

种形式面对面宣讲了艾防知识，使

他们进一步了解了艾滋病的危害，

掌握了艾滋病的防治知识，知道如

何预防它，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

识，从而约束自我行为，远离艾滋

病。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艾滋病综合

防治示范区办公室  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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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市疾控中心验收辖区内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

1 月 4 日，甘肃省敦煌市疾控

中心对敦煌市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

防治项目工作进行了验收。验收组

分别听取了“大漠防艾工作室”、“校

园红丝带组织”及“益佳社会服务

中心”2018 年开展艾滋病防治工

作情况汇报，对项目主要指标完成

情况、经费使用情况以及项目痕迹

资料收集整理等内容进行了查阅，

与项目实施机构志愿者就

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了交流

座谈。考核组对 3 个社会

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同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

并就发现的问题和面临的

困难进行了深入讨论，就

今后项目的规范有序开展

提出了工作建议。

敦煌市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参

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将其作为全市

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通过购买服务、政策与技

术扶持等多种方式，使我市社会组

织得到大力培育、不断发展壮大。

自 2015 年以来，市疾控中心采取

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有能力的社

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本次

验收的项目于 2018 年 1 月正式启

动，项目执行周期为 1 年，分别针

对校内青少年、旅游人群和校外青

少年开展艾滋病防治综合干预工

作。通过疾控中心和社会组织的共

同努力，2018 年委托的 7 家社会

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工作圆满

结束，完工报告和现场验收等工作

已全部完成。

此次活动，邀请了“阳光红丝

带爱心社”、“警营爱心社”、“夕

阳红丝带爱心社”及“红歌乐天爱

心社”负责人及志愿者骨干现场观

摩学习。

（甘肃省敦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袁忠梅  梁锬/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