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爱丁堡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心脏动脉
中的脂肪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堵塞血管，是造成心肌梗塞的主要
原因。在新研究中，科研人员将两种放射性示踪剂注入一些心脏
病患者的血液，然后利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显示
其心血管内脂肪斑块的高清图像，以此判断患者发生心梗的风
险。这一新技术可准确发现心血管内的脂肪斑块并判断其破裂
风险。在试验中，用这一新技术判断心梗的准确率高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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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扫描可助预判心梗风险

逢晓君

无论你承不承认，父母是世界
上最好奇的动物。从娃娃还在肚子
里的时候，准爸妈们就开始运用各
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测算娃娃是男是
女，这些方法种类据不完全统计，绝
对不下一百个，问题在于，运用和流
传的人太多，以致不同渠道传来的
判断标准是相反的，令人哭笑不得。

等到娃娃降临，男女大白天下，
连B超都有可能是浮云。放下这段，
便开始了长得像爹还是像妈的判
断。再到娃娃会直立行走，摆脱了躺
在床上的大圆饼相貌后，DNA在脸
上刻画出清晰的遗传脉络，好奇心
强大的爸妈们不会就此罢休，又开
始了对孩子性格的推测。

没错？我就是在说我。以上的各
种好奇我都有。而今我就处于猜测
这孩子的性格是啥样，随谁多点的
阶段。

有人评价说人如其名，“跳跳”
嘛，自然非常活泼。是的，这丫头自
小就表现出超凡的体育天赋，刚会
走路就会踢球，近来喜欢跳舞，舞姿
怎么看都是武术范儿。那两根小藕
瓜一样一节一节的小胖腿自百天以
后就没变苗条过。我从此对她的期
待由舞蹈家沦落为只要不踢女足不
打猴拳就行。

她对唱歌跳舞的热爱不在于是
否跑调和是否像打拳，她关注的是

“表演”本身。我妹大婚那天，在我的
建议下，她拿着关了开关的麦克风
在舞台上咿咿呀呀地唱，逢我鼓掌
还要来个九十度的鞠躬：“谢谢大
家！”有个中年阿姨，突然窜上台给
跳跳献了一朵塑料花，夸她好可爱。

所以她是不是外向的小妞呢？
也不一定。她在熟悉的环境里

很闹腾，也爱说话，还常常言语犀利
滑稽，是家人的开心果。她有着很吸
引人的魅力，常常成为聚会中的焦
点。但我观察到，在外面的交往中，
她有着某种很冷静的警惕。她偶尔
遇见特有眼缘的大人和孩子会很热
情地贴上去，不由分说地拉手，勾肩
搭背求拥抱，常常把对方吓跑。但更
多时候，她对玩耍中的喧闹保持着
某种冷静，不爱凑热闹。即便是小朋
友一对一的游戏，她也睁着她特别
闪亮的眼睛审视着对方，不太热情，
内心真的感到愉悦才会渐渐接近、
投入。

我从小就是个多思少语的孩
子，而跳爸，更是贵人语迟那种，怎
么也撬不开嘴巴说句话，但是人却
是很聪明的。所以我更倾向于迷信
DNA，她一定是一个爱思考而冷静
不多话的孩子。

前几日，我从一篇文章中读到
关于内向和外向的解释，深以为然。
所谓“内向者”与“外向者”，并不是
以人前的活泼和健谈程度来划分
的。对“内向者”而言，人际交往对他
来说是一种消耗，内向者在人群中
也许非常健谈与活泼，但对他来说，
精力正在慢慢消耗，只有独处的时
候，他才会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力量
又充实恢复。对“外向者”来说，人际
交往是一种增值，独处让他感到恐
惧和不安，而在人群中听别人讲话，
他也许一言不发，但脑中的信息量、
心中的踏实与快乐，都在慢慢增加。

我恰恰就是文章里所说的那种
“健谈与活泼，却享受独处”，看似人
格分裂的内向者。

其实，父母津津乐道的都只是
自己那团软绵绵的爱罢了。孩子的
性格哪里存在好坏呢？她只负责长
大，我只负责接纳。

你负责长大

我负责接纳

艾艾滋滋病病不不能能自自诊诊自自断断
正确治疗，艾滋患者也可很好保护免疫系统

（上接B01版)

心理干预是重中之重

征稿

《病榻札记》：讲出您的医疗故事，帮助更多的人从中有所感悟。
《医人说医》：医务工作者说与医疗有关的事，尽在《医人说医》。
《我来帮您问》：架起与名医名家沟通的桥梁，为您的健康支招。
来稿请洽：snj120@sina.com。一经刊用，稿酬从优。

育儿心得

不少关于恐艾和脱恐
的贴吧或论坛都异常活跃，
很多恐艾者试图在这里寻
求帮助，而所有帖子的内容
几乎是千篇一律：发生过高
危性行为，对是否感染艾滋
病极度恐惧，反复到不同的
医院检测，即使检测结果显
示没有感染艾滋病仍然极
度不放心。

“随着现在社会越来越
开放，很多人的性观念也逐
渐放开，尤其是年轻人，一
夜情之类的事情比较多”，
济南市历下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
陈超说道，“这种环境下，不
安全性行为越来越常见，最
后可能会对是否感染了艾
滋病产生疑惑和恐惧。”

陈超进一步表示：“虽
然现在大家对艾滋病的知
晓率已经很高了，不过却谈
不上确切了解。由于日常生
活中很少接触到，大部分都
是通过电视、报纸或者网络
粗略地看一眼，很多东西都
是一知半解。”正因如此，很

多人更加对艾滋病产生莫
名的恐惧。

据介绍，由于 12月 1日
是艾滋病日，社会宣传力度
较大，每年这个时候到疾控
中心咨询艾滋病的人数都
会集中增加，“全年我们能
接待1000多位咨询者，真正
来我们疾控中心做检测的
有八九百人。”陈超表示。提
到是否有恐艾者短时间内
反复检测，“我们也无法确
切知道，因为很多人都是在
不同的疾控中心做检测，出
于保护隐私的需要，我们无
法获知信息。”

此外，陈超表示：“目前
对于艾滋病防治的一个难
点在于很难排查隐性艾滋
病感染者。由于艾滋病检测
完全坚持自愿原则，一些高
危场所我们很难进去宣传
和防治。”据介绍，世界卫生
组织预计我国存在约500万
艾滋病感染者，但是目前仅
检测出80万左右患者，有相
当大一部分高危人群并没
有进行检测。

“现在好多人都是自己
查资料，资料看得越多越吓
得要死。”专家坦言，“很多
时候，只要非窗口期的检查
呈阴性，就基本可以排除感
染。如果还担心，到三个月
时复查一次就可以。平常没
必要查资料吓唬自己，要是
相信资料自诊自断，还需要
专家干什么？”

专家表示，对于恐艾
者，不能仅仅告诉他们没有
感染艾滋病，更多的还是要
做心理上的引导。一方面，
可以详细为恐艾者介绍艾
滋病传播途径，以帮助其判
断是否有过这些行为，如果
确实有过高危行为，则会为
他们做检测；另一方面，针
对检测结果，“恐艾者应该
相信医学的科学性，我们无
论是确诊一位艾滋病感染
者还是排除一位，都是非常
严谨的”，陈超表示，“有时
候批评上两句，比解答半小
时更管用。”

“即使是不幸感染了艾
滋病，只要能恰当规范地治
疗，按时服药，就可以很好
地保护自身的免疫系统，是
不会影响寿命的”，李辉说
道，“自己对自己的歧视才
是最大的伤害，心态上一定
要放松。”

针对前段时间国务院

起草的《沐浴业管理办法》
中拟规定“沐浴场所应在显
著位置设立禁止性病、艾滋
病患者入浴的警示标志”，
有门户网站组织了一次网
民投票，超过 70%的网民支
持“禁止艾滋病患者入浴”。
对此有专家表示，这反映了
当前社会公众对艾滋病的
恐 惧 ，是 一 种 公 众“ 恐 艾
症”。

李辉表示：“公共浴室
禁止艾滋病患者进入是完
全没必要的。艾滋病病毒在
空气中能够存活的时间非
常短暂，因此很难通过公
共浴室传播。而且也不是
说接触过病毒就一定会感
染，病毒量必须达到一定
程度才会感染。”陈超在可
行性上也提出了质疑：“艾
滋病毒感染者在外表上和
正常人是完全一样的，只要
艾滋病毒感染者自己不说，
公共浴室根本无法知道谁
是感染者。”

提及网络上流传的故
意传播艾滋病者，李辉表
示 ，就 算 真 有 ，也 是 极 少
数。因此，市民不必过度担
心。“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
状况特别重要，只有内心
平和安定，身体才能达到
一个良好的状况。”张洪涛
提醒道。

性观念开放催生更多“恐艾症”

问：我想请问一下专家，我在一年内做了九次艾滋病病
毒检测，是在(高危行为后)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半年、十一
个月验了九次。在市级医院验过，在镇医院也验过，都是没
事的，但因都是第二、第三天拿报告，我担心会不会血样放
得太久那个抗体消失、验不到呢？

专家：只要是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检测结果就可信。
问：有过一次高危行为，当天回家后空调开得很低，第

二天就感冒了，嗓子不舒服、浑身没力，还发烧。第三天去医
院开了点药、打了点滴，病就好了。请问这是感染艾滋病了
吗？

专家：如果是，不会在第二天发作，所以不是。如果实在
不放心，建议六周后检测排除。

读者：因工作原因(指纹采集)，今年4月曾接触一艾滋
病患者，只是手接触，我的手无伤口等情况，患者有无伤口
不详。事后我洗了手，我以前从未接触过艾滋病患者。结果
第二天开始，我发现身上就有一些痒的症状，上网一查，发
现痒是患病的一种症状，请问我是否感染了艾滋病？还是我
疑心太重？

专家：没有体液交换哪里来的感染呢？放心吧，像你
这种情况不会被传染。

问：本人以前对艾滋病不是很了解，有过多次高危
行为，现在十分痛苦和后悔。在最后一次高危行为后做
了十几次艾滋病病毒检测，4、6、8周使用4代进口梅里埃
试剂检测为阴性，10、11周金标法检测为阴性，我不知道
还要检测到什么时候，恐惧已使我丧失了理智，请问老
师，我可以彻底排除吗？还要检测吗？

专家：可以排除。放松心态，杜绝高危行为，会最大限度
地保障自我健康。

专家问答

语言交流

礼节性接吻
拥抱

握手
打喷嚏

咳嗽

共用
工具

共同进餐

公用电话

共用办公用具
共用马桶

卧具

共用
游泳池

一同洗浴

国内艾滋病传播途径示意图

艾滋病不被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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