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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城事

男男同同成成艾艾滋滋病病感感染染高高发发群群体体
今年章丘新确诊的患病人员，男同占四分之三

艾滋病患者

本地人已达一半

章丘作为北方的艾滋病低流
行区，在200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
患者，是外籍患者。在过去几年里，
章丘的艾滋病患者以外籍为主，不
过近两年本地患者有增长趋势。据
了解，2008年之前，每年新发现艾
滋病患者人数外籍和本地比例为
二比一，近两年比例明显发生变
化，今年章丘市新增长的已确诊艾
滋病患者本地籍人数已占四分之
三。截止到今年，章丘本地患者已
达总患病人数的一半。

据章丘市疾控中心艾滋病
防治科科长尹玲介绍，由于近几
年人口流动性比较大，人们的思
想观念比较开放，虽然章丘仍保
持是低流行区，但是近两年人数
增长相对较快。其中，在今年新
确诊的艾滋病患病人员来看，男
同占有四分之三的比例，是艾滋
病患者的主力人群，也是传播的
主要人群。

据了解，由于目前国内不承
认同性婚姻，男男同性恋人群迫
于社会压力与女性结婚，这会造
成家庭传播，从而影响下一代。
这也是男同成为主要传播者的
重要原因。

青壮年为主

20岁到44岁占九成

据介绍，在章丘，艾滋病患者
的主要人群构成是农民工、青年学
生、妇女。由于章丘存在一些外来
务工人员，这些人与本地农民工共
同工作，常年出门在外，出于心理
和生理的需求会很快导致病毒的
传播。而且大部分农民工对于艾滋
病了解甚少，导致他们自我保护观
念薄弱。“在工地进行防艾宣传时，
大部分农民工都认为艾滋病距离
他们很遥远，是国外的病，其实它
早就走到我们身边了。”尹玲告诉
记者。

除了农民工，青年学生也占有
相当大的比例，并且人数在逐年上
升。记者在大学城一高校随机采访
了几位在校大学生，大部分表示可
以接受并理解在校男女朋友的性
行为。11月29日，疾控中心在齐鲁
师范学院进行防艾宣传时，带了
300个安全套免费向同学发放，但
是未送出一个。一名大三的李同学
告诉记者，“不是同学们用不着，是
不好意思，如果放在宿舍大厅，一
会儿就拿光了。”但在采访中，记者
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于艾滋
病不甚了解，一位女生告诉记者，
她认为共用洗脸盆都会“传染”。

只是普通疾病

不必谈“艾”色变

艾滋病虽然目前尚不可治
愈，但是已有治疗方法。据了解，
章丘最小的艾滋病感染者发现
时仅3岁，目前已经开始上小学，
身体状况良好。

艾滋病病毒感染是艾滋病
的第一个阶段，但是此阶段感染
者与健康的普通人并无差异。这
个阶段也是病毒的潜伏期，一般
为7到10年。艾滋病潜伏期就是
指从人体感染艾滋病毒到艾滋
病病毒将人体免疫系统的T4淋
巴细胞破坏到不足以维持免疫
系统的正常运转，导致人体免疫
系统发病的时间，其标志就是
CD4+细胞计数大量减少。当患
者的免疫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也
就进入了艾滋病的发病阶段，需
要进行及时治疗。

尹玲介绍说，“患者若进
入发病阶段，首先要保持良好
的心态，接受治疗，虽然不能
治愈，但是目前已有了延长生
命 的 方 法 。只 要 患 者 配 合 治
疗，也就能保证生活质量。同
时，周围的人也要对艾滋患者
保持正确的态度，艾滋病只是
普通的疾病。”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记者从章丘市疾控中心了解到，目前章丘艾滋病本地
籍患者比例已赶超外籍患者，以农民工、青年学生、妇女为主要患病人群，其中农民
工占有很大比例，青年学生近两年数量在不断上升。

本报见习记者 杜彩霞

相关链接

全全市市有有55处处自自愿愿咨咨询询检检测测机机构构

记者了解到，目前章丘
已有5处免费自愿咨询监测
机构，分别在章丘市疾控中
心、章丘市人民医院、章丘
市中医医院、章丘市妇幼保
健院和安东单采血浆站。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
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
男同性性行为等，与他人共
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到非
法采血点卖血者，怀疑感染
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配
偶、子女及生活亲密接触者
等，这些人需要进行艾滋病
咨询和检测。

据了解，艾滋病自愿咨
询检测整个过程是自愿和
保密的。检测前，工作人员
会与自愿检测者进行危险
行为评价，衡量其是否需要
进行检测。进行检测将会对
检测者进行采血。检测结果
半小时后得出，阳性为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阴性则为非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此次检
测为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
检测，初筛后并不能完全确
诊检测者为艾滋病病毒感
染 者 ，需 上 级 医 院 进 行 确
认，若仍为阳性，才可确诊
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据介
绍，凡是接受艾滋病咨询检
测的公民均可得到免费的

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初
筛 检 测 ，即 初 筛 为 免 费 检
测。

尹玲说，“即使检测者
确诊为阳性也不要恢心，要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相
关治疗。若感染者进入病发
期，成为艾滋病病人，并且
体内CD4细胞少于500时，就
可选择性接受治疗，若小于
3 5 0必须配合相关部门进行
治疗。”CD4细胞是人体免疫
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
胞，由于艾滋病病毒攻击对
象是CD4细胞，所以其检测
结果对艾滋病治疗效果的
判断和对患者免疫功能的
判断有重要作用。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
要 是 性 接 触 传 播 、母 婴 传
播、血液传播。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要警惕性病和妇科
炎症，注意个人卫生，不舒服
赶紧到正规医院彻底治疗。教
育孩子不吸烟，不沾毒，特别
不要与别人共用注射器吸毒。
打针输液要求使用一次性或
消毒严格的针具，输血要求
用检测合格的血。夫妻之间
互相忠诚，可以减少患性病
和艾滋病的危险。性生活使
用安全套，避孕又防病。上
环、结扎等避孕方法不能预
防性病、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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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艾小屋”志愿者在校园宣传艾滋病防治。 杜彩霞 摄

““青青艾艾小小屋屋””
进进高高校校宣宣传传防防艾艾

本报12月2日讯 (见习记
者 杜彩霞 通讯员 高建
同 ) 11月29日，由章丘市疾
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和齐鲁师
范学院联合组织的艾滋病知
识宣传活动在齐鲁师范学院
拉开帷幕，本次防艾知识的
重点宣传对象是青年学生。

12月1日是第26个“世界
艾滋病日”，宣传主题是“行
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章丘市疾控中心本次防艾知
识宣传活动与齐鲁师范学院
学生组织—青艾小屋联合开

展，在齐鲁师范学院面向在
校学生展开防治艾滋病的宣
传。活动当天，疾控中心设置
展板向学生介绍预防艾滋病
知识，并且向在场学生分发
防艾知识手册。

“在青艾小屋组织的一
些防艾宣传活动后，近两年，
在校学生对于艾滋病的认知
更清晰，对于艾滋患者的态
度也有明显改善。”据了解，
齐鲁师范学院“青艾小屋”将
在近日走访其他高校进行防
艾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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