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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
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了解到，2019
年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新进
展，目前艾滋病经输血传播基本阻
断，经静脉吸毒传播和母婴传播得
到有效控制，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
途径。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表示，目前
防治工作取得显著进展。通过进一
步加强检测和创新治疗策略，最大
限度发现和治疗艾滋病感染者。
2019年 1月至10月，全国共检测
2.3亿人次，新报告发现感染者13.1
万例，新增加抗病毒治疗 12.7 万
例，全国符合治疗条件的感染者接

受抗病毒治疗比例为86.6%，治疗
成功率为93.5%。截至2019年10
月底，全国报告存活感染者 95.8
万，整体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

此外，国家卫健委聚焦性传播
和消除母婴传播等重点环节、聚焦

“三区三州”等艾滋病疫情严重和深
度贫困地区等重点地区、聚焦重点
人群如青年人和青年学生，都分别
做出了工作安排。

下一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表
示将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为契
机，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和部门职
责，动员全社会参与，创新防治策
略，全面实施《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

方案（2019—2022年）》。
其中，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

程突出增强个人健康责任意识，提
高宣传技术水平，加强针对居民、流
动人口、老年人、易感染艾滋病危险
行为人群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艾滋病综合干预工程要求实施
宾馆等公共场所安全套摆放全覆
盖，加大互联网线上和线下艾滋病
综合干预力度；预防艾滋病社会综
合治理工程，要求依法从重打击涉
及艾滋病传播危害的相关违法犯罪
行为。此外还包括艾滋病扩大检测
治疗工程、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工
程和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工程。

我国报告存活感染者95.8万
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
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了解到，2019
年1月至10月全国共检测2.3亿人
次，新报告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3.1
万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
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韩孟杰表
示，新报告老年人艾滋病感染者增
长非常明显。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的我国
艾滋病防治工作最新进展表明，目
前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一些
老年人存在易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
行为，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不清楚
艾滋病风险，或者认为年纪比较大，
预防不预防也不影响。所以在这方
面比较忽视。”韩孟杰说。此外，这
些感染者要经过几年时间才发病，

导致被动被发现。
“预防艾滋病最简单有效的办

法首先是洁身自好，其次就是在性
行为时全程使用安全套。拒绝危险
性行为，做好自身防护是最有效预
防手段。”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
任李太生说。

韩孟杰表示，社会要关注老年
人的健康问题，应该采取多部门共
同合作方式，加强对老年人宣传教
育，比如通过寓教于乐、丰富老年人
业余生活，在尊老敬老活动中传递
知识，同时对已经感染的老年人给
予关怀，使他们及时接受治疗。

今年我国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
动主题是“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
国我行动”，强调了包括参与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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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区，可
以更好为老年人开展服务，可以利
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老年
人提供艾滋病宣传检测服务，更好
地发挥作用。”韩孟杰表示，目前报
告的感染者中还有约1/3的人发现
比较晚，有些感染者已经感染了五
六年，不利于疾病防控，要加强艾滋
病感染的宣传，主动及时接受检测。

“目前不仅是医疗机构、疾控中
心，在部分乡镇社区也有快速检测
点。另外还可以在自我检测试剂药
店和网上购买，都可以更好接受检
测。”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
曹玮说。

中国疾控中心：

新报告老年人艾滋病感染者增长明显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王秉阳 鲍晓菁）艾滋病疫苗投入研
发、暴露前阻断药物开展试点……
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前沿进展让人不
禁想问：艾滋病能否被有效预防和治
愈？专家表示，目前来看，拒绝危险性
行为，做好自身防护是最有效手段。

艾滋病通过三种途径传播：无保
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血液。国家
卫健委疾控局发布的我国艾滋病防
治工作最新进展表明，目前艾滋病经
输血传播基本阻断，经静脉吸毒传播
和母婴传播得到有效控制，性传播成
为主要传播途径。

尽管一些研究陆续进行，但目前
为止全世界仍无预防艾滋病病毒感
染的疫苗问世。此外，目前艾滋病还
没有可治愈的方法。北京协和医院
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表示，随着医学
的发展，也有药物能对艾滋病进行暴

露预防和暴露后阻断，但对服药的依
从性要求很高，且只能大幅降低风
险，并不能百分之百预防。“预防艾滋
病最简单有效的办法首先是洁身自
好，其次就是在性行为时全程使用安
全套。”

此前，我国艾滋病领域的药物以
仿制药为主，国内临床学者主要在研
究仿制药适合中国人的剂量组合。
近年来，自主创新方面，2018年首个
我国自主研发的抗病毒治疗药物艾
博韦泰上市。此外，也有其他自主研
发药物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李太生团队对雷公藤治疗艾滋
病免疫重建失败方面的研究成果已
经在国际上发表，近年来团队正与制
药企业一起，将雷公藤中的有效成分
雷公藤甲素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药
物，进行临床试验，有望在今年启动
第一例病人入组。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林苗苗 鲍晓菁）世界卫生组织近日
发布艾滋病病毒检测建议提出，把感
染者自我检测作为一种途径。专家
表示，自我检测是早期筛查艾滋病的
有效途径，同时也应正确了解艾滋病
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不必过度

“恐艾”。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发现，一些

艾滋病检测试纸的月销量过万件。
专家表示，通过艾滋病检测试纸，可
用唾液或指尖采血进行自我检测，半
小时内即可获得结果，呈阳性者建议
前往医院进一步确诊。

“这些试纸准确度一般是可靠
的，很多人是自测为HIV抗体阳性
之后，再到医院进行确诊和进一步治
疗的。”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副主
任曹玮对记者表示。

据了解，购买试剂的大多是进行
过高危性行为的人群，但也有部分

“恐艾者”。专家提示，公众应正确了
解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和预防措施，在
注重预防和筛查的同时，也不用过度

“恐艾”，在日常交往中要避免歧视，
平等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据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
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伤
口渗出液中含有大量艾滋病病毒，具
有传染性。艾滋病病毒可通过性交
方式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离开人体后，艾
滋病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弱，
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病
毒。艾滋病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
餐饮具、卧具、游泳池或浴池等公共
设施传播。咳嗽和打喷嚏不传播艾
滋病，蚊虫叮咬也不会感染艾滋病。

是否感染能自我检测？

互联网让艾滋病
快速检测更可及

我国研制出增强抗癌疗效的
“智能光热材料”

新华社合肥12月1日电（记者徐海涛）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梁高林教授课题组近期研制出一种
新材料，相比目前临床常用的光热材料，其光热转
换效率提升一倍以上，在光热抗癌技术领域实现
了重要突破。国际材料领域顶级学术期刊《先进
功能材料》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光热疗法是继手术、化疗、放疗之后兴起的一
种新型微创抗癌技术，其技术原理是将具有光热
转换功能的药材注入人体，运用靶向识别技术将
其聚集在肿瘤附近，再通过激光照射将光能转化
为热能杀死癌细胞。

但是，当激光照射时，光热材料经常会发出荧
光。发出的荧光多了，可转化的热能就少了。为
解决这个问题，国际学界研究出一种“荧光淬灭”
技术，“诱导”分子间的荧光熄灭，“专心”发热。

近期，中科大梁高林教授课题组采用独特的
技术方案，设计合成出一种新型的有机小分子材
料。当这种材料被癌细胞摄取后，会“智能”地先
发生“分子内荧光淬灭”，再发生“分子间荧光淬
灭”，通过两次“淬灭”提升材料的热转化效率。

他们进一步与中科大江俊教授、张群教授以
及安徽师范大学王广凤教授等人合作，通过理论
计算和实验，均表明相对于目前常用的“诱导荧光
淬灭”技术，这种新材料可将光热转换效率提升一
倍以上，对活体肿瘤的光热治疗效果大大增强。

梁高林介绍，他们的新技术为临床上增强光
热转换效率提供了一种可行手段，还有望应用于
其它疾病的光热治疗。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

杨克勤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
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原党组书记、检察长杨克勤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杨克勤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和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
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
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
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
给予杨克勤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
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吉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
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

云光中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
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云光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
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云光中开除党籍
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
党的十九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代表
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拒绝危险性行为
是预防艾滋病最有效手段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通过《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的决定》。

《决定》指出，为了牢记历史，铭记中国人民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彰显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
位，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
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决定将9月3
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9
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
变”，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经过长达十四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
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
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
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
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
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
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国务院先后将1945年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
第二日即9月3日设定为“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

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
定，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纪念日对中国人民的重大
意义。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天气冷了，又有艾滋病人感冒发
烧，来找村医张振江打点滴。张振江
细心地给每个病人的输液管上包上

“暖宝宝”。
为了减少艾滋病人的心理负担

以及村民对艾滋病的恐惧，张振江曾
专门到艾滋病人家里和病人一起进
餐。后来，张振江成了村里艾滋病患
者的专职医生，也是消除周围居民

“恐艾”情绪最管用的“定心丸”，一干
就是24年。2013年，张振江获得了

“全国最美乡村医生”称号。
“我退休两年了，但村里还有20

多名病人等着我，只要还能干得动，就
不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张振江说，
日常门诊间隙，他还会自己配置一些
给艾滋病人增强免疫力的中药，骑上
“小电驴”，去艾滋病人家里送药。

“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国我
行动”是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
题。像张振江这样在乡村、社区等基
层医疗机构从事艾滋病防控工作、为
艾滋病感染者服务的医务人员还有
很多。

“我国艾滋病疫情能控制在低流
行水平，有效控制了经血传播、母婴
传播这两个途径，说明基层防控人员
的工作扎实有力、卓有成效。”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韩孟杰说。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高俊红说，通
过不断宣传科普，这些年感觉到公众
对艾滋病知识接受和掌握程度不断
进步，社区也都有了艾滋病快速检测
设备，方便周边辖区居民。

走近艾滋病防控“最前线”——

讲述基层防控工作者和志愿者们的防艾故事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特殊，近年
来，经血传播、母婴传播两个途径得
到有效控制，而性传播是最主要途
径，这也是很多人歧视感染者、将他
们视为“洪水猛兽”的主要原因。

“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北京协
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说，艾
滋病防控工作最初将易感者称为

“高危人群”，而现在则称之为“重点
人群”，就是为了消除歧视。

大多数感染者其实也是受害
者。“我们发现很多孩子性意识很早
就觉醒了，但是学校、家庭对他们性

保护知识和教育却严重滞后。”一些
一线防艾志愿者说。

很多感染者都渴望有正常的生
活。35岁的小亮大二时检测出感
染，甚至想过自杀，后来毕业找工作
也遇到了阻碍。所幸一路有志愿者
们的帮助，鼓励他“有本事不会没饭
吃”。后来，小亮在大城市找到了合
适的工作，因为一直兢兢业业，现已
成为中层管理者，且每年都会捐助
艾滋病防治公益组织。

“每一个生命都很珍贵，我们不
仅是防止疾病传播的‘防火墙 ’，也

在尽最大可能帮助重点人群、感染
者得到社会的包容和关爱。”“毛毛
雨”说，令人欣慰的是，很多人了解
了艾滋病的感染途径，也认可了艾
滋病感染者可以和他们一起工作、
学习，开展防控工作的社会环境不
断提升。

“防艾工作需要全社会一起
努力，关心感染者群体，让他们有
依靠、有温暖。”淡蓝公益创始人
耿乐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
者鲍晓菁 林苗苗 王秉阳）

2005年，“毛毛雨”（化名）是某
知名高校大三学生，计算机专业的
他加入了安徽医科大学张洪波教授
对于艾滋病群体的研究项目中，从
此致力于艾滋病防控志愿活动。

艾滋病防控的责任越来越重。
“很多感染者的故事都让我们觉得非
常惋惜、痛心，最小的只有16岁。”“毛
毛雨”说，由于未成年，这个孩子每次

领药都要父母签字。他的父母好几
次在工作站里抱头痛哭。孩子说，他
曾有危险性行为，但毫无保护意识。

艾滋病防治干预曾经面临的困
难是目标人群难寻，由于担心社会
歧视等原因，一些有过高危行为的
人也不愿主动检测，害怕暴露身
份。但互联网+给艾滋病防控工作
带来了新的进展。

在互联网平台起步的淡蓝公益
选择用技术破题，他们开发了一款

“快乐检”软件，互联网用户可以通
过软件的地理定位找到离自己最近
的医院、疾控中心或者社区，在线预
约、线下检测，支持匿名预约，最大
限度保护隐私。“快乐检”预约检测
平台自上线以来，页面访问量超过
600万次，总预约人次超过20万。

不抛弃、不放弃 基层医疗工作者坚守防艾第一线

每一个生命都很珍贵 疾控志愿者为艾滋病人争取生存机会和包容理解

让他们有依靠、有温暖 一线防艾工作者呼吁更多支持

作为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目前不可
治愈，无疫苗可防。近年来，我国各级防治部门最大限度发现和
治疗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疫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之际，记者走近基层防艾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倾听那些艾滋病防控一线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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