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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卫生

？

本报讯（记者 张琪）2019年12月

1日是第32个“世界艾滋病日”。11月
27日，新区“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活动

在中医药大学海艺剧场举行。当天

的活动中，浦东新区第二届高校防艾

视频大赛也公布了结果：中国美术

学院选送的作品BIRDIE（鸟）获得唯

一一个一等奖。

本届高校防艾视频大赛评出一等

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主办

方浦东新区卫健委透露，一共有12所高

校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经各大

高校初赛，收到33个复赛作品参与最终

评比。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

任周一心说：“作品在本中心平台进行

网络投票，视频上线7天，访问量超过

53万人次，投票数超过15万，可谓人气

高涨。”此前，首届防艾视频大赛共收到

来自9所高校18个作品，其中相当一部

分是采访路过的学生关于艾滋病的知

识，而本届大赛更加呈现了“走心，体现

出更多的思考”的特点。

“太惊讶了！直到这一刻我才知

道自己拿了一等奖！”当结果公布的

一刻，作品主创、主演李宁馨连称没

想到。《鸟》的构思是李宁馨与梦幻中

的自己相遇，梦幻中的另一个“我”患

上了艾滋病，真实的“我”如何感同身

受、终于与自己和解。“我是数字媒体

专业的大三学生，喜欢做策划、剪

辑。几个月前老师就发布了征集艾

滋病主题作品的信息，师哥师姐们都

拿出了非常棒的作品，要从中胜出拼

的是创意。艾滋病的知识在大学生

里已经很普及了，再做知识普及就没

有新意。”李宁馨告诉记者，作品名字

是鸟，因为象征新生、勇敢、自由，“小

鸟的象征意义正是艾滋患者缺失的

东西，配上我们喜爱的音乐，温暖地

表达出来。”本届大赛二等奖作品《悲

伤和希望都是一缕光》则来自上海金

融立信会计学院，短片讲述的是两位

滑板少年，在得知患上艾滋病后的经

历。舒缓的音乐MV形式，让人看到

这个群体的真实面目，看到疾病之下

依然有光的生命。

周一心表示，艾滋病在青年学生

中的发病率不容小觑。同时，青年学

生也是艾滋病宣传的中坚力量，希望

通过视频大赛和主题日活动营造“知

艾防艾，共享健康”的校园氛围，引导

大学生开展同伴教育。“艾滋病只是一

种慢性病，与病共存，人生依然美好。”

周一心寄望大学生，要提高自我防护

意识、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

增强社会使命感和家庭责任感。

据悉，今年参赛的高校包括上海

中医药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海事

大学、上海健康医学院、上海杉达学

院、上海建桥学院等12所高校，所有参

赛视频均由学生自行创作、拍摄。李

宁馨表示，比赛给了我们表达自己对

艾滋病的看法的机会，感谢浦东疾控

搭建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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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1日是第32个“世界艾滋病日”

艾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和冷漠

■本报记者 严静雯

11月 28日，气温有点低，阳光有

点暖。在浦东新区疾控中心，记者见

到了周易。他身着熨贴的休闲西服，

脸上挂着笑容。很难想象，十多年前，

周易曾经身体消瘦、皮肤溃烂、精神不

振。

今年 12月 1日是第 32个“世界艾

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Communi⁃
ties make the difference’，我的理解

就是表达了艾滋的防控，是需要社区

的共同参与。”周易说。

作为一名“资深”病友，周易考察

过世界各地的艾滋病防控情况。在他

看来，中国在早期防控上，已经做到了

世界前列。“现在，政府提出的‘早发

现，早确诊，早治疗’，让大部分（HIV）

病毒感染者体内的病毒水平有效地

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避免了这些人

群发展成为患者。”周易表示。

感染 HIV 病毒并不等同于患上

艾滋病，这个“常识”并不是每个人都

能知晓。通俗来讲，就如同其他由病

毒引发的疾病一样，体内携带病毒、

尚未发病的人是“HIV病毒感染者”；

病毒数量过多导致发病时，就是“艾

滋病患者”。HIV病毒会侵袭免疫细

胞，造成免疫细胞的死亡，当机体免

疫力严重降低，就容易受到很多疾病

的攻击。

记者了解到，浦东疾控中心、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的HIV检

测，所有的公立医院则都提供有偿的

HIV 检测。一些高校和药店也有快

速检测试剂提供。筛查方式有很多

种，包括唾液检测、血液、尿液检测

等。不过以上都是初步筛查，最终确

诊由市或区疾控中心做出。有了广泛

的检测渠道，让感染者、患病者能够及

早发现情况、及早进行治疗。如果

HIV确诊为阳性，疾控中心还将及时

通知患者本人，并为其办理免费治疗

手续。

谈到自己的发病过程，周易深有

感触，“17年前的情况可就糟糕了。”

2002年，当时在一家知名外企工作的

周易染上了HIV病毒，公司随即辞退

了他。那时候，国家免费药物还未提

供，自费药品不仅昂贵，也很难买到。

2004年，美剧《迷失》播出，“我看了这

部剧，感觉自己就像剧中的人物，被突

然掷下孤岛，只能绝地求生。”于是周

易开始在网上查找资料，给海内外知

名的艾滋病专家发邮件，还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做起了志愿者。“一切都是

自救，给自己找出路，给自己寻份寄

托。”就这样，周易用曾经强健的身体

硬抗了 6年，出现了全身性脂溢性皮

炎以及消化系统的严重受损。

转机出现在 2008年，周易获得了

免费的抗病毒治疗。虽然一开始的免

费药品产生了较强的副作用——两年

的时间就让他头发都变白了，但是周

易体内的 HIV 病毒数量也在迅速下

降，加上周易平时注重锻炼，他的身体

情况也一天天好转了起来。“和过去相

比，现在药物的毒副作用已经要少很

多了。”在艾滋病的防控上，周易觉得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生活上的问

题远大于疾病本身。在做志愿者时，

周易收到最多的问题是“公司体检时

该怎么办？”“我还能出国旅游吗？”“要

不要告诉亲人”……“他们的恐慌，大

多数是来自社会上的压力。”周易说。

虽然防艾宣传年年做，但常人对于艾

滋的恐慌并没有减少。比如，曾经国

内保险就几乎都对HIV免责。而在经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现在这种情况

已经得到了改变。目前国内的意外险

等险种，已经去除了这样的“霸王条

款”。

“我永远不会得这样的‘脏’病。”

由于艾滋病传播途径最多的是以性接

触传播，羞耻感让人对此病产生了妖

魔化的臆想，很难产生同理心。周易

也曾碰到过父母得知孩子感染上HIV
后，与孩子断绝亲子关系的情况。

“HIV 就是一种病毒，艾滋就是一种

病。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正视它。”周易

介绍，在新加坡每个医院都接纳艾滋

病患者的治疗，他们的医疗保险也都

能承保。而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艾滋

病人的抗病毒治疗都是在社区进行

的，“病人只需要去社区领取药物、做

化验，接受健康指导。”

在寻求社会的公正对待之余，周

易也很痛心，一些HIV感染者、艾滋

病患者自己也没有正视艾滋。“一些人

得知感染之后不敢正视自己，没有积

极接受治疗。比如私自停药、擅自改

变剂量等情况时有发生。”周易说，“很

多人也没有积极地学习如何康复、避

免并发症的发生。他们自己放弃了自

己。”

就在前不久，周易刚刚帮助了一

位 20岁的来沪务工青年。他被确诊

时，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肺部出现了

感染。他当时很害怕，不敢告诉家

人。在缺少精神与经济的支持下，可

以预想他的情况将持续恶化。于是在

周易的帮助下，青年与父亲、疾控中心

进行了“三方会谈”，最终得到了父亲

的理解与支持。在家人的精心照料

下，这位青年的情况大有好转，人也开

朗了不少。

对于感染者来说，抗艾就像是一

场战争。“你要打赢战争，就要对自己

有信心。”周易说。

本报讯（记者 张琪）一轮抢答已经结束，主持人宣

布进入下一轮比赛。谁知，浦东新区代表队却当场向导

师“发难”：“我们查了《唐本草》，原文表述芒硝与硝石通

用，为什么判我们错？”导师孔祥亮（上海中医药大学基

础医学院伤寒教研室副教授）应声对答：“那是几百年前

的知识，现在明确知道芒硝和硝石的化学成分不同，怎

么能拘泥于《唐本草》呢？”

政府组织的同行业大赛，尤其是中医经典知识竞赛，

一般人以为是温良恭俭让，11月 29日下午举行的“读经

典·强素养”——上海市中医药经典知识竞赛决赛却颠覆

了这一印象：台上的参赛者敢于质疑标准答案，台下的导

师也于现场积极回应，俨然一场中医经典的辩论赛。

此次活动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中医药

管理局主办，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浦东新区中医药

协会、上海中医药大学承办。决赛在上海市浦东卫生发

展研究院举行。最终，浦东新区代表队获得一等奖，上海

市中医医院代表队和虹口区代表队获得二等奖。曙光医

院代表队、龙华医院代表队和嘉定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主办方表示，比赛体现了上海对中医经典的继承性

发展水平。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中医药管理局副

局长张怀琼表示，希望选手们通过学习交流更好地吸取

文献精华，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与水平，为中医药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尽一份力。

艾滋病是人类共

同的敌人。艾滋病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人

们的无知和冷漠。艾

滋病本来就与职业、

身份、文化程度没有

任何关系，抗艾不仅

有赖于医学的进步，

更需要人心的成长。

上海市中医药经典知识竞赛举行

浦东代表队拔得头筹

新区第二届高校防艾视频大赛落幕

帮助青年学生“知艾防艾 共享健康”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儿童早期该如何养育，早期

服务该怎么发展？11月26-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北

京召开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是会议承办单位之一。本次会

议总结了我国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成就和经验，研讨

实施全球养育照护框架的有效策略，推进儿童早期发展

服务均等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秦耕介绍，儿童早期发

展是指 0-8岁儿童的全面发展，对儿童营养、卫生（健

康）、教育、环境和保护等方面开展科学综合干预，以促

进儿童潜能发挥，使儿童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性上

达到最佳状态。尤其 0-3岁阶段是儿童大脑发育、早期

学习、看护人和儿童之间依恋关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对

儿童一生至关重要。重视儿童早期发展不仅仅让个人

受益，影响个体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影响着国家人力资

本的竞争力，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打破贫困

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

在题为《中国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包研究和建议》的

主旨报告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儿童健康管理研究所执行所长江帆从儿童早期

发展的神经生物学和社会经济学相关研究出发，深入浅

出地阐述了国际上儿童早期发展的理论基础。基于养

育照护框架和中国儿童保健三级网络体系的现有工作，

江帆介绍了我国儿童早期发展基本服务包研究的过程

和初步结果，为未来我国妇幼体系如何做好儿童早期发

展工作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据了解，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童健康管理研究所近

年来一直致力于儿童早期发展相关研究，建立上海市儿

童早期发展监测队列，已经完成 2015年-2019年连续五

年共10万名上海市入园儿童的早期发展水平监测，并对

2016年入园儿童进行了持续三年的追踪，每年为上海市

教委、区县教育局、幼儿园和家长等提供儿童早期发展

现状评估报告。2018年研究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卫生管理团队，对我国儿童早期

发展工作进行了系统评价，撰写《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现

状分析与政策建议报告》，成果被应用于国家卫生健康

委妇幼司儿童早期发展相关工作。

国家卫健委召开国际研讨会

聚焦儿童早期发展

青年学生积极参与新区“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活动。 □顾佳伟 摄

中医药知识竞赛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张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