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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爱滋病基金会及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举办的『从理论

到实践：艾滋病防治能力提升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爱滋病培训项目同学会』 

于2009年6月13至15日于辽宁省沈阳市举办并已圆满结束。会议消息公布后

我们收到来自全国不同省、市、区同学的积极报名和投稿。正因为有你们的

参与，使这次会议能顺利完成；因为你们的热情，使这次会议更添声色！      

在此要特别感谢各位一路以来对基金会的支持与信赖，谢谢你们！

为了让更多未能亲临现场的朋友们也能一同分享此次会议，我们也整理

了部分精彩照片供大家欣赏。

先来一张大合照吧！

专 题 报 导

第三届中国爱滋病培训项目同学会会议圆满落幕

从理论到实践：艾滋病防治能力提升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爱滋病培训项目同学会会议2009.6.14沈阳

第四期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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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积极参加『如
何成为一个称职
领导』工作坊

基金会同事李文伟分享MSM预防
工作模式及经验

主题报告：『数字的背后：从我国艾
滋病毒流行的变化看预防的挑战』－
北京协和医学院暨中国医学科学院
廖苏苏教授

主题报告：『从政策发展看国家艾
防工作』－中央党校靳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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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晚的才艺大赛各路防艾精英纷纷粉墨登场，使晚会带着笑声和感动完满闭幕。再一次感谢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并感谢辽宁省卫生厅及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鼎力支持。
2011年我们武汉见！

除了以上内容外，更有来自各地的专业人士与我们分享不同的工作经验，  

包括国际机构在中国的艾滋病工作介绍、药物滥用人士的艾滋病预防、如何普及

艾滋病预防教育、志愿者组织及统筹，更有一些特别的话题如在艾滋病工作中

实践信仰及沈阳市艾防工作经验的介绍等，使我们对防艾工作有更透彻的了解。  

会议的最后环节大家一起讨论和分享了有关管理及艾滋病咨询工作上的难题。

专
题
报
导

右：广西梧州疾控谭琳琳医生接受云南省
性艾协会王汝巽会长颁发会议纪念品

左：基金会总干事与大家分享工作上的常
见问题 

美国家庭健康国际李玲高级项目官员
分享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预防工作经验    

“感恩的心”
手语表演

（图：王德强）

一起共舞
（图：王德强）

我们的后勤“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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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从2009年3月至今，基金会协助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开展了不

同项目实施地区的培训，其中包括湖南、广西、贵州、北京及天津项目地区。    

另外我们还与中央党校、昆明市第四轮中国全球基金、昆明市疾控中心、云南

戴托普药物依赖康复中心、中盖项目湖北省项目地区、北京市护士学校等合作

开办培训。

随着艾滋病在国内蔓延情况的改变，内地同事的培训需要也有不同，为提

供更有效的帮助，基金会也相应调整我们的培训内容。在心理咨询方面，我们开

设了专为有一定咨询经验的同事而办的提升班；在管理方面，我们也尝试为中层

管理人员开办有关机构管理的课程；而为响应内地非政府机构的兴起，我们亦特

别设计了一个艾滋病非政府机构同工的能力建设班，希望能为他们提供支持。

最 新 消 息 培训项目

与云南戴托普、昆明市疾控等合办VCT能力提升培训班   图片提供：英华

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广西实施机构咨
询培训班中学员参加角色扮演活动

中盖项目湖北省培训，
学员参加激励团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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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9－10日，基金会

迎来了参加第三期中层人员管理

培训班的学员们，两天的培训不

仅让学员有机会深入的讨论及交

流工作中出现的难题，更增进他

们的友谊，我们一起看看她们怎

么增进感情的吧！

初次见面，先熟悉熟悉吧！

“地雷阵”活动场面，

将学员分成两队，并在各自

空地上撒满各式“地雷”，

行走的队员必须听从自己队

员的指令绕过障碍物，最快

走到终点者为胜。你的团队

有着怎样的信任度？如何提

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做

完了这个游戏，你就知道了！

最
新
消
息

2009年6月27日，香港爱滋病基金

会和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合作意向

书签订仪式在北京香港马会会所举行。

自2005年以来，两家机构在领导干部艾

滋病政策培训、党校师资培训方面有过

多次合作。为了更好地开展艾滋病知识

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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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宣传和政策倡导，双方

愿意加强合作，相互支

持，此次签订仪式很荣

幸的请来多位嘉宾作为

见证人。基金会主席梁

智鸿医生和中央党校社

会发展研究所严书翰所

长代表签署合作意向书, 

承诺双方将共同努力，

为遏制艾滋病蔓延贡献

力量。

点燃烛光的那一刻  也照亮我们的希望

基金会总干事代表致辞

2009年6月28日，基金会梁智鸿

主席、连爱珠总干事、金兴发副总干事

等代表参加中国性艾协会第四次会员代

表大会，于此同时此次大会亦宣布梁

智鸿医生被推举为中国性艾协会的荣誉

会长，梁医生表示中国性艾协会是基金

会的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里，张文康会长、沈洁秘书长及各位协

会的成员能继续给予基金会支持，共同

合作，协助国家对抗艾滋病。

2009年5月17日，《艾滋、艺术、生

命之19个游戏》艺术展暨第二十六届国际

艾滋病烛光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北京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和

消除人们对受艾滋病毒影响

的人们的歧视。该艺术展开

幕式在北京798艺术区梯级

艺术中心举行，以纪念和关

爱因艾滋病而失去生命和受

到影响的人。基金会连爱珠

总干事代表出席并致辞。

(图文：玛丽斯特普)

（图：光明日报 吴力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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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仁居』于2009年6月14
日开张喽！

沈阳“宜仁居”是由玛利诺

中国服务计划和香港爱滋病基金

会资助、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提供技术支援，并与沈阳萤火

虫工作组共同创建的中途之家。

宜仁居以沈阳市为中心，为东北

地区来沈的感染者、病人及家属

提供住宿、就餐等方面服务。长

期以来由辽宁省其他地区到沈阳

市治疗的感染者人数不断增加，

有些感染者更因为接受治疗而要

在沈阳停留一段时间，也有部份

病友因为路途遥远而不能在当天

返家。宜仁居正好将为这群感染

者于来沈阳就医期间，提供一个

住宿的地方，并借此向感染者提

供情绪支持和关爱。 

在此我们要感谢沈阳萤火虫

工作组的同事，并祝愿宜仁居顺

利开展工作。

服务联系:

024-22719588

sy_yhc2008@sina.com

联系人：

沈阳萤火虫工作组

李鑫女士

项 目 支 持

项
目
支
持

基金会梁智鸿主席、赵曾学韫副主席邀请卫生部疾控局郝
阳副局长、沈阳市卫生局都英杰副局长一起参加揭牌仪式

中国性艾协会戴志澄教授、沈洁秘书长和甘肃省疾控中心
孟蕾党委书记等嘉宾也一同参观宜仁居的住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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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清水县金集镇中心卫生院住院楼建设项目工程进度

由中国爱滋病防治行动香港委员会、玛利诺中国服务计划、香港爱滋病基

金会与甘肃省疾控中心携手帮助的清水县金集乡中心卫生院住院楼建设项目如

今已顺利实施。5.12发生

的汶川特大地震，清水县

受灾，致使清水县金集乡

中心卫生院住院楼建设项

目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2008年甘肃省疾控中心孟

蕾书记，席沧海主任等人多

次到金集乡中心卫生院就

选址、拆迁、地基建设等工

作进行现场查看与指导，

2009年4月9日，甘肃省

疾控中心余爱玲科长、石

林医生，天水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范多智副主任赴

清水县金集乡卫生院现场

查看了住院楼建设情况。

2009年7月9日，在孟蕾书记和席沧海主任再次陪同香港爱滋病基金会总干事连

爱珠女士等一行到住院楼查看施工情况，目前，工程进展顺利，清水县金集镇

住院楼三层主体建设任务已完成。

让我们一起祝愿卫生院住院楼顺利竣工，以便早日为乡亲们服务吧！

（图文：甘肃省疾控中心）

说一声感谢

赤峰市松山区老府镇黄土梁子村是地处赤峰市以西110公里的一个贫困农

村。多年来当地受到地区限制，人们生活水平很差，当地又是贫水区，人们一

直无力钻打深水井，只能饮用地表渗水，

导致本村出现好多智障、残疾等人士，而

且地表渗水远远不能解决人们用水的需

求。人们迫切企盼得到支援，老天不负苦

心人，在2008年9月4日我们迎来了这多年

的希望曙光。香港爱滋病基金会的连爱珠

女士协同美国玛利诺中国服务计划Scott神

父来到赤峰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视察我们

项
目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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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应黄惟清校长邀请，香港爱滋病基金会的老师来到我校，作了题

为“谈艾滋，说歧视，论关爱”的精彩讲座。在轻松愉悦的课堂环境中，基金

会的老师生动阐明了作为社会的一员，不但要正确认识艾滋病、有效预防控制

艾滋病，而且要改变对艾滋病人

的歧视，让每位艾滋病人都能得

到社会的关爱。此次讲座，不仅

是对师生进行的一次艾滋病知识

宣传教育，而且为教师提供了一

次教学观摩学习的机会。北京护

校领导一贯重视课堂教学，始终

把上好每一节课、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作为教学工作的重点抓紧抓

好，此次学校组织安排了全体教

师和一个班的学生共同聆听讲座，连爱珠女士的授课方式使在场的每位师生耳

目一新，她幽默诙谐的语言、精辟的分析以及新颖独特的教学方法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受到大家的，欢迎。我校教师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也深切感到

不断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和改进课堂教学水平十分必要。

（图文：北京护士学校）

同
行
同
心

同 行 同 心

的工作，并于次日与我们一起到访黄

土梁子村。当提到打井问题和对当地

人们的诸多益处，Scott神父和连爱珠

女士欣然应允支持此项工程。

随后我们立即邀请水利局专家开

始考察并实施钻井，令人兴奋的是，

水井的水量非常好，不但可以解决黄

土梁子村的人畜饮用问题，而且可以

灌溉农田，据水利局专家预计黄土梁

子村农田灌溉实施后每年可以为本村增收10到15万元。当人们喝到深水井甘甜清

澈的水和听到每年的利润时发出对Scott神父和连女士的无尽感激之声。

到现在为止，工程已经进行大半，饮水管道已经铺设完毕，蓄水池修建完成，

目前需要的工作是从蓄水池分设到各个可以灌溉的农田。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谢谢！

（文：赤峰市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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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香港爱滋病基金会连爱珠女士培训湖南六轮实施机构

OC给我们的交流课题是：一颗药。说的是一个小神仙，他有一颗可以治

愈艾滋病的药，但是只能给五个人中的其中一个，让我们讨论该把药送给谁。

她把我们这个班分成5组，每组代表其中的一个角色，然后派一个小组代表去向

小神仙要药。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你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小神仙给你药。

我 是 第 三 组 ， “ 家 庭

主妇“的代言人——中年妇

人，循规蹈矩，在家做家务

居然也被感染了艾滋病，这

不很容易博取别人的同情心

吗？我想我一定能说服小神

仙，得到这颗药。

于是我说：小神仙，你

一定要把药给我。第一：我

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

喻的。第二：我是无辜者，

丈夫又是感染者，如果他很快离去，我为了养活孩子，可能会改嫁，又可能把

这种病带给别人。第三：小神仙，你也有妈妈，肯定明白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

一辈子的。你不能看着我的孩子失去妈妈吧？

虽然最后我以13票获胜得到了小神仙的唯一一颗药，但是我知道是我被分配

的这个角色的本身让我沾了光，并不是我声情并茂的表达感染了在座的小神仙。

可是，OC听了我们的陈述后，却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她说：那些愿意把

药给妓女的，你们是觉得她还年轻，可以重头再

来。但是，如果失去的是你的亲人，那么无论他

是年轻还是年老，你们都会伤心。给律师的，你

们是觉得他有社会地位，可以发挥更多的社会价

值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城市里如果没有清

洁工，你会觉得舒服吗？是不是因为职业不同我

们就应该分别对待呢？选家庭主妇的，你们同情

她，因为她只和她的老公发生关系，难道司机和

律师就不值得同情吗？他们也是唯一偶然的一次

呀！这几个角色都是无辜的。

是呀，有谁可以为别人决定生命呢？我们常

常说不歧视他们，可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

们做到了吗？我们常常将自己的喜好放在他们的

身上，忘记去尊重别人的选择，尊重别人的生存

同
行
同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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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艾一线的好战士,艾滋患者的贴心人
--记吉林省通化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科长朴枝南

“艾滋病患者在现今社会仍是弱势群体。他们也是无辜的病人。爱护他们的

生命,关心他们的幸福,尊重他们的权利,是作为医务人员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

这是朴枝南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的一种态度,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作为一

名从事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基层领导,在吉林省通化县艾滋病感染者心目中,他

却是一个比亲人还亲的贴心人。

“能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比说什么都有用,他们最需要的是摆
脱贫穷的现状。”

2003年,朴枝南开始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短短的5年时间里,他已经把全县的艾滋病感染

者的身体状况,家庭状况,经济状况详细登记在

大脑里了。他知道,这些靠种田为生的老老实实

的乡下人,因为娶了外省籍的媳妇,已经是倾家

荡产了,可如今媳妇又是艾滋病感染者,生活上

的贫困可想而知。朴枝南找到当地民政、医保

等有关部门,讲述了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的种

种困难处境,为全县的感染者和病人全部办理

了生活最低保障金和医疗保险金,并为其中5名

感染者的子女(儿童)办理了连续5年,每年1000

元的救助金,为4名艾滋病病人争取了临床实验

检测费,人均1500元/年。

每逢过年过节,朴枝南都呼吁单位的工作人员为艾滋病感染者捐献衣物,他把

这些衣物分别挑拣出适合的人家,再一一给他们送到家中。

渐渐地,这些感染者们就把朴枝南当成了为他们解决困难的活菩萨,“有难事

就找朴科长”，而朴枝南又总是不厌其烦,有求必应。

我 写 我 感

方式。每个人的道德观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不能用我们的道德观去看待别人，

学会接受学会尊重就好。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命。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工作

上给予他们支持，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而安全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一颗药的选

择。

（文：衡阳基督教关爱热线 张文珍）

我
写
我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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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歧视,平等、和谐、纯净的世
界。

2007年的六一儿童节,朴枝南带领通化县所

有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参加了通化市疾控中心

举办的“庆六一游园”活动。为了让艾滋病患

者感受一个没有歧视的和谐的社会环境,也为了

让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平等地享受美好快

乐的童年,朴枝南把自己6岁的小外孙也一同带来

参加了活动。孩子们在一起玩耍，难免磕磕碰

碰,同事们都为朴枝南的小外孙担着心,他却说：

“没事儿,正常接触不传染。”

有时,感染者和家属到县城办事,朴枝南就安

排他们吃住,帮他们办好事情送回家；病人小张

在外地打工期间,患呼吸道疾病住院,没有钱交押

金,打电话给朴枝南,他就急忙从工资折上取钱汇过去；哪家感染者小两口吵架闹矛

盾了,他就买酒买菜亲自到人家里去调节；还有一次,感染者小王与媳妇吵架,媳妇

要离家出走回云南,朴枝南这边把小王留在自己家里陪酒解劝,那边又派人在市里的

长途客运站、火车站寻找小王的妻子,终于找到他妻子,把她劝了回来。

朴枝南的所作所为深深地感动着艾滋病感染者/病人，他们总是问：“朴科

长,你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让我们也能为你做点什么啊?”每当这时,朴枝南总

是笑着说：“只要能看到你们积极治疗,乐观生活,就是我最开心的了。”

著名的于丹教授曾说:“仁爱,是一种深刻、博雅有使命,有担当的远大情怀。

仁者爱人,就是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去对人好”。朴枝南,这个51岁的平凡的朝

鲜族艾滋病防治工作者,正是怀抱着这样一个远大的情怀和信念,甘于肩负重任,奋

战在艾滋病防治一线的阵地上,为艾滋病防治事业奉献着自己的热情和力量。

（文：吉林省通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寓涵）

我
写
我
感

董波主任在病人家中为艾滋病病人检查身体       

播洒阳光播洒爱

 “当拿到确诊结果时，我觉得整个人

一下子都垮了，是县疾控中心康乐园帮我摆

脱了心理阴影，走出了困境。现在我也加入

到防艾的义工队伍，用我的经历去帮助那些

还没有走出困境的艾滋病患者……”这是得

到蕲春县疾控中心康乐园关怀救助的一位艾

滋病感染者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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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学
会
园
地

新增设服务：

技术支援门诊

由于每个机构所面对的困难都可能不尽相同，基金会为此也尝试开展一个

叫做 「技术支援门诊」的服务，通过一对一的面谈，为到访的同事提供意见和

建议。2009年3月开办至今已接见25个机构，提供具体的机构管理及工作方法

建议。只要当地的同事有需要，基金会的同事会利用在当地工作的机会多停留

1天作为技术支援门诊日，为所需机构提供帮助。

我们的最新汇编《吾师・吾友・吾敬》出版啦！想知道其中收录的
文章吗？你也很期待吧，如需索取，欢迎电邮至hkafcn@gmail.com留
下你的邮寄联系方式,注明索取《吾师・吾友・吾敬》书即可。

同 学 会 园 地

5年前，蕲春县横车镇药铺村3名

女性感染者和2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

主妇自发组织起来，成立“爱心姐妹

连”，在县疾控中心的支持帮助下，在

社会各界爱心捐赠的资助下，开展种

植爱心果园、家庭养猪、家庭互助、情

感交流、同伴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的

经济效益和良好的情感效应。县疾控

中心及时向全县感染者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对这种民间组织的运作模式和成

功经验进行了推广，成立了抗艾滋病协会，后定名为“康乐园”。

蕲春县康乐园的建立，使艾滋病病人有了自己的家，走到了阳光下。他们走

进康乐园后，活下来已不再是他们唯一的要求，更不愿躺在政府身上过一辈子，

他们团结互助，自强不息，脱贫致富，既养活了自己，又肩负起家庭的责任。

（图文：湖北省黄冈市疾控中心 曾正斌 韩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