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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问：辽
宁省跟香港相距千
里，从客观环境上来
说，基金会跟辽宁省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关
系，是什么原因令基
金会跟辽宁省走在一
起？这真的是一个不
容易回答的问题，也
许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一段文字中找到答案：〝谢谢您：在我还是一

片浑沌末开，不懂家国之情、同胞之亲的时候，您就教我与自己的
国家同忧共喜，为她的繁荣昌盛而努力，也为那些素未谋面的手足
而废寝忘餐，为她和他们的成就而喝采，也为她和他们所遭遇的磨
难而落泪，是这一份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情怀让我有勇气面对怀疑和
嘲弄，有毅力与自己所关心的这块土地并肩，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挑
战和考验，并且甘之如饴！〞( 一封刻在心版上的信 , O.C)
其实人生就是如此的出人意料，或许是一份说不清楚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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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基金会首次踏足辽宁省，在中
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开展艾滋病培训项目，
同时，对沈阳市和区两级 CDC 工作人员的
咨询、沟通技巧、感染者和病人关怀等相关
工作进行培训，受益人数达 200 多人次。

2007-2009 年多次对沈
阳市 CDC 艾滋病科工作人
员进行团队建设、沟通技巧
及其他专题培训。
沟通技巧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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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9 年 间， 辽 宁 地 区 共

有 13 人次参加在香港举办的艾滋病
项目管理培训及有关艾滋病防治工
作的实习计划，5 人次参加在北京举
办的中层管理人员培训班。
早期举办的管理人员培训班

基金会还利用培训的机
会，在沈阳召开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 / 病人座谈会 3 次，
老年志愿者座谈会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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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建立宜仁居
从 2004 年开始，基金会开始帮助沈阳市
的艾滋病感染 / 病患者成立互助小组。2009 年，
得知从东北三省来沈阳市治疗检测的人数不断
增加，由于交通不便，很多感染者当天不能返
回的情况，基金会支持沈阳萤火虫工作组成立
创办“宜仁居”，为外地感染者提供一个暂时
停留休息的地方，为更多经过沈阳和一些经济

宜仁居开业啦

条件比较差的感染 / 病患者提供支持和关爱。
“宜仁居”于 2009 年 5 月份试运行，2009 年 6 月 14 日在基金会主席梁智鸿医生、
副主席赵曾学韫女士、卫生部郝阳副局长及沈阳市卫生局都英杰副局长揭牌后正式营业。
截止到 2010 年
5 月共计为 670

开展生产自救

人 次 提 供 服 务，
其 中 315 人 次
此外在沈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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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住 宜 仁 居。
感染者的作品

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的支持下，为入住感染者提供安全套及
润滑油 2600 支，并为感染者发放书籍、雨伞、
宣传教育扑克及零钱袋等生活用品。利用“宜
仁居”场地开展同伴教育 6 次为 96 名感染
者提供服务，为 40 名感染者提供心理辅导，
并开展感染者生产自救活动，使 20 名感染
者受益。

为病人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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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探访工作
基金会还随同盛京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走访
及慰问辽宁省不同市、县的艾滋病感染者 / 病人，
几年来共走访艾滋病感染者 / 病人及家庭超过 60
人次，协助他们解决面临的生活困难、情绪困扰，
支持他们开展生产自救并提供救助款总计十余万
元。

为家庭探访准备物品

2010 年 7 月基金会工作人员对建昌县
的感染者进行了一次家庭探访，此行三天
的时间走访了 32 位感染者，对我们这些在
城市长大的同事来说实在是一份不小的挑
战，虽然我们的身体很疲乏，但心灵卻被
洗涤一新，因为我们从这一个又一个的生
命中上了人生宝贵的一课，就是如何对逆
境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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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工作
自首次踏足辽宁省，基金会的同事

先后在中国医科大学、东北大学、辽
宁大学、沈阳医学院、沈阳化工学院、
沈阳药科大学等多所大学，开展预防
艾滋病专题讲座及反歧视访谈等工作
共 10 余次，受益人数超过 2000 人次。
从 2004-2006 年为沈阳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开展 MSM 和 CSW 人群干
预工作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2009 年，在沈阳成功举办香港爱滋病基金会第三届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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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您们坚强，愿您们平安！
今天的建昌天气很坏，从早到晚整个城市
都似被一份淡淡的哀愁笼罩着，一直没有停
过的雨水更好像是在为人间的不平和不幸落
泪。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踏进这个老
人的家的。
跟老人的认识缘起于一次跟随盛京天主
教社会服务中心到建昌探望当地一些感染者，
从见面的第一刻开始，八十六岁的老人就一
直拉着我的手没有放开，不知为何，我也似乎感到一个亲人在拉着我的手，心
里有一份暖洋洋的感觉。老人有两个儿子，长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小的一个因为在一
次手术中接受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从此，一家人就似坠入无底的深渊中，妻子因为丈
夫感染艾滋病而选择离开，令人最心疼的是年老的母亲及有精神病的哥哥根本没有能力
理解什么叫感染艾滋病，更谈不上明白弟弟心灵和身体上所经受的煎熬！作为家中唯一
的经济支柱，染病的弟弟只能咬紧牙关继续履行他对家庭的责任！遗憾的是病毒不会因
为人要背负的人生责任而缓减它的攻击，感染后不久，弟弟的身体就慢慢走下坡，随着
身体情况的转坏，家里就更困难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始了对这个家庭的帮助的，在我的想象中，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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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个家庭的一定都是愁眉苦脸的人，但结果却远非我所想像！是的，从那破烂的房
子以及屋内的情况看来，他们一定很困难，但从他们的面容上我却找不到一般穷苦人共
有的苦涩的面容。86 岁的老人一边感谢我们的探访，一边表达了乐天知命的开朗，有
精神病的哥哥以至感染艾滋病的弟弟都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难而有半点怨天尤人，从我
们踏入他们的家开始，老人和两兄弟始终面带笑容，虽然在谈到感染后的生活时，弟弟
也忍不住流下泪水，但却丝毫不减我对他们的敬意！是的，生活真的可以很艰难，但要
面对苦难，最可靠的可能并不是祈求上天的怜悯，而是自己拥有一份庄敬自强的人生态
度。
谢谢你们！让我学了如此重要的人生一课。
离开的时候还是下着很大的雨，但这时候的雨却没有给我一份沉郁的感觉，因为我
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活下去！
再见了，可爱的老人，可敬的朋友，愿您们坚强，愿您们平安！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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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教务领导深港“艾滋病与社
会政策研修班”圆满结束
2010 年 4 月 12 日， 由 全 国 24
所省市党校的教育长和教务处长参加
的全国党校“艾滋病与社会政策研修
班”在深圳富临酒店开幕。这是中央
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与香港爱滋病基
金会联合举办的一个特殊的培训班。
深港研修班开班典礼

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严书翰所长致欢迎辞。
严所长简单介绍了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艾
滋病政策倡导工作；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局郝阳副局
长在致辞中对党校在艾滋病防治政策倡导中的领导作
用给予了高度赞赏；香港爱滋病基金会主席梁智鸿医
生也特地从香港赶来，表达对研修班的祝贺，并展述
了香港爱滋病基金会和内地机构合作，为国家的艾防

卫生部疾控局副

局长郝阳演讲

工作尽一份力的期望。
本次研修班日程共 6 天，在深圳培训考察 2 天，

在香港参观考察 4 天。卫生部疾控局郝阳副局长、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青岛医学院张
北川教授、云南药物依赖研究所李建华所长、智行基金会杜聪先生、香港爱滋病基金会总干
事连爱珠女士、中央党校靳薇教授等为研修班授课。课程内容包括艾滋病在中国的发展及防
治工作、艾滋病时代的性关系与性传播、男男性行为者与艾滋病防控、毒品依赖和艾滋病、
从政策发展看国家的艾防工作、在党校进行艾滋病政策倡导、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领域—艾
滋孤儿关怀个案、艾滋病基本知识、香港艾滋病服务发展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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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班还进行了省党校艾滋病政策倡导的经验
分享。青海省、河南省、新疆自治区及陕西省四所
党校的教务领导和资深教授就各自党校目前艾滋病
防治政策的培训形式、内容、活动开展的状况、面
临的问题与挑战等情况作了精彩的发言。
研修班期间，学员们参观考察了深圳六本木同
志酒吧、香港卫生署、香港健康中心社会卫生科、
性工作者维权组织紫藤、平等机会委员会、美沙酮
诊所、伊丽莎白医院等。研修班的学员作为党校的

嘻嘻 要讲出有关性的字还真不好意
思哩

教务领导，过去对艾滋病和相关问题大多较为陌生，
紧张而充实的考察活动为学员打开了一扇别开生面之门。
4 月 16 日，香港爱滋病基金会为研修班举办了隆重
的结业礼及欢送晚宴。依依惜别的歌声中，研修班学员
感觉到手中的毕业证书沉甸甸的。他们纷纷表示：此行
的学习考察受益匪浅，意识到党校应该在防艾政策倡导
方面多做工作。今后会尽其所能，更好地发挥党校这个
领导干部教育阵地的作用。
喜获毕业证

中共中央党校 靳薇

2010 年 4 月 5-6 日，由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香港爱滋病基金会、武汉小洪山自
愿戒毒所共同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艾滋病预防教育及咨询技巧培训班”，与会代表有武汉市
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高等院校师生及校医、司法劳教所
干警、自愿戒毒所工作人员及同伴教育员、民间组织及工作组志愿者以及部分感染者等从事
防艾工作的各方人士近 100 人。讲师开展互动式培训，培训班取得圆满成功。

中南医院技术指导“艾滋病合并肿瘤”病友小组座谈会
2010 年 5 月 10 日，基金会同事应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教授邀请，参加了由武大中南
医院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首次举办的“艾滋病合并肿瘤”病友座谈会，并给予技术指导。
此次座谈会共有 12 名来自湖北及河南等地的患者参加，当中最大的 58 岁，最小的 32 岁，
由于同时身患艾滋病和肿瘤疾病，生活压力和精神负荷均较重。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座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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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病友们重建对生命的希望，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家庭、工作、生活方面的困难；同时也希
望乐观的病友能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那些意志比较消沉的病友，树立生活的信心。
活动进行了将近一天时间，在组织者的逐渐引导下，病友们也由最初的拘束慢慢地投入
到活动的主题当中。活动结束后，病友们表示，今后会继续相互交流，互相鼓励，一起面对
生活的挑战。

举办四川凉山中国 - 默沙东艾滋病合作项目管理能力培训班
为提高各项目执行单位对中国 - 默沙东艾滋病合作项目的管理和执行能力，保证项目工
作顺利开展，中国－默沙东艾滋病合作项目凉山项目办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邀请基
金会同事在西昌举办了凉山州中国 - 默沙东艾滋病合作项目管理能力培训班。
凉山州艾工委、州疾控中心、州妇幼保健院、州教育局及全州 17 个县市艾工委、疾控中心、
妇幼保健站等项目执行机构承担项目管理和实施方案撰写的主要负责人或工作骨干共 60 余
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上，我们采取理论讲解、个案讨论、练习与互动的形式，对项目管理的概念、机
构目标及策略、有效的沟通、建立及领导团队、激励团队等课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教授
了项目申请书的撰写方法。学员们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既学到了知识也加深了沟通和联系，
对凉山州中默项目的顺利进行有很大帮助。

有效的培训必需以受训对象的实际水平以及工作需要为本—记湖北省 NGO 参与艾滋
病防治能力建设培训
2010 年 5 月 12 日 -13 日，应湖北省预防医学会邀请，基金会同事前往湖北省郧县，为
全省 30 多个民间组织的 50 余名代表进行了“湖北省 NGO 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力建设培训”。
通过前期与主办方的沟通，我们事先制定了一套针对当地 NGO 小组人员 VCT 技巧方
面的培训课程，包括艾滋病面面观、艾滋病患者心路历程、基本咨询技巧以及 NGO 门诊答
疑几部分的内容。然而在与受训成员接触之后，我们发现大家在 VCT 工作方面已经具备了
扎实的基本知识，并且经过了长时间的实际工作锻炼，我们之前设计的课程已经不太适用于
此次的学员，如果继续按照计划完成培训，必然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为了让学员得到更好
的帮助，基金会同事在授课前一刻临时决定改变授课思路：将整个一天的讲课方式全部改变
为全场互动方式，着重解决学员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调整之后，培训以“你是谁？在哪里工作？如何开展工作？工作中遇到过哪些挑战？”
为引子，让学员逐一介绍，深入了解学员的工作背景，并将遇到的实际问题归纳总结。一个
机构遇到的问题先让其他机构尝试给予解答，大家普遍遇到的问题，鼓励大家共同寻找解决
之道。难缠的咨询个案，大家随时进行角色扮演，旁观者也随时思考，哪位咨询员有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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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也当场验证可行性。
一天的课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过去了，在老师的引导下，培训的整个过程中大
家都在不断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一天的时间疲惫却又充实；而对于我们的同事，由于授
课内容的临时调整，事先不能有充足的准备，整天都需要高度集中精力，根据学员的实际问
题引导大家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并给予正确的回应，所以培训完成时已是精疲力尽。只是
当看到学员有收获时，我们的都只觉倦意全消。

青海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外展和同伴教育师资培训班
为强化培训同伴教育员的知识和技能，促使其更好地在目标人群中开展干预工作，提高
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工作质量，青海省全球基金项目办于 2010 年 6 月 2-4 日在西宁市举办
了“青海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外展和同伴教育师资培训班”。来自全省 7 个州（地、市）、
45 个县（区）的 99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由于玉树地震影响，玉树州和玉树县疾控中心未能
参加本次培训。
基金会同事连爱珠、郭蕾和李春梅有幸受邀作为这次培训班的老师，我们重点介绍了如
何在高危人群中开展外展和同伴教育活动，开展活动所需要的沟通技巧， MSM 人群预防教
育工作等内容，并和大家分享了多年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经验和心得，组织大家分组讨论，
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学员在学习过程中也共同探讨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总结的
经验。大家都表示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借鉴别人的经验来更好的开展工作。通过培训，参
训人员对同伴教育和外展干预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掌握了更多的同伴教育和外展干预的理
打下了基础。

特别讲座
2010 年 4 月 -7 月，基金会在湖北，四川，青海等地的六所大学共进行了六场《谈艾滋
说歧视 论关爱》的特别讲座，共有大约 1500 名大学生聆听了我们的讲座。5 月份，我们还
特別在武汉为医护人员做了一个名为《一个医务人员的思与感》的讲座。

同行同心
关爱之路，任重道远
浙江“关爱家园”成立于 2002 年 7 月 3 日，7 年来经过多方努力，已经初具规模，在
艾滋病防治、宣传等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现将我们的发展心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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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巧，为今后青海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外展和同伴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通讯 / 同行同心

简要介绍如下：
一、在困难中成长
“关爱家园”成立之初没有专职人员，没有办公场所，没有任何报酬，没有资金来源，
凭着我们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性病科医务人员的一颗爱心，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在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热情帮助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团结互助下，克服困难，融关爱于医疗工作，发挥
我们的专业特长，逐渐成长壮大。目前我们有固定工作人员 10 名，志愿者约 300 人。每年
接到热线电话 3000 余个，收到电子邮件 1000 余封。有较为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人员，
活动室。现跟踪随访 HIV/AIDS 患者 300 余人。
二、走中国特色的“关爱”之路
几年在浙江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领导下，走访浙江边远贫困地区，多次看望艾滋病病
人，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三、融“关爱”于工作之中

同行同心

浙江 “关爱家园”现有工作人员都是我们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其中有浙江
省卫生厅艾滋病专家组成员。因为这一优势，使得艾滋病患者对我们倍感信任，无形中拉
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我们进行宣教，对防止艾滋病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也因为
这种特殊的医患关系，使得患者更乐于到我们这里随访、治疗，增加了患者依从性，更有
利于稳定病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目前通过“关爱家园”这个平台，医务人员治疗后随
访的 HIV 感染者有 300 余人，其中有几十人，积极参与了艾滋病同伴教育的行列，形成了
良好的艾滋病同伴教育的团队。他们互通信息，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使得众多同伴摆
脱了心理上和艾滋病给他们带来的困扰，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作用。
四、多渠道、多样式宣传

我们派出专家到大学、社区、工地给大学生、市民、民工作艾滋病防治专题讲座，提高
了社会对艾滋病认知程度。我们浙江“关爱家园”把艾滋病患者深受疾病折磨、贫困和社会
的歧视的现状以及艾滋病三条传播途径，通过媒体作反复的宣传报道，引起社会的同情和关
注和认识，得到了社会的理解，使这些病人重新回到了新的生活，回到了自己工作岗位并且
得到了生活上的帮助。
五、“关爱“之路，任重道远

我们在工作中深深地感到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不仅需要医生的治疗，减轻肉体上的痛苦，
延长生命，更需要社会的宽容、关怀、同情、鼓励。因此，关爱艾滋病病人，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一种社会赋予的责任。关爱之路，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同撑起一片爱的天空！让
关爱充满人间。
浙江“关爱家园”时代强，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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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我感
谁明父母心？
2008 年年底，一个女人打电话给我，说她儿子刚被确诊感染了 HIV，电话的那边一直在哭，话语
中透着全是怨恨，她说她现在六神无主，不知道怎么办？我告诉她我明天在门诊做心理咨询，她说她
一定要见我！小 J 妈妈早早在咨询门诊等着我，她身材瘦小，举止穿着得体，一看就是一个典型的江
南才女，我把她带入咨询室屏风后面的沙发上坐下，她话匣子立即打开，眼泪如串珠，一筒卷纸顿时
变成了片片落燕……
小 J 妈妈说，她家条件不错，买了两套房子，一套给儿子单独住，也是今后儿子的婚房，儿子有
个同居的“女”朋友，但还未让他们见过面，儿子工作很好，很出色，还经常出国，她自己是个很传
统的女性，以前从医，现退休在家，小 J 爸爸是个当过兵的干部，脾气耿直暴躁，有高血压。一个月前，
她儿子得了梅毒，为了方便儿子，她连续两周在自己家里给儿子注射，就在前几天，儿子突然跪在她面前，
抱住她的腿说，他错了，他扛不住了，他感染了 HIV，但并没有说清是怎么感染的！
小 J 妈妈一方面要陪同儿子看病，一方面又要瞒着孩子他爸，怕他高血压加重和不接受儿子，当
每天忍不住伤心流泪时，对丈夫只能说她自己身体不好，再一方面，还要每天查阅相关资料，鼓励儿
子活下去，现在她只能独自承受“艾滋病”儿子带给她的耻辱、压力和绝望，未来儿子能否正常结婚
生孩子？还有没有救？如果儿子死了，她说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在咨询的过程中，她突然意识到儿
子可能是一名同性恋者，也顿时显得慌了手脚，想着想着，小 J 妈妈不禁失声痛哭起来：“那可怎么办？
我们就没有后代了吗？日后儿子由谁养老送终？还不如儿子现在就死了算了” ！
透过我们的介绍，小 J 妈妈认识了另外一个感染者 , 他叫小明，也是一个男同性恋者，5 年前进
“我还能活多久？”小明还告诉小 J 妈妈，他的艾滋病身份和同志身份只有他自己知道，也不打算告
诉父母和其他人，这样大家轻松，直到死亡那刻……小 J 妈妈立刻激动起来，并哭叫起来！小 J 妈妈
始终不能认同他儿子的两个身份，罪恶感、羞耻感、挫折感始终挥之不去……，但………，半个月后，
小 J 妈妈打来电话告诉我，要求来看看我们以表达对美丽人生互助会的感谢，并参与我们的活动。当
她看到我们办公室墙上的千纸鹤和上面写着的“让我们互相搀扶着，一直坚持到人类战胜艾滋的那一
刻”， 小 J 妈妈非常感动，拿出 300 元一定要捐助。
事隔半年，小 J 妈妈终于带儿子出现在医院，小 J 文弱安静，就像一只躲在母鸡身后的小鸡，一
声不吭，这次是为了查丙肝抗体，也对“十一五计划中药试验”感兴趣来医院，小 J 妈妈如同往常一
样，担当护花使者的角色，小 J 完全没有了主张，签到留电话时，小 J 妈妈还是只让留她自己的电话，
不让儿子和其他人员有接触，保护儿子的隐私不受侵犯，天下父母心那……小 J 妈妈她还告诉我，她
现在很忙很难，需要继续隐瞒儿子病情和事实，她继续扮演大家庭里的老娘舅、女强人和居委会干部，
连亲戚家的孩子也让她接送，她承受着所有的压力，一个江南女子文弱的身躯，一位受着艾滋影响的
女性，竟能撑起如此大的一片天地……
之后我又在医院见到这位小 J 妈妈，她告诉我，这些天私下里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知道了同性

11

我写我感

入同志圈，2008 年 7 月确诊感染 HIV，已经办好免费抗病毒治疗证，准备吃药了，他只有一个问题，

恋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艾滋病是怎么回事，她说她想开了，面对旁人的冷眼、讥笑、鄙视、凌辱和伤害，
面对 HIV/AIDS 的折磨和侵蚀，她最希望的是儿子健康平安。“现在想想，我儿子走得太艰难了，如
果我能支持一下他，那儿子他就不会再有什么过不了的坎了，有时候看着儿子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也
很伤心，很痛苦，我愿意做任何一件事情，替他遮风挡雨，哪怕要我去死，只要能看到儿子幸福快乐……”
上海美丽人生互助会咨询员 红姐

征稿及培训需求表
香港爱滋病基金会由 1996 年开始内地项目，为内地艾滋病同工提供培训和技术上
的支持，希望为国家的抗艾防艾工作出一份力。过去的日子得到了各位的大力支持和认
可。我们将不负众望，继续开展各项工作，如果有机构计划组织艾滋病预防教育、VCT
培训、NGO 能力建设和机构管理的培训，欢迎填妥如下表格，我们将竭诚为您们提供
帮助。
香港爱滋病基金会培训需求表
机构名称：
联络人：
联络电话：办公

传真：

培训需求：

预订培训日期：
备注：

* 填妥表格后传真至 010-8313 3310 即可（复印有效）
* 如有任何查询或对基金会中国项目有意见或建议，欢迎与基金会北京项目合作办公室高级项目主
任郭蕾 ( lucy.hkaf@gmail.com)，项目主任李春梅（claire.hkaf@gmail.com）联络。

更正：2009 年 11 月出版的第五期中国项目通讯文章《艾滋病与社会政策——听香港爱滋病基金会
培训有感》作者： 陈永胜 凌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