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年前，HIV感染者邹旭
Ti 云r迈可〉，以一场隆重〒

tM 的婚礼，告诉全世界，HIV
fXL 感染者一样能够爱，可以

找到自己的归宿。

VS 迈可也是本地一位活跃

VT 的红丝带运动大使，长期

投入爱滋病关怀和防治1：

j t °其实，在欧美国家，有
II" 不少像迈可一样步人教堂

.ZK 的HIV感染者'他们当中有
P 的彼此都是mv感染者，也

7TT 有一方是感染者，另—方
Hi 是阴性的，有些后来拥有

.KI 了自已的孩子。
UA 结婚生孩子，本来只是

男女之间你情我愿的事，

但是HIV是传染病毒，感染

者的恋爱婚事因而经常被

放大来看。

关于HIV感染者结婚生孩

子，迈可严肃地说："这

需要从医学跟人道的角度

来看。"

他°接著说从人道立场
来说，mv感染者一般不被

鼓励结婚生育孩子，可是

从医学立场来说，虽然有

其风险，但并非不可以。

在他的婚礼上，长期致

力于HIV治疗及关怀HIV防

治工作的传染科医生李国

忠，就当著一众宾客的面

前说道："如果有一天迈

可想要生小孩，没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 "

他笑说："出席的医疗

人员都开始紧张了，因为

他们会根扣。"

负担，怀疑对方是不是出于同情才跟你在一起？

"你要怎样保护对方，确保对// +受你感染，种种心理

压力往往让双方的关系变得很紧张，不容易维持。"

但他IU只一对伴侣，能够从这种状况中调适过来，双方

成了扶持的伴侣，关系反而变得更稳定。

即使是交往中的伴侣，在检测出H1V阳性后，要继续维持

关系，也会面对很大的考验。

J跟伴侣坦承自己感染HIV，半年后，他们就分手了。

"if先对方一定会问的问题是，你是如何感染的？ "

当他坦承白d是"偷吃"感染，他们的关系出现很多问

题。

"虽然他愿意接受我受感染的事实，要跟我重新开始，

但是他已经无法像以前-样信仟我，而我就算后悔'偷

吃'，也已经太迟了。"

入，在世上，爱人、被爱、恋爱、结婚是基本情感需

HIV^染者J说："HIV感染者也是人，只要活著，就会爱
h人或想跟一个人在一起，不过感染H[V以后，跟一个人交

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通常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当一个HTV阳性者（H[V感染者）爱上一位阴性者

(没有感染HIV的人），"要如何跟对方坦承自己是阳性，

坦承以后对方能够接受吗？ "

要踉对方坦承

"当然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跟对方坦承，这是你的良心和

责仟。"他加重语气说道。

他说，就算对方愿意接受你，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对方的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简称 1UV)感染者可不可以结婚?

应不应该结婚?能不能够有孩子?应不应该有孩子?

这是人性的基本情感需求，也是医学技术层面问题。

对卫道分子来说,则是道德伦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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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医生，大马传染科权威李国忠如何

看待HIV感染者，应不应该结婚生孩子的问题？

他想了想说道："随著HIV的传播越来越普

遍，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可能真的会告诉我们，

我要结婚了，我的伴侣是HIV感染者，那时我们

会怎样面对？ "

他表示，以今天的医药水平，两个HIV感染者

接受药物治疗后，要是效果良好，并且在进行

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他们的婚姻品质一般不

会有太大影响。

"就算一方感染HIV，另一方是阴性，要是感

染那方接受药物治疗后，病毒载量已经降低到

检测不到的水平，加上使用安全套，阴性那方

还是有可能不受感染。"

要是他们婚后想要孩子，以现在的医疗条

件，还是可以通过人工授孕、剖腹生产等方

式，降低婴儿感染的风险。

要不要结婚生孩子，其实是取决于个人意

愿，如方是否愿意互相支持，以及承担可能面

对的各种风险。

尤其当一方是感染者，另一方是阴性，他们

需要承担的风险，包括本来是阴性的人可能受

到感染，及未来生产时孩子受到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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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阳性的母亲，可能在妊娠后期、分娩和哺乳过程中

把HI V传给宝宝。

但这不意味著HIV阳性的父母，就没有机会诞下阴性反应

的婴孩。

加玛丽娅（Jaraaliah) I"8年检测出HIV呈阳性反应，当

时她的CD4 (备注1)还处于不需要药物治疗水平。

两年后她意外怀孕，这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当时我没

有关于HIV方面的常识，因为害怕被医生责怪，不敢马上告

诉医生自己怀孕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非常焦虑，总是担心胎儿会感

染HIV或有其它问题。

直到怀孕4个月，她才接受辅导，跟医生讨论自己

的情况，并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不过孩子还是感染了HIV。�.

她后来才知道，感染H1V的母亲，及早接受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可以降低感染胎儿的风险。

现在她成为一位爱滋病关怀义工，她总是跟其他女性分

享自己的经验，劝告她们如果想要孩子，应该先跟医生讨

论、接受辅导及做好各种准备，降低婴儿感染的风险。

"很多感染IIIV的女性，都能够诞下健康的宝宝，至少现

在我身边的HIV感染者，她们的宝宝都没有受到感染。"

备注1: CD4是人体内一种主要白血球细胞，HIV感染者受

到病毒感染后，周边血管血液的CD4细胞数目会減少，所以

临床上常用CD4指数评估HIV感染者体内免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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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有权追求幸福婚姻
不久之前，

上了舞台，

姻。�,

配合这部舞台剧《爱永续》上映,

了一项问卷调查以收集民意，

染者结婚和生育小孩的权利。

问卷调査并非从医学角度出发，

法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来，

本地心向太阳剧坊把迈可的真实故事，搬

告诉大家，HIV感染者也可以拥有美满的婚

纯粹根据民众本身看

近907。接受调查的民众认为，

该剧坊对公众进行

了解民众如何看待HIV感

爱滋病感染者应该拥有追求美满幸福婚姻的权力。

关于"假如伴侣检验出爱滋病病毒阳性反应，你会

和他或她离婚吗"这个问题，只有10%受访者选择会，

48.4%受访者选择不会，剩下受访者的答案是不确定。

太阳剧坊主席沈国明表示："有半数受访者是抱著

友善和开放态度，看待HIV感染者婚姻问题。"

不过，关于HIV感染者婚后是否可以生育小孩的问

题，有52.1%受访者选择了否，只有24. 3"!■受访者选择了

是，剩下23.6%受访者选择不确定。

许多人害怕HIV感染者，不让HIV感染者跟孩子-起上课、共餐，另-方

L^|-|面，在可能传染HjV的情况下，比如性行为，大家的防范意识却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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