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发现首宗爱滋病病例至今32年，

公众对"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的观念依然很矛盾。

许多人害怕HIV感染者，不让H1V感染者跟孩子一起上课^

不跟HIV感染者共餐，其实这根本不可能传染HIV。

另一方面，在对能传染HIV的情况下，

比如性行为，大家的防范意识却不高⋯⋯

#国推动爱滋病醒觉运动至少20多年历史，然
M而，今天，媒体在报导爱滋病课题时，依然必

须把焦点放在HIV感染者受歧视的社会现象。

社会对爱滋病的歧见，导致医疗人员及非政府'

组织，在推动HIV防治和关怀T作时，面对许多障

碍0

I午多HIV感染者因为社会的成见+敢就医，或受
到社会排挤成为边缘人，衍生其他社会问题。

尽管今天很多人应该都知道HIV感染方式，这里

不昉再说—次，HIV感染的途径，仅限于接触感染

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及乳汁。

但是许多人在面对HI V感染者时，还是会疑惑不

安。

人人都有迷思

我国传染科权威拿督李国忠医生（Dr.

Christopher Lee)说，很多人的头脑知道HIV没有

这么容易传染，但是这里（他指著胸口）却未必可

以頁正接受。

他告诉记杏自己的一个小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

期，他开始为病患治疗HIV。

有一次，他驾著车，遇到自己的病患在路上行

走，当时下著雨，他毫不犹豫的邀清对方上车，但

在开口以后突然想到：他是HIV感染者，让他h车

没问题吧？这足我老婆时常坐的位子呢！

他是医生，当然知道没有问题，但他也是一个

人，所以会有这种迷思。

许多人担心跟HI\'感染者接触，其实是很人性

的，他把这件事说出来，是想告诉大家，你不策要

担心接触inv感染者。

"就算你跟HIV感染者一起吃午餐20年，你也

不会感染H[v，我二十多年来经常都跟病患一起吃
"

1也说，就算跟IITV感染者共用同一个杯，也不用
担心。

事实上，你无法确定，餐厅、小饭中心的杯盘是

否都清洗千净，你也不知道，每天在小贩中心跟你

一起吃杂饭的人，当屮有多少人，是HIV感染者，

而我们并没有因而受感染。

'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职场上、学校、公众

场合排挤HiV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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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以为只要一起进食、握手、坐在
3C毗邻就会传染HIV,差过去民众对HIV最大

的迷思。

yL 这种迷思是对hiv感染者最大的伤害。

Irf. 那么以为HIV只会在特定族群之间传染，

Yf 比如同牲恋，这肯定是最大的误会，这
种误会在伤害同性恋者情感之余，可能会

Tt "伤害"你自己。
：�* HIV—度被视为"属于"同性恋之间的传
*�|染病，因为最早被发现感染HIV的病患，大

^ 部分是同性恋者，卫道分子更把这莫须有
忌的罪名加诸在同性恋者身上。 .

当然，后来证实除了男词性恋者之间

rh 的性行为，共用针头、输血、男女的性行
为，也是传染途径。�、

+7D 早年我国hiv感染者一般是共用针头的药
3D物滥用者，吉隆坡信心协助中心创办人邹

旭云（迈可）表示，政府积极推行美沙酮

疗法以及针筒替换计划，近年滥用药物者

共用针头及感染HIV的情况已经减少。

根据近年卫生部爱滋病及性传染疾病部

门统计，异性之间的性行为，已经成为国

人感染HW的主要原因，

这同时也是全球的趋势，男女之间进行

不设防性行为，是全世界目前传播HIV的主

要途径。�，
棘手的是，许多男女通过性行为感染

HIV，反而不容易及时发现，因为他们不认

为自己有感染风险。

"吸毒者一旦被捕，必须强制性进行HIV

检测，可是一般人要是没有特别原因，很

少主动做HIV检测。"

等到他们开始消瘦、身体出现各种状

况，肺部受感染时才求医，可能已经太晚

了。

如果我们依然迷信只会在特定族群

流传，那么HIV的防治工作将会面对很大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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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专腰 http： 〃series888.blogspot.coni *逢周—至周六刊出
, '

粉红三角基金计划经理（跨性别部门）妮莎（Nisha

Ayub)说："我们没有办法防止性行为，只能够鼓励大

家在进行性行为时做好保护措施。"

然而像扮红三角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在向公众和性

工作者推广使用安全套时，仍然受到许多阻挠。

"有时候我们派安套给性工作者，反而成为他们卖

淫的证据，所以很多性工作者都不敢要安全套。"

李国忠医生说，

性行为，我丨门也许可以教育孩子不要随便有性行为，

是这并不足够。

"就像父母经常教导孩子，不要吸毒，可是还是有人

吸毒，我们必须提醒公众及孩子，性行为伴有的风险，

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应该使用安全套。"

安全套可以降低HIV感染几率，不过他也强调，安全

预防HIV感染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不要进行高风险行

为，高风险行为包括共用针头、跟性交往史不明的对

象进行性行为，及进行没有戴安全套的性行为。

当然，如果双方都是阴性，并且永远都是一对一的

性关系，自然没有感染HIV的风险。

现实是，谁能够保证，自己是对方惟一的性伴侣，

或者对方是自己惟一的性伴侣？

套并非100M呆障我们免受HIV感染。

"这个世界上能够保障你不受感染的人，

己。"只有找们能够决定自己选择的生活。

他说：婚前的HIV检验，或情侣一起进行HIV检验，

坦承相告及讨论彼此的HI V检测结果，

的一种方法。

并

也是预防HIV感染

我们很难阻止公众或自己的孩子进行

但

HIV检验有助预防

只有你自

伴侣之间在进行性

感

染

风

险
大多数人都

不会是我,

可是就被这位伴

真的没想

可是现在很多病例，未必接触过性工作者，

的固定伴侣感染。

"当中包括已婚的和未婚的，被自己的男朋友女朋

友，丈夫或妻子感染。"

这未必意味-他们的伴侣，一定是在跟他们
交往的同时，还有其他伴侣才会感染HIV。

他们可能只有一个伴侣，可是他们的伴侣

过去可能有5个伴侣，这5个伴侣个别可能又

结交过5个伴侣。当中只要有一位带有H1V， 
其他间接有关系的人，就可能受到感染。 

性伴侣越多，或者你的性伴侣的性伴侣越

多'感染的风险就越高"

"感染H]V的人外表看不出来，

会觉得，没有这么容易'中'的啦，

可是他们却感染了。"

许多病人在感染H1V后对他说："医生，

到这么容易'中'。''

他有一位病患，一生人只有一个伴侣，

侣感染了。

他表示，最好不要有高风险的性行为，伴

行为时，应该使用安全套，降低感染风险。

他们是被自己

全

m

降

妻子。

李国忠医生说："性应该是美丽的事，但也存在风险。"

这种风险不仅存在于跟性工作者发生性行为，事实上也存

在于伴侣之间。

老式的说法是丈夫在外召妓，感染HIV,回到家后传染给

用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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