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堕堡宣堂垄查呈塑堡兰旦笙塑鲞箜！塑垦墅璺！墅！璺竺！！！：垒鲤！！塑！：塑！：！壁：型！：兰

·公共卫生策略·
流动人口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现状、问题及趋势
王文杰
表示未听说过艾滋病哺】。

【关键词】艾滋病；流动人口；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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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乱等受谴责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艾滋病态度和行为的
调杳结果表明，约有２０％以上的流动人口对艾滋病患者存在

一定的歧视态度一１。部分流动人口表示“艾滋病患者或ＨＩＶ
感染者不应该有入学、就业等权利”；当被问及“假如一个同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的发

事得了艾滋病”，６１％的人表示不愿意再与其继续共事；还有

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我国流动人

人表示，不仅不愿与艾滋病患者接触，甚至不愿与ＨＩＶ／ＡＩＤＳ

口的规模持续扩大；流动人口中以青壮年居多，文化水平相

的家人接触；还有人认为应该将他们隔离ｎ”。

对较低，且缺乏必要的艾滋病预防知识“１；近年来流动人口

２．流行人口与ＡＩＤＳ／ＨＩＶ的传播：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

中的ＨＩＶ感染者人数在不断增加，流动人口已成为艾滋病防

ＨＩＶ感染的脆弱群体，以青壮年居多，处于性活跃期，很多是

治的重点人群妇］。

未婚或与配偶分离，面临生存或者生活的压力，脱离了家庭

一、流动人口的涵义和特征
１．涵义：流动人口主要是指在不改变原居住地户籍的情
况下，到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地方从事务丁、经商、社会服务
等；在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工ｂ１。

的约束和支持，又不能完全融人到所在城市的生活巾。变成
了相对自由和孤独的人群；受教育水平低，缺乏必要的艾滋
病预防知识，容易导致高危行为和从事高危职业ｎ“。

２００７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显示，经性传播

２．特征：从整体上看，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增长迅

成为艾滋病主要传播渠道，占５６．９％，注射吸毒传播占４２％，

速。１９８２年全国有流动人口６５７万人，到１９９０年上升到

２００７年新发感染者主要发生在有吸毒、卖淫、嫖娼、男男性行

２１３５万人，２０００年约有１．２亿人；２００５年末达到１４ ７３５万

为者等高危行为的人群和感染者的性伴人群中；而在流动人

人。流动人口在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其流动性也不断增

口中卖淫、嫖娼、多性伙伴和吸毒等高危行为较多““。有研

强，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

究表明，流动人口中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占６２％，有多个性伴

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ｎ］。流

侣的占１２％，远高于非流动人口，而流动性极强的暗娼多为

动人口中２０～３９岁的约占总数的６９％；男性流动人口总量略

流动人口【ｌ副；２００６年中国禁毒报告指出，我国登记在册的吸

多于女性。流动人口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大多在大城市中从

毒人员中８１．７％为社会闲散人员和农民。

事建筑、商业、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文化

近年来流动人口中的ＨＩＶ感染者不断增加。２００５年

生活比较单调ｂ１；居住场所多在管理比较疏松的城郊结合

１—６月，北京、浙江、上海、内蒙古、青海、江苏、天津等省份报

部，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虽然带有部分现居住地的特征，但

告的外省病例占本省总报告例数的比例超过５０％，最高达

由于缺乏社会保障，社会地位不稳定，移民心态较突出，与居

８７％【ｌ“。北京市２００７年上半年新发现ＨＩＷＡＩＤＳ ５６３例，其

住地的联系和互动较弱。

中外省市居民占４３２例；累计报告４２５３例，其中外省市居民

二、流动人口与艾滋病传播的相互关系

有３２０４例。在这些地区外来流动人口相对较多，且增多的

人口流动本身并不是艾滋病的危险因素，但流动人口的

情况将继续持续下去。

特点、生活环境和可能的高危行为增加了艾滋病的易感性陆】。

３．流动人口对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影响：城市流动人口不

１．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认知：目前，我国大多数流动人

仅成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同时也成为艾滋病扩散的重要媒

日缺乏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研究显示，流动人口对性行为传

介，即所谓的“桥梁人群”【ｌ“。由于流动频繁，如返乡或者工

播作用的知晓情况低于城市居民ｎ】，有约一半的流动人口不

作场所和地点的转换，受感染的流动人口容易把ＨＩＶ传染给

知道安全套在艾滋病预防中的作用；一部分流动人口对艾滋

在农村的家人和其他人，加速艾滋病的传播和流行。所以，

病的传播途径存在误解，认为输血、吸毒、性行为、母婴传播

人口流动不但会影响流动人口本身，也会影响到那些没有发

和哺乳不会传播艾滋病；对非传播途径知晓程度为８．９％，低

生流动的人群““。

于对传播途径的知晓率（４２．０％）；流动人口中尚有７．４％的人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２４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卫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流动人口的流动在加剧ＨＩＶ传播速度的同时，也增加了
艾滋病监测、控制和管理的难度。目前，流动人口的工作和
生活场所不同定，经济条件差，医疗保障不健全，一旦染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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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及时的监测、诊断、治疗、随访和管理，容易导致扩

人口高危行为改变的个体、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哪些？针对这

散。有研究认为，人ｕ流动已把西南边境流行的ＨＩＶ毒株带

些因素又如何形成有效的艾滋病防治策略？

人到内陆地区，加快了ＨＩＶ在全国的传播和扩散速度；有专

（２）对流动人口的流动途径和环节等主要特征掌握不

家提出，今后外来流动人群尤其是来自艾滋病高发省份的，

够。对流动人ｕ这一重点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必须基于

均应成为艾滋病疫情的重点监测对象““。

我国流动人口的特征和对目前疫情的充分了解，以便采取针

三、流动人口艾滋病干预Ｔ作和研究状况
１．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工作及相关政策：１９９７年，卫生

部组织编写了《迎战艾滋病——中国艾滋病现状和需求报

对性策略和措施。目前的研究对流动人口的整体特征已经有
了基本的了解，也掌握了流动人口总体上的艾滋病知识、行为
和态度情况，这些都成为当前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基础。

告》，将流动人ｕ作为促进艾滋病流行的因素，并强调要“把

但是，目前的研究缺少对流动人ＬＪ进行进一步具体的划

降低危险性的努力和降低易感性的行动结合在一起”；１９９８

分。形成不同哑人群并分析其特征，以形成针对不同亚人群

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

的有效的干预策略；现有的预防干预主要是针对流动人ｕ群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提出“流动人口聚集的场所必备有关的

体开展的，对流动人ｕ密切接触的相荚人群涉及的不多，如

宣传资料”；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丁作委员会与

用人企业的管理人员等；也没有明确各类流动人口在Ｅｔ常工

１１个相关部门联合实施“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

作和生活中经常接触的相关部门，以通过这些部门开展相关

程”，目标是提高农民工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程度；２００６年

工作。并且现有的干预—Ｔ＝作大多是在流入地开展，存流出地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政府有关部门对进城务工人员加强

和流动的环节上缺少相关的研究和干预，东南亚一些国家的

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并提出“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

经验表明，在流动前对流动人口开展艾滋病预防知识培训，

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以及对流动人口的家属给予更多宣传，可以增强流动人口预

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各地和相关部门在流动人口中也

防艾滋病的能力和降低艾滋病的易感性ｍ】。

开展ｒ一些艾滋病防治的干预工作ｎ“。各省制定ｒ省级中

（３）多部门合作开展干预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在

长期规划或行动计划；铁道部、司法部、全国总Ｔ会、全国妇

我国大部分地区，多部门合作开展流动人口艾滋病干预１二作

联和共青团中央等部ｆ】制定了本系统的《预防艾滋病战略规

在部门合作机制框架下正在有效开展，但局部地区在基层仍

划》；农＿ｋ部门开展了“红丝带”进村入户工程和阳光工程；劳

然存在相关部门参与的程度不够．对艾滋病防治的职责认识

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展了农民工岗前培训为主要内容的春

不到位的现象，开展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待提高∞Ｊ。主

风行动，这些活动中都包含有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培训内容。

要表现为：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很多部门将本部门的职责

各地各级疾控机构也开展了艾滋病健康教育（小媒体宣传、

定位为“配合”，工作开展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与国家政策

讲座、外展服务、流动教育和同伴教育等方式）和行为干预

规定的多部门职责要求有较大差距。

（成立高危人群行为十预Ｔ作队，推广使用安全套、针具交换
点和美沙酮治疗门诊等）““。

分析原因，主要包括：①基层部分部门领导对艾滋病的
危害认识仍然不足，部门之间沟通不够，对艾滋病防治的职

２．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

责没有充分了解，仅仅是被动参与，而非主动开展相关防治

（１）干预方式及干预效果未达到预期目标。当前流动人

丁作。②财政投入不足，经费调拨不及时，工作人员的数量

口的艾滋病预防干预主要以宣传教育为主，一般采用讲座、

和质量都存在一定问题，这是各部门尤其基层部门的主要阑

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现场活动、播放录像、媒体宣传等方

难，也是责、权、利不明确的表现。③缺乏具体的考核机制和

式，这些都是必需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流动人口的艾

考核要求。尽管国家已出台多个文件要求各部门开展艾滋

滋病相关知识啪’。但是，还存在宣传教育活动不深人，覆盖

病相关工作，但缺乏具体的保障和考核措施，难以督促各部

范围小，强度和持续性不够等问题。

门自觉坚持开展艾滋病干预Ｔ作。④相关政策存在矛盾或

艾滋病的行为改变不仅与医学知识多少有关系，还包含

不统一之处。如当前各地对流动人口，一般采用属地管理和

心理和社会地位的因素，单依靠宣传教育、增加知识，不能完

“谁用Ｔ谁负责”的原则，这明确了居住地部门和用人企业的

全解决艾滋病行为改变的问题。例如，在接受宣教后，很多

责任，但２００４年５月的《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

娱乐场所的性Ｔ作者都表示非常清楚艾滋病的严重性，也知

作的通知》中也有规定，“鼓励流动人口中的艾滋病患者回乡

道安全套的保护作用，并且其本人也愿意使用安全套，但实

接受治疗”，这容易产生推诿现象。

际安全套使用率却较低【２“，这与其被动的弱势地位有关。

３．流动人Ｌｊ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发展趋势：

目前开展的十预活动，一般以提供防治知识为主要内

（１）针对不同特征的人群开展艾滋病干预工作，达到有的

容，虽然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知识水平有明显提高∞１，但足并

放矢。为了提高知识知晓率和帮助改变行为，应确定每类人

没有很好的达到促进行为改变这个根本目标，“行为不能与

群在行为改变过程巾所处的阶段，找到影响高危行为的真正

认识同步”∞】，干预措施的长期效果和高危行为改变情况不

因素，根据各类人群的防治需求提出工作策略和防治措施。

佳。这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为什么知识知晓率高而行为

具体来讲应做到：①对流动人口进行合理的划分亚人

改变率却没有同步增长？知识数量的增多为什么并不～定

群，并分析每类人群的流动史和流动状况，包括：从户口所在

就能引起行为向良性方向转变？除知识以外其他影响流动

地外出开始流动的时间、流动的原因、在现居住地的停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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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流动的周期频率、流动过的城市和转换过的职业情况、在

流动过程中是否偕同配偶。②要分析和掌握流动人口在流

·４０９·

等方面加大投入，增强社区基层组织在艾滋病防治Ｔ作中的
作用，有利于促进艾滋病防治Ｔ作的深入和可持续发展。

入地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居住情况、业余时间生活方式、工

国内外很多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在社区广泛开展艾滋

作压力、收入、社会保障情况（包括医疗保险情况）、有何健康

病防治工作，具有很好的工作基础和优势‰】。当前，包括许

需求等。③与哪些政府部门有工作和生活上的接触。④对

多国家和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将艾滋病防治从被动的集中管

艾滋病的认识、相关态度和行为，并分析影响行为的各种社

理模式转向社区参与和支持的防治干预模式上来【２”。

会和个人因素，包括社会文化、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同伴压

力、社会潜规则、个人生活态度等。
（２）要兼顾流动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宣传教育和干预
工作。在流出地这一源头开展艾滋病预防干预具有重要意
义。首先，有利于弥补我围农村地区薄弱的艾滋病宣传工
作，带动流＿｝ｆ｛地的艾滋病干预工作；第二，在流｝ｎ地进行干

预，具有预防警示的作用，比在流入地作用明显，可以帮助外
出务工人员提早做好准备，减少在城市里的高危行为；第三，
流出地的预防干预可以减少流动人口染病返乡后将艾滋病
再传染给家人的情况。
在流出地，外出务工人员有的是有关部门和中介机构有
组织的培训和外出，也有的是自发的外出打Ｔ（如朋友、亲属
介绍或者自己Ｈ；去寻找等）。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
干预措施，需要调查目前在流ｆｌｊ地开展相关工作的情况：哪
些部门参与过，以何种方式参与。效果如何，有哪些成熟的模
式可以推广，还存在哪些不足需要改进。
目前开展的艾滋病干预丁作很多是在流入地进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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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部门协作开展艾滋病防治Ｔ作中，首先，要根据国
家相关政策规定和各类人群的工作接触关系，明确有哪些相
关部门要参与到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去；其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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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看作仅仅是’卫生部门和医务人员的任务。时至今日，这一
观点对艾滋病防治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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