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组织的一次专题调查结果显示，截至

2015年 2月底，现住址为河南省、职业为“学

生”、年龄在18~28岁（含28岁）的HIV/AIDS

病例共1037例。目前仍在校就读261例；在外

省高校就读的学生共34例，在河南省高校就读

177例。261例在校就读的青年学生主要集中在

大专院校(见上图)。

调查结果显示，177例河南教育程度在中

专及其以上的青年学生病例分布在17个省辖

市和2个省直管县（市）的101所院校中。郑州

市有较多的大专院校，故学校中的艾滋病病例

数也最多，共86例，分布在53所院校，其中一

所院校报告病例数最多，有8例HIV/AIDS病

例。

另一项专题调查显示，郑州市部分MSM哨

点HIV阳性检出率最高接近15%。

为应对这种挑战，今年8月卫计委下发了《关于建立

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

知》，要求当地疾控部门定期向属地高校通报艾滋病疫

情。同时，卫计委和教育部两家联合起草了《高等学校艾

滋病防控工作试点方案》，方案中部署了一系列任务，要

求在学校当中开展各种艾滋病防治工作。

针对上述情况，我省正采取各种形式的干预措施。

建立并完善政府领导、多部门参与、分工明确的防控机

制，使教育、卫生、公安、社区、广电、工商、社会组织等相

关部门积极参与到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来，发挥

各部门的优势，采取针对性强、警示性高的健康教育为

主，结合出租屋、小旅社的管理，男男淫乱的打击，已感

染在校学生的管理，社会文化倡导，学校疫情定期通报

制度等综合措施，控制艾滋病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

2014年以来，我省在高校提倡入学新生自愿咨询

检测（VCT），及早发现学生中的感染者。截至2015年

10月底，全省累计共建立671个VCT检测咨询点，覆盖

全省所有县区。

通过和MSM社区工作小组的合作，我省在18个

省辖市相继开展了MSM人群行为干预工作，并取得

了显著成效。在开展监测的同时，加大了对同性恋人

群活动场所的干预，在酒吧、浴池、慢摇吧、露天场所进

行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培训。艾滋病网络直

报信息系统显示，我省各地对MSM人群的干预覆盖率

也呈上升趋势。全省估计MSM人群规模约为5000人，

截至2015年10月底，全省共干预MSM人群45137人

次，发放安全套27万余只，发放宣传材料6万余份。2015

年全省已累计检测MSM人群14538人次，阳性438人，累

计检测比例为96.8%。

为提高宣传的效果，我省针对不同人群开展有针对

性的宣传教育，对重点人群注重警示性教育。在中学、

大学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并强调宣传的效果。

2014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组织开展了艾滋病防治知

识宣传进校园一系列活动，通过发放青年学生健康教育

处方、专题讲座、演讲比赛、艾滋病防治知识有奖问答等

多种形式，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逐步实现了宣传工作

常态化。

我省艾滋病疫情正向青年学生蔓延
本报记者 李圣云通讯员李宁

在12月1日“全国艾滋病防治宣传日”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河南省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
防治研究所所长朱谦。记者了解到，通过各级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省艾滋
病防治实现了降低新发感染率、降低病死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目标。但近年来我省艾滋病
疫情出现了向青年学生蔓延的新势头，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此，我省积极采取对应措
施控制这一势头继续蔓延。

近年来，男男同性传播（MSM）已成为我省艾滋

病传播的主要途径，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毒（HIV）

感染阳性率呈现逐年升高趋势，成为河南省艾滋病防

治的重点人群。而青年学生正成为主要传播对象。

我省组织的一次专题调查结果显示，2008~2014年

青年学生MSM者中HIV阳性检出率逐年升高(见下

图)。一些青年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尚不到位，高校

和卫生部门有时对疫情信息沟通不畅，以及防控手段

单一、针对性不强等都是造成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

升较快的因素。

据统计，我省报告的男男同性性接触病例中，

7.16%为15~24岁学生。截至2015年10月底，河南

省累计报告青年学生HIV/AIDS病例661例，死亡

90例，现存活571例，占现存活病例总数的1.21%。

以男性居多，男女性别比是4.89∶1。2015年1~10月

河南省报告青年学生117例，男性108例，女性9例，

男女比例是12∶1；传播途径以同性传播为主（82例，

占70.09%），比去年同期（59例）增加了38.98%。其

次是异性传播（31例，占26.50%），比去年同期（22

例）增加了40.91%。青年学生病例的传播途径由过

去的以母婴传播和输血/血制品为主，转变为以同性

传播为主。

A 青年学生病例
逐年增加

B 病例集中在省会大专院校

261例青年学生病例高校类别分布

C 综合干预措施正在推进

青年学生MSM者中HIV阳性检出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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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 整治人居环境 打造美丽乡村

2015年12月1日 星期二8 农村版综合新闻

孟州市

大力实施“五个一”工程
助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李超峰记者曹国宏）院

落房舍错落有致，村边道旁干净整洁；家家

户户生活用水通过净化设备后流入池塘里，

池塘里水清如镜；夜幕降临，村中的游园、广

场里，不少居民和着音乐翩翩起舞。整个村

落环境优美又祥和。

这是记者日前在方城县杨楼镇杨庄村

见到的情形。像这样的美丽宜居村落，方城

县已经有116个，它们都是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试点示范村。

从去年开始，方城县以农村垃圾清理、

污水治理、规范村庄杂物堆放秩序和建立长

效保洁机制为重点，采取集中整治、分类指

导、先行试点、典型带动、建章立制、规范运

行等措施，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美

丽宜居乡村建设。

为解决投入问题，方城县采取“上级争

取一点、财政补助一点、整合安排一点、群众

投入一点、企业帮扶一点、社会捐助一点”的

多元投入方法，加大资金投入。县政府从产

业发展、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用地指标、增

减挂钩拆旧指标和乡镇旧城改造等六个方

面出台扶持政策，增强乡镇的造血功能。县

财政每年拿出2000万元用于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把农村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与新农村建设、农村扶贫开发整

村推进项目和农村人畜饮水、退耕还林、农

村沼气、电网改造等项目资金捆绑使用，向

环境整治重点村倾斜。按照谁受益、谁出资

和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各村还号召村民

每人每年承担一定保洁费用，用于开展保洁

活动。

“垃圾围村”是农村人居环境的首要问

题，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方城县在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各乡镇均合理

布局垃圾填埋场，建设垃圾中转站，村内设

置垃圾收集处理设施，落实住户“门前三

包”，从根本上改变粪土乱堆、柴草乱垛、脏

水乱泼、垃圾乱倒、畜禽乱跑的“五乱”陋习，

确保垃圾日产日清。至目前，全县已建垃圾

池7730个、垃圾填埋场124个，购置垃圾车

670台、垃圾箱（桶）25610个。

为解决“污水怎么流”的问题，方城县一

方面引导乡镇在实施镇村道路建设时配套

实施雨污管网建设，扩大污水收集覆盖面，

另一方面利用村庄低洼地、废弃沼泽地，引

进安装奥特曼污水处理设施、太阳能微动力

污水处理设施等，稳步推进农户改厕、改圈、

改厨，科学处理生活污水。全县累计埋设雨

污管网6.6万多米，新建污水处理设施13处，

有效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

为解决“环境怎么变”的问题，方城县逐

步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使农村环境管理逐

步迈入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轨道，分村采

取群众推选、村组聘用、群众自愿等形式，建

立专兼结合的保洁队伍；积极引导农户自觉

清洁家园，绿化美化庭院；绘制文化墙、文化

长廊，营造移风易俗文化氛围；开展星级卫

生户评选和卫生村组创建活动，健全群众自

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完善考评

办法和考评细则，“县查乡、乡查村、村查

户”，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推进，

整治成果不断巩固。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张鸿唐运华）在老子故里鹿邑县，有

这么一个队伍，由个体老板、医生、

警察、机关干部、退休职工、下岗工

人等60多名冬泳爱好者组成，每当

遇见溺水事件时，队员们就会挺身

而出，进行紧急施救或打捞，不收分

文。它就是鹿邑县冬泳协会水上义

务救援队。

据该救援队副队长韩东华介绍，

救援队成立于2007年。说起成立的

缘由，还得从一个救人事件说起。当

年的5月14日，一个5岁男孩在该县

陈抟公园湖内溺水身亡，经过一天打

捞，仍没打捞上来。有人向冬泳协会

求救，会员们把孩子的遗体捞出。听

到遇难者家人撕心裂肺的哭声，现任

队长鲁华杰说：“我们成立个水上救

援队吧，是义务的！”“好，没问题。”大

家对此异口同声。

该救援队成立后，义务打捞救人

的事迹不胜枚举，但他们却从来分文

不取、不图回报。

2014年8月15日，太清宫镇16

岁的梁俊(化名)和12岁的梁同(化

名)在镇东窑场水塘不幸溺亡。两拨

民间打捞队均开出高价打捞费用，溺

水孩子的家人无力支付。有人向县

冬泳协会水上义务救援队求援，队员

们齐心协力把梁同的遗体捞出。在

打捞梁俊的遗体时，遇到了困难。鲁

华杰向商丘市冬泳协会求助。两小

时后，商丘冬泳协会7名队员来到现

场。两地队员借助先进的打捞工具，

联手将梁俊的遗体打捞上岸。孩子

的叔叔拿出1万元钱作为酬谢，鲁华

杰坚决拒绝。而且商丘冬泳协会在

离开时，连车辆加油费都没收取。

据了解，截至目前，救援队已义

务救援100多次，成功施救5人，打

捞溺水者遗体19具，打捞财物价值

累计600多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韩征兵 任艳婷 记者马如钢）“如今，

不管农忙农闲，广场上唱戏的、打球的、跳舞的、下棋的啥

都有。想看书也可以去农家书屋，那里书多着呢。我这老

头子有空都来这里乐和乐和，这日子过得别提多得劲儿

了！”11月24日，孟州市赵和镇上寨村67岁的行建军说起

村里的文化活动时高兴得直说好。

为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今年初以来，

孟州市以“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为主题，大力实施“五

个一”工程，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推进以城带乡文明建设。

一是积极培养一批群众文艺骨干。该市将专业和业余剧

团合理结合起来，利用资源互补优势，经常开展送戏下乡

活动，手把手传授培训农村文艺骨干。目前，每个示范村

至少有一支文艺表演队伍。二是设立一组文化墙。各行

政村在文化中心或主要街道建设文化长廊，对广大村民加

强宣传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同时开展

政策法律、科技文化、道德规范、文明礼仪、健康卫生等知

识培训，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是组建一支党员志愿服务队伍，并进行登记注册，列出

服务计划，每月开展一次服务群众集中活动,传递温暖和

文明。四是开设一个道德讲堂，广泛开展以孝老爱亲为主

题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邀请专家、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与

群众互动，倡导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今年以来，每个示范

村至少举办5期道德讲堂活动。五是建设一个文体活动场

所。该市通过争取项目，文化部门为各村配置投影、图书、

灯光、音响等室内器材，体育部门为各村配置篮球桩、乒乓

球台、门球、健身器材等设施，为广大群众正常开展各类活

动提供场地和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吴寿伟 记者黄

红立）走进栾川县合峪镇柳坪村文化

站，一册册图书整齐地摆放在书架

上,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电子阅览室内,村民周海涛正在利用

电脑搜索资料……这只是栾川县扎

实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创建工作一个最寻常的场景。

自2012年8月洛阳市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开展

以来，栾川县不断加大投入，持续整

合资源，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步伐，使县、乡、村三级文化

基础设施全面加强，文化服务网络

全面覆盖，文化人才队伍素质全面

提升，初步形成了惠及全民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以前打个篮球还要到学校里

‘蹭球场’，现在有了公共篮球场，方

便多了，有时还能组织上几场比赛，

真是不错。”栾川县篮球爱好者李伟

说。

李伟所说的公共篮球场位于栾

川县职工健身中心，该中心总投资

2000余万元，总占地45亩，设计有9

个篮球场、5个羽毛球场、1个足球练

习场等，可同时满足1500余人健身

锻炼。

自2012年以来，栾川县累计投

入各类文化建设资金近2.8亿元用

于县、乡（镇）两级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除了这个职工健身中心，

还有总投资1.6亿元的栾川县文化

艺术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项目，其

中文化艺术中心总占地59.6亩，总

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

投资1.3亿元，项目主体土建和钢结

构工程已完工，整体形象进度达

80%，预计今年底投用。

目前，该县已建成标准化乡镇

文化站14个、村文化活动中心191

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村级服

务点209个、农家书屋213个，县、

乡、村公共文化设施覆盖率达

100%。截至目前，栾川县14个乡

镇文化站已经市创建办验收。

鹿邑县水上义务救援队

八年义务施救百余次

栾川县

公共文化服务遍城乡

11月30日，雪后初晴，光山县孙铁铺镇金大湾村种粮大户杨安权到自己种植的23亩杂交油菜地施肥并观察长势

情况。据悉，今年光山县杂交油菜播种面积达45万亩，今冬第一场雨雪过后，趁着目前天气转晴，全县农民都开始着手

进行施肥和田间除草等工作，确保油菜安全越冬。 谢万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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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职专/技校 10％

大专 26％

本科 40％

研究生 2％
不详 3％

中学中学 1919％％ 其他其他 8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