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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发布

社会力量被纳入艾滋病整体防治工作计划

面对我国制贩毒犯罪高发、
吸毒者规模扩大的形势，在减存
量、防复吸、控增量上狠下功夫
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而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 由社会组织项目承
包，由专业社工具体执行，是新
形势下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代
表了戒毒康复工作的发展方向。

按规划，2017 年， 国家禁毒
办、民政部将联合印发加强禁毒
社会工作专门人才队伍建设的
意见，出台相关政策。 国家禁毒
委将把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禁毒
社工作为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8·31”工程的重要任务，全面
加强招录、培训、评定、表彰等工
作，积极推进戒毒康复工作人员
职业化、专业化。

记者从 1 月 10 日举办的全
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优秀教案

评比活动上了解到，目前，全国
已建立乡镇级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工作领导小组 2.5 万个， 基层
办事机构 2.9 万个， 配备专职社
工 3.2 万名。

今天，记者就带您通过几个
片段，了解禁毒社工和禁毒志愿
者的日常。

“我曾是一名吸毒人员，现
已戒断毒瘾满 10 年， 为感谢当
时帮助我的禁毒社工，为帮助更
多戒毒学员彻底戒断毒瘾，我于
2016 年考取了社工师证书，并顺
利成为一名禁毒社工。 ”1 月 10
日，在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优
秀教案评比活动现场，来自上海
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的金伟静在
演讲中说。

46 岁的金伟静在演讲台上
站得笔直，目光坚定有神，嗓音

响亮，使人振奋。 演讲期间，她数
度眼角含着泪水，握紧的拳头不
自觉地在胸前挥舞。“我去强制
隔离戒毒所看到那些戒毒学员
们，犹如看到曾经的我，迷茫、恐
惧、不知所措，我的到来给予了
他们更多希望。 在平日的帮教工
作中，我用亲身经历为他们树立
了榜样，也帮助他们建立了彻底
戒断毒瘾的信心。 ”

同为从事戒毒帮教事业，来
自湖南长沙的禁毒志愿者孟繁
英在这条路上一走便是 13 年。
2004 年 6 月 26 日， 孟繁英在某
卫视禁毒节目中看到一个与女
儿同名同姓的戒毒孤女讲述自
己家庭的不幸经历，母爱的本能
促使她前往戒毒所看望这个孩
子。 为帮助女孩戒断毒瘾，孟繁
英如同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无

微不至，天冷了给她送去温暖的
棉衣，生病时给她熬汤送药。 两
年的关爱与陪伴，使这个女孩顺
利地戒断了毒瘾。 从此，孟繁英
便走上了民间禁毒帮教之路。 十
多年来，孟繁英用亲情和母爱对
吸毒人员这个特殊群体以亲情
帮教，信件交流达 2000 余封，亲
情走访上千户，使 2 千多名迷途
者重回生活正轨。

来自江苏苏州自强服务社虎
丘区浒墅关工作站的社工叶顺昌
向大家分享的帮教案例更让人为
其紧捏一把汗。 戒毒人员唐某第
一次来叶顺昌所在的服务站时，
手持一把剪刀对着自己的肚子，
神情非常焦虑：“如果你要继续抓
我，那我就自残! ”从没见过类似
的情况， 叶顺昌内心其实也很紧
张，但作为禁毒社工，叶顺昌本能

地走到他的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
膀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抓你而是
要帮你! ”唐某听后满脸疑惑，为
什么还有人愿意主动帮我呢?随
后叶顺昌为唐某讲解了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的内容及要求， 唐某的
情绪才渐渐平复下来。

“帮教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
行政行为， 更不是过来按个手
印、签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一个
专业服务的过程。 ”叶顺昌说。在
他的帮教下，唐某从起初的不配
合到后来积极前来服务站报到，
从被家人排斥、无家可归到被家
人包容、接纳，从连糊口的工作
都没有到如今每月工资近万的
销售人员。“现在他每取得的一
些成绩，每得到的一些收获都会
来和我分享， 我们几乎无话不
说。 ” （据《中国禁毒报》）

禁毒社工达 3.2万：我们不是要抓你 而是要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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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

“十三五”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
提出，“十三五”期间最大限度发
现感染者和病人，有效控制性传
播， 持续减少注射吸毒传播、输
血传播和母婴传播，进一步降低
病死率，逐步提高感染者和病人
生存质量， 不断减少社会歧视，
将我国艾滋病疫情继续控制在
低流行水平。

为实现这一目标，行动计划
提出要全面落实培育引导措施，
激发社会组织参与活力。 要按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总体要求，发
挥社会组织易于接触特殊人群、
工作方式灵活等优势，将社会力
量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整
体防治工作计划。

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达 85%以上

行动计划提出了“十三五”
期间遏制与防治艾滋病的工作
目标：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和病
人，有效控制性传播，持续减少
注射吸毒传播、输血传播和母婴
传播，进一步降低病死率，逐步
提高感染者和病人生存质量，不
断减少社会歧视，将我国艾滋病
疫情继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具体指标包括：
1、 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识知

晓率达 85%以上。 流动人口、青
年学生、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等
重点人群以及易感染艾滋病危
险行为人群防治知识知晓率均
达 90%以上。

2、 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艾
滋病相关危险行为减少 10%以
上，其他性传播危险行为人群感
染率控制在 0.5%以下。参加戒毒
药物维持治疗人员年新发感染
率控制在 0.3%以下。

3、 夫妻一方感染艾滋病家
庭的配偶传播率下降到 1%以

下。 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
4%以下。

4、 经诊断发现并知晓自身
感染状况的感染者和病人比例
达 90%以上。 符合治疗条件的感
染者和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比
例达 90%以上，接受抗病毒治疗
的感染者和病人治疗成功率达
90%以上， 累计接受中医药治疗
的人数比 2015 年增加一倍。

为实现这一目标，行动计划
提出要坚持政府组织领导、部门
各负其责、 全社会共同参与；坚
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防
治、科学防治；坚持综合治理、突
出重点、分类指导。

开展宣传教育专项行动

遏制与防治艾滋病需要增
强公众艾滋病防治意识。 行动计
划提出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教
育。 要根据不同人群特点，开发
适宜的宣传材料，提高信息针对
性和可接受性。 充分发挥社会公
众人物影响和互联网、 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作用，开展艾滋病疫
情信息交流与警示、感染风险评
估、在线咨询等活动，增强宣传
效果。

一是要深入开展大众人群
宣传教育，营造不歧视感染者和
病人的社会氛围。 宣传、网信、新
闻出版广电、卫生计生等部门要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指导将
艾滋病防治宣传列入日常工作
计划，每月至少开展 1 次艾滋病
防治公益宣传。

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
会、 工商联等单位要深入开展
“职工红丝带健康行动”、“青春
红丝带”、“妇女‘面对面’宣传教
育”和“红丝带健康包”等专项行
动。

二是持续加强重点人群宣
传教育。 对于流动人口、青年学
生、老年人、出国劳务人员、监管

场所被监管人员等重点人群，应
当强化艾滋病感染风险及道德
法治教育， 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避免和减少易感染艾滋病行为。

教育、卫生计生和共青团等
部门和单位要将性道德、 性责
任、预防和拒绝不安全性行为作
为教育重点，督促学校落实预防
艾滋病专题教育任务，积极发挥
学生社团、青年志愿者和学生家
长的作用，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
和性健康的宣传教育。 建立健全
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和定
期会商机制，开展高校预防艾滋
病教育试点工作并逐步推广。

发挥社会组织独特优势

作为遏制与防治艾滋病的
重要力量之一，社会组织被行动
规划多次提及，强调要全面落实
培育引导措施，激发社会组织参
与活力。

一是发挥社会组织独特优
势。 要按照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总
体要求，发挥社会组织易于接触
特殊人群、 工作方式灵活等优

势，将社会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
工作纳入整体防治工作计划。

卫生计生、财政、民政等部
门要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在易感
染艾滋病危险行为人群干预、感
染者和病人随访服务、关怀救助
等领域开展工作。 医疗卫生机构
要与社会组织密切合作，加强技
术指导，建立信息沟通、业务考
核等工作制度，实现防治工作有
效衔接。

社会组织应当在医疗卫生
机构指导下，在易感染艾滋病危
险行为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安
全套推广、艾滋病咨询和动员检
测、艾滋病性病诊疗和戒毒药物
维持治疗转介等服务，在感染者
和病人中开展心理支持、安全性
行为教育和治疗依从性教育等
服务，动员感染者和病人的配偶
或与其有性关系者主动检测。

二是发挥社会组织参与艾
滋病防治基金引导作用。 卫生计
生、财政、民政等部门要通过多
渠道筹资，扩大社会组织参与艾
滋病防治基金规模并完善管理。

依据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通过择优竞争方式，支持具备条
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开展工
作，发挥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作
用，培育并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参
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加强基金项目管理，建立监
督评价机制， 确保资金安全，提
高项目成效。 要组织、动员和支
持社会组织申请基金项目，合理
设置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加强培
训和扶持，促进符合条件的社会
组织登记，强化对社会组织的监
督与管理，逐步提高社会组织参
与艾滋病防治的工作能力。

要引导社会组织不断加强
自身能力建设，积极申请地方政
府的购买艾滋病防治服务项目，
并做好项目实施。

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 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红
十字会、工商联等单位在艾滋病
防治工作中的作用。 制定并实施
优惠政策， 动员和支持企业、基
金会、有关组织和志愿者开展与
艾滋病防治相关的社会宣传、捐
款捐物、扶贫救助等公益活动。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