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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五成网友赞同为艾滋病
感染者设独立高考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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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据《山西日报》报道，经临汾市
教育部门批准，临汾红丝带学校高
中班的 16名毕业生将在该校设立
的标准化考场单独进行高考。该学
校校长郭小平表示，这是中国首次
为艾滋病感染者设立独立的高考
考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临汾红丝带学校创建于 2006
年 9 月 1 日， 是全国唯一一所专
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全日制学
校， 它的前身是临汾市传染病医
院绿色港湾病区“爱心小课堂”。
2011 年 12 月 1 日，山西省临汾市
教育局正式批复成立临汾红丝带
学校， 从此该校被纳入国家义务
教育行列。 学校现有小学部一年
级和五年级， 高中是临汾市第三
中学设立的红丝带班。 目前，学校
共有来自全国的学生 33 人，他们
在校的吃、住、穿、医疗等费用都
由学校无偿提供。

今年参加高考的 16 名学生
自 2004 年起就相继来到学校生
活、学习。 16 人中有 11 男 5 女，10
文 6 理， 临汾市将在红丝带学校
设两个独立的文理科标准化高考
考场。 由于他们的学籍档案归属
于临汾市第三中学红丝带班，所
以这两个考场属于临汾三中考点
的一部分。

郭小平表示：“虽说社会进步

了，但要说完全没有歧视，还不现
实！ 如果我们的娃娃与外校的学
生同场考试， 可能有一些人会抵
触。 在我的提议下，经教育和招考
部门批准， 在红丝带学校设立单
独考场。 ”

《艾滋病防治条例》 明确规
定， 任何单位不得歧视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其享有的婚姻、就业、
就医、 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
护。 不过，虽然平等入学权利的规
定早已写入相关文件， 但由于对
艾滋病缺乏足够了解,“谈艾色变”
的现象依旧存在。

“我要上大学，要实现我的梦
想，要回报疼我爱我的人。 离高
考越近，我的心揪得越紧，总有
许许多多的困惑在不时缠绕着
我。 不知道大学的大门能不能向
我敞开……” 红丝带学校的高考
生胡小涛（化名）在《一名感染艾
滋病病毒的学生高考前的公开
信》里这样写道。

此前， 有媒体记者以家长的
身份咨询北上广多所高校的招生
办是否会招收艾滋病考生， 得到
的大多不是正面的答复。 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招生办老师表
示， 如果招了艾滋病学生可能会
造成学校师生的心理恐慌， 没有
必要担这个风险。

如何保证艾滋病感染者接受
教育的权利？ 有没有必要为他们
设立单独的高考考场？ 就这些问
题，《公益时报》联合新浪公益、问
卷网和凤凰公益推出本期益调
查———《为艾滋病感染者单独设
立高考考场，你怎么看？ 》

本次调查从 6 月 1 日 14 时
起，截至 6月 5日 11时，共有 1068
名网友参与。其中有 39.42%的网友
表示，可以接受自己或者孩子和艾
滋病感染者一起学习、生活，认为
正常的接触完全没有问题；45.32%
的网友表示不太能接受和艾滋病
感染者一起学习、生活。

50.19%的网友认为有必要为
艾滋病感染者单独设立高考考
场， 这样能够保证他们顺利完成
高考；32.21%的网友则认为没有必
要为他们单独设置考场， 和其他
学生一起高考是他们的权利。

对于应如何保证艾滋病感染
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51.12%的
网友认为应加大宣传力度， 消除
歧视， 让更多人正确认识艾滋；
30.15%的网友认为应该进一步明
确高校招生制度和标准， 避免主
观因素对招生工作造成干扰；
18.73%的网友认为需要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 从制度上保障艾滋病
感染者的正当权益。

网友留言：

柒言小傑：无论怎么做，
至少给这些同学提供了一个
机会。 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样
做是歧视他们， 而另一方面，
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保护他们，
仔细想想，我们不难发现这两
种考虑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
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应该默
默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他们
即将面对的和已经面对的远
比我们想的更复杂。

Becker 贝壳贝： 为什么
设独立考场， 人家又不是恶
魔。

没有空调要死了：在这个
考场设立之前难道其他有艾
滋的学生不是跟普通学生一
起考吗？这个考场的设立本来
就极其不合理。

1. 你能否接受自己或者孩子和艾滋病感染者
一起学习、生活？

A 可以接受， 正常的接触完全没有问题；
39.42%

B不太能接受，总有一些担心和顾虑；45.32%
C说不清楚，身边没有这样的情况。 15.26%

2. 你觉得是否有必要为艾滋病感染者单独设
立高考考场？

A 有必要，能够保证他们顺利完成高考，避免
不必要的影响；50.19%

B没必要，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和其他学生一起
高考，这是他们的权利；32.21%

C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17.60%

3. 你认为应如何保证艾滋病感染者接受高等
教育的权利？

A 加大宣传力度，消除歧视，让更多人正确认
识艾滋；51.12%

B进一步明确高校招生制度和标准，避免主观
因素对招生工作造成干扰;30.15%

C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上保障艾滋病感
染者的正当权益。 18.73%

民间环保人士
向春获 100 万元奖励

5 月 26 日，“慈善+”2017 跨界公益论坛“爱佑公
益创新领袖”最终评选结果揭晓。“华北渗坑”民间环
保人士向春通过微观和宏观相结合进行多种类污染
源取证，通过大数据技术应用在环保公益领域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获得爱佑创新公益 100 万元奖励。

点评：公益人需要更多这样的鼓励与支持 ，公益
行业需要更多向春这样的从业者。

我国五成以上
残疾人有康复需求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
（2017）》蓝皮书显示，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 8500 万
人，有康复需求者接近 5000 万人。 2016 年，全国基本
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
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0%以上，其他残疾人受
教育机会明显增加。

点评：尽管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由于我国是残
疾人数最多的国家， 残疾人事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如何改革和发展残疾人事业，是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急
需解决的问题。

孟买海滩
5000 吨垃圾被清理

据《环球时报》报道，印度孟买曾被当作非正式垃
圾处理厂的维苏瓦海滩，在经历 85 周的大清理后，移
除了海滩上超过 5000 吨的垃圾，已经焕然一新。 孟买
高等法院的律师 Afroz Shah 在 2015 年发起了这项清
理海滩垃圾的行动来保护这片沙滩，他号召超过 1000
名志愿者参与这项清理活动。

点评：这场活动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为历史上
最大的海滩清洁活动之一，显示出志愿服务的巨大可
能性。

北京 3547 人
违法吸烟被罚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
控烟两周年，876 家单位因控烟不力， 被行政处罚，罚
款金额 244.7 万元，3547 人因违法吸烟被处罚， 罚款
金额 18.54 万元。 目前违法吸烟的高发区主要集中在
小餐饮、写字楼的楼道和公共卫生间、娱乐场所、出租
车内。

点评：控烟要想做得好，不能简单等待执法人员
去检查，一定要把日常管理做起来，发挥社会共治的
作用。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6月 1日 盼盼食品集团 100万元 先心病救助 甘肃定西贫困户

2017年 6月 1日 许文帛 200万元 教育事业 莆田市两所学校

2017年 6月 2日 刘强东及京东集团 3亿元 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大学

(2017 年 5 月 29 日至 2017 年 6 月 4 日)
（制表：王勇）

5 月 29 日当天， 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七家村
的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举行了庆“六一”活动，在亲
子游戏“你投我接”游戏中，一位奶奶正在努力接
孙女投来的球。 5 月 31 日，壹基金支持雅安本地 6
家社会组织开设的 20 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全部建
成开放。 20 家社区儿童服务站将辐射雅安市天全
县、宝兴县、芦山县和雨城区共 4 个区县 20 个农村
社区，让 2000 余名农村儿童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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