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6 日，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发布报告称，
抗艾工作取得显著但不
平衡的进展，特别是在扩
大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
面， 但远未实现 2020 年
将艾滋病死亡人数和新
发感染者分别控制在 50
万人以下的目标。

而在 6 月 23 日联合
国艾滋病规划署项目协
调委 员 会 第 46 届 大 会
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执行干事温妮·拜安伊玛
也曾表示，艾滋病病毒疫
情仍然是一项紧迫的未
完成的工作。

“即使在新冠疫情出
现之前，我们也没有走上
实 现 2020 年 目 标 的 轨
道。 现在，新冠疫情危机
可能使我们偏离轨道更
远。 ”拜安伊玛说，“我们
必须应对更深层次的挑
战，以从这场危机中恢复
过来 ，战胜大流行 ，并促
成安全、公平和有活力的
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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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艾受阻
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目标或难实现

2030 年承诺恐难兑现

7 月 6 日， 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署发布报告《抓住时机：解决
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终结流行
疫情》。 报告显示，抗艾工作取得
显著但不平衡的进展，特别是在
扩大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面。 扩
大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挽救了数
百万人的生命，使数百万人免受
感染。 然而，2019 年全球艾滋病
相关死亡人数仍多达 69 万人，
新发感染者 170 万人，远未实现
2020 年将艾滋病死亡人数和新
发感染者分别控制在 50 万人以
下的目标。

14 个国家实现了 90-90-90

艾滋病毒治疗目标，即 90%的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知晓自己的感
染状况，其中 90%接受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90%接受治疗者体内
的病毒得到抑制。 艾滋病病毒流
行率占世界前列的斯威士兰
2019 年艾滋病病毒流行率为
27%，如今已经超过既定目标，实
现 95-95-95 的目标。

“我们不能坐在以往成功的
功劳簿上， 也不能因挫折而气
馁。 我们必须确保不让任何人掉
队，我们必须弥补差距，我们的
目标是 100-100-100。 ” 斯威士
兰首相安布罗斯·德拉米尼
（Ambrose Dlamini）说。

此外， 由于错失全球设定
的 2020 年的抗艾目标，2015 年

以来， 全球比预定目标额外增
加了 350 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和 82 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
病。 为遏制新冠疫情传播所采
取的封锁和边境关闭等措施，
影响了艾滋病药物的生产和运
输， 可能引发价格上涨和供应
问题， 甚至可能导致药品在未
来两个月内断货。 如果新冠肺
炎大流行严重影响艾滋病毒防
治服务， 抗艾进展可能会进一
步推迟 10 年或更长时间。

抗艾进展不均衡

各地抗艾进展不平衡也是
全球抗艾的主要困难，许多弱势
群体和人群被落在后面———约

62%的新发感染出现在重点人群
及其性伴侣中，包括男同性恋者
和其他男男性行为者、 性工作
者、 注射毒品者和羁押人员，尽
管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非
常小。

报告显示： 至少有 73 个国
家将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 事实
证明，污名化、歧视以及其他社
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是抗艾的
主要障碍。 由于害怕被别人指指
点点、遭到暴力或被拘捕，边缘
人群很难获得性与生殖健康服
务，尤其是与避孕和艾滋病病毒
预防有关的服务。

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污名
化仍然是普遍现象， 至少有 82
个国家将某种形式的艾滋病病
毒传播、接触或不披露感染状态
定为犯罪行为，至少 103 个国家
将性工作定为犯罪行为， 至少
108 个国家将个人使用或拥有毒
品定为犯罪行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妇女和女童仍然是受艾滋病
影响最严重的群体，2019 年，
该地区新发感染人数占全球
的 59%，每周有 4500 名 15-24
岁的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
感染艾滋病病毒。 2019 年，年
轻女性仅占撒哈拉以南非洲
人口的 10%，但却占该地区新
发感染总数的 24%。

在我国境内，自 1985 年发现
第一例艾滋病以来，艾滋病感染
人数日趋上升，世界卫生组织于
1988 年 1 月确定每年的 12 月 1
日为世界艾滋病日，1995 年我国
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艾滋病中
长 期 防 治 的 权 威 性 官 方 文
件———《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
滋病工作的意见》，此后，我国政
府对艾滋病问题的重视程度进
入新阶段。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
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 全国报告存活
艾滋病感染者 95.8 万， 整体疫
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但我国
艾滋病疫情存在“两头翘”的问
题，即学生和老年人成为主要患

病人群。
除了人们对艾滋病普遍存在

的认知刻板印象， 媒介的报道也
对受众认知具有重要影响， 联合
国艾滋病项目执行官彼得·派特
博士在巴塞罗那艾滋病大会上曾
经说过：“当涉及到艾滋病时，记
者的影响比医生的影响更大。 ”

以我国为例，早期的媒体在
报道中常通过“歹死”“不正常死
亡”等描述艾滋病以起到使人们
产生恐惧心理的作用，从而避免
人们的脱轨行为。 让艾滋病以

“不道德的病”“不洁的病”“令人
不寒而栗的癌症” 的形象示人，
染病者的污名形象更加根深蒂
固。 而相关网络短视频对艾滋病
内容的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缺
乏专业性、 效果不足、“标题党”
现象频发等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
局长周宇辉在 2019 年世界艾滋
病日主题宣传活动上强调：当前
社交软件等新媒体的普遍使用，
增强了易感染艾滋病行为的隐
蔽性，人口频繁流动增加了预防
干预的难度。且当下 HIV 检测比
例仍然较低，许多艾滋病携带者
染病而不自知，这也是我国当前
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抗击相互冲突的艾滋
病病毒和新冠肺炎两大疫情，联
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及其合作伙
伴发起“人民的新冠肺炎疫苗”
的倡议， 已得到全世界超过 150
位国家领导人和专家的联名签
署，各方共同呼吁所有新冠肺炎
疫苗、 治疗和检测不设专利壁
垒，以公平和全体免费方式实现
大规模生产和分配。

拜安伊玛说：“我们不能让
贫穷国家落在队伍后面。面对这
些致命病毒， 他们能否获得保
护， 不应该取决于口袋里的钱
或肤色。 ”她还谈道，在新的传
染病大流行期间， 联合国艾滋
病规划署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以及它独特的经验和专门知
识，有助于确保新冠疫情的应对
工作能够从艾滋病应对工作中
吸取重要教训。 （据凤凰网）

北京时间 7 月 8 日，“股神”沃
伦·巴菲特再梅琳达及比尔·盖茨
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
和其他四个家族基金会捐赠了约
29 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股票。

虽然这次捐赠不是巴菲特最
大的一笔捐款，但却是他捐赠财富
计划中最近的一次。伯克希尔哈撒
韦公司今日在一份声明中称，这是
巴菲特的第 15 次年度捐赠， 共捐
赠了 1597 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

司 B 类股票。
此次捐赠是巴菲特从 2006 年

6 月开始的年度捐赠计划的第 15
轮。 自 2006 年以来，巴菲特捐出的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B 类股票的
总价值已超过 374 亿美元。 今年 8
月 30 日，巴菲特将迎来其 90 岁生
日。

在此次这 29 亿美元的捐赠
中，4/5 将流向盖茨基金会，而剩余
部分将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
特基金会（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 以巴菲特已故第一任
妻子的名字命名）、霍华德·巴菲特
基金会（Howard G. Buffett Foun－
dation， 由巴菲特儿子霍华德管
理）、 舍伍德基金会（Sherwood
Foundation， 由巴菲特女儿苏珊管
理）和 NoVo 基金会（NoVo Foun－
dation， 由巴菲特小儿子彼得管
理）。

巴菲特最大的一笔捐赠发生
在 2019 年， 捐赠额高达 36.1 亿美
元，当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

价较高。尽管巴菲特已经捐赠了所
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48%的股
份，但他仍持有 15.2%的股份，并控
制着该公司近 1/3 的投票权。

《福布斯》数据显示，截至上周
二， 巴菲特身价约为 714 亿美元，
在全球排名第七。 亚马逊创始
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以
1781 亿美元位居榜首，而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
尔·盖茨位居第二。

（据新浪科技）

巴菲特再向盖茨基金会等 5家慈善机构捐赠 29亿美元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干事温妮·拜安伊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