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在第25個世界愛滋病日到
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30日上午來到設在北京市豐台區蒲
黃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石榴園分中心的北
京市社區藥物維持治療第七門診部，看望
愛滋病患者，參加愛滋病防治志願者培訓
交流活動。習近平強調，愛滋病本身並不
可怕，可怕的是對愛滋病的無知和偏見，
以及對愛滋病患者的歧視。愛滋病感染者
和病人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全社會都要
用愛心照亮他們的生活。

籲全社會用愛心照亮他們的生活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星期六A3要聞責任編輯：潘 旭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三十日電】世界銀行行長金
墉出任行長以來的首次訪華，行程密集。今天下午離
京前夕，他與媒體就本次訪華成果進行了半個小時的
交流。對於近期中國經濟回暖的提問，金墉表示：
「過去十年當中，中國實現了 10%甚至超過 10%的增

長，儘管今年可能達不到如此高的增長率，但中國經
濟強勁的表現，仍非常令人鼓舞。」

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將就中國未來一年的經
濟工作作出部署。之前發布的多項經濟指標顯示，中
國經濟企穩回升態勢明顯。隨着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
的降低，中國政府亦調低了經濟發展的預期目標。之
前有若干權威研究機構指出，儘管今年中國經濟增速
相較之前十年10%左右的增速有所下降，但失業率並
未上升，相反今年已經提前完成新增就業目標，這是
非常積極的信號。

金墉本次訪華，除了與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進行
會談外，還赴四川進行了密集考察。他對中國人民
「竭盡全力去終結貧困，建立共享繁榮」留下了深刻

印象。在回美前夕，金墉考察了四川地震災區遭受嚴
重破壞的一所婦幼保健醫院的重建情況，一些道路的
恢復重建情況。

對於世行與中國政府此前完成的2030年中國發展
報告，金墉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這份報告在全世
界其他的中等收入國家當中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並
認為： 「中國的發展經驗，能夠傳播到其他國家。」

「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無論在基礎設
施建設、醫院的建設、道路的修建等等各個領域。」
金墉並表示 「中國願意把自身的發展經驗與其他的國
家進行分享，使我相信當前的中國是成功的發展的範
例，未來中國的發展前景也是非常光明的。」

雖然中國的表現在本輪金融危機後堪稱優等生，
中國政府仍非常清醒的認識到當前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世界銀行集團國際金融公司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蔡金勇表示： 「在過去一段時間裡，不光是溫家寶
總理，包括李克強副總理都在很多的場合談到了中國
三方面的一些挑戰，就是不可持續、不協調、不平衡
的這些發展。」

「在剛剛結束的十八大當中，中國政府在認真審
視這些問題」，他認為，中國政府提出的 「如何能夠
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推動綠色增長，推動包容
的經濟增長的問題」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也表現出了
中國政府在未來五年當中，所表達的巨大意願。

據央視網消息：30 日上午 9 時 30 分許，習近平
走進第七門診部。一進門廳，志願者就為他佩戴上象
徵愛心的紅絲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負責人張志軍介
紹了門診部對高危行為人群開展藥物維持治療的情況
。習近平表示，對高危人群開展藥物維持治療，是遏
制愛滋病傳播的有效途徑，要注意體諒他們的心理，
講究方式方法，保護個人隱私，讓他們打消顧慮，積
極配合和堅持治療。

鼓勵病人：有希望康復
服藥窗口前，高危人員小楊正在服藥。習近平走

過去，向他了解治療情況： 「服藥後有什麼感覺？」
「幾天一次？」 「副作用大不大？」聽小楊說已服藥

6年、身體感覺不錯，習近平鼓勵他堅持治療，爭取
早日康復。

心理諮詢室內，心理諮詢師徐惠玲正和愛滋病感
染者老孫交談。習近平走進諮詢室，和感染者親切握
手。老孫近年來一直積極服藥，同時作為北京市紅絲
帶之家同伴教育員，在地壇醫院門診從事愛滋病感染
者面對面諮詢服務。習近平對老孫樂觀向上的心態和
積極回饋社會的行為表示肯定，鼓勵他為愛滋病防控
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習近平指出，感染上愛滋病是
不幸的，但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裡，黨和政府、全社會
都在關心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現在科學技術很發達
，通過科學用藥，很多病人都是有希望康復的。

聽了徐惠玲關於社區開展心理諮詢和愛滋病病人
接受心理治療的情況介紹後，習近平指出，心理諮詢
可以在防治愛滋病中發揮獨特作用。通過心理諮詢，
幫助病人消除恐懼、自卑和自閉心理，增強自信心，
有助於他們培育健康心態，積極配合治療，提高生活
質量。希望有更多的心理諮詢師參與愛滋病防治工作
，用專業的方法、真摯的感情對病人進行心理疏導。

指出防病面臨嚴峻形勢
習近平還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愛滋病是人

類面臨的共同挑戰。自 1985 年我國發現第一例愛滋
病病人以來，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愛滋病防治工作
，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同時，
我們也要看到，我國防治愛滋病面臨的形勢仍然嚴峻
，社會上對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視現象還比較突
出，防治愛滋病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習近平強調，辦好中國的事情，既要靠黨和政府
，也要靠 13 億人民。防治愛滋病是一個複雜的醫學
問題，也是一個緊迫的民生問題、社會問題，需要全
民參與、全力投入、全面預防。要從個人健康、家庭
幸福、社會和諧的角度，看待愛滋病防治工作。要認
真落實國家遏制與預防愛滋病 「十二五」行動計劃，
按照政府組織領導、部門各負其責、全社會共同參與
的 「三位一體」工作機制，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
、綜合治理，扎扎實實做好愛滋病防治工作。防治愛
滋，有治無類。要讓每一個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都能
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
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
公廳主任栗戰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
記郭金龍等一同參加活動。

「我對漢堡有很深感情，因為 55 年前我在這裡第
一次遇見赫爾穆特，那時他還是個前途似錦的年輕人。
」89 歲的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看着身邊的老朋
友赫爾穆特．施密特，笑咪咪地說。

93 歲的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不以為然地擺擺手。因
為在他的記憶中，兩人在 1957 年的首次見面分明是在
哈佛大學校園裡。

但這兩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 29 日在德國漢堡的重
逢並不只為了暢敘友情。這一次把他們重新聚在一起的
是共同關心的話題：中國。兩位耄耋之年老人的中國對

話成為第五屆 「漢堡峰會：中國與歐洲相遇」上的最大
亮點。

的確，兩人的政治生涯與中國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
。基辛格 1971 年飛抵北京，成為中美建交的一位重要
奠基人。同年，時任德國國防部長的施密特敦促總理勃
蘭特與中國建交。他在擔任總理後於 1975 年首次訪華
，並在過去30多年裡十餘次訪問中國。

作為長期關注中國發展的 「中國通」，基辛格和施
密特對中國發展所取得的成績讚嘆不已，並對未來的發
展前景表示樂觀。

「剛開始接觸中國時，我們倆誰都沒想到中國在未
來幾十年會變成什麼樣子，後來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的
巨大變化，」基辛格說。他表示，中國現階段的發展面
臨全新的社會環境，中國將會在新一屆領導集體帶領下
進入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發展時期。

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和創新，施密特表示樂觀。
「中國在過去 30 年中在科研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我

有理由相信，也許中國人會成功研製出治療帕金森綜合
症的藥物，就像他們成功把宇航員送入太空一樣。」他
半開玩笑地說。

針對中國的發展引起的一些爭議，施密特表示，中
國是世界上主要大國中最和平的國家，中國的崛起不會
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 「回顧中國的歷史，我們發現中
國從來不是一個殖民國家，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從沒有侵
佔他國領土的傳統，我相信這一傳統不會改變，」施密
特說。

基辛格則對中國的崛起可能引起中西方之間、尤其
是中美之間衝突的看法作出回應。基辛格強調，美國和
中國應共同尋找加強合作、解決問題的方法，而衝突不
會給兩國和世界帶來任何好處。

「尊重與合作，這是全世界都應盡快學會的兩個關
鍵詞。」施密特總結道。 （新華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三十日消息：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30 日上午在中南
海與愛滋病感染者、愛滋病致孤兒童、上訪人員、
醫務人員、科研人員、志願者和有關國際組織代表
座談。

溫家寶說，我擔任總理十年來，每年都參加愛滋
病防治活動，多次到地方考察愛滋病防治工作，看望
愛滋病患者和家庭，還和他們一起過春節，邀請患兒
和孤兒來中南海做客。這次參加座談的不少人我們都
曾見過面，有的已是多年的老朋友。

溫家寶動情地說，每當看到失去父母的孤兒、遭

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和貧困的病人家庭，我都切實感受
到愛滋病給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帶來的危害，感到政
府的責任重大；看到當年的患者經過治療正在康復，
當年的孩子已長大成人，我十分欣慰；看到為防治愛
滋病做出貢獻的專家、醫務人員和志願者，一直在默
默堅守、不懈努力，我十分欽佩；也有一些當年見過
的感染者和患者不在人世了，想起他們，總覺得我們
的工作還應做得更細些、更好些。

座談會上，溫家寶認真聽取了大家介紹的情況和
提出的建議，並就下一步愛滋病防治工作提出了意
見。

以 「行動起來，向 『零』愛
滋邁進」為主題的第 25 個世界愛
滋病日來臨。中國官方和民間組
織開展了一系列防愛活動。然而

，醫學、法律、社會學界及民間組織直指中國
全面防愛首先仍需撞倒歧視 「高牆」。

就在世界愛滋病日前夕，江西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小齊一紙訴狀，把拒絕錄用他的進賢縣
教育部門告上法庭，這也是中國第四例愛滋病
就業歧視公開維權案。

李克強帶頭「零歧視」
而此前一則攜帶愛滋病病毒的肺癌患者求

醫遭拒，私改病歷隱瞞病情接受手術的新聞，
已引起中國社會消除愛滋病歧視大討論。國務
院副總理李克強看到報道後十分關心，立即要
求採取切實措施，保障愛滋病病人接受醫療救
治的權利，不得歧視、推諉，同時保障接診醫
務人員自身安全。

中國的《愛滋病防治條例》規定，愛滋病病
毒感染者、愛滋病病人及其家屬享有的婚姻、
就業、就醫、入學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醫
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病人是愛滋病病人或愛滋病
病毒感染者而拒絕對其進行其他疾病的治療。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近日在與防愛民間組
織代表座談時，與愛滋病感染者一一握手。他
說，今天的發言要 「零歧視」，大家自由發言
，多講問題，多提建議。他還說，目前愛滋病
雖然還無法根治，但可防可控，要消除對愛滋
病不必要的恐懼心理。

政府需修改歧視性法例
代理四起愛滋就業歧視案的六位律師於

29 日共同向國務院法制辦寄送了一封建議信
，要求審查《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
）》，刪除其中的 「愛滋病不合格條款」，保
護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平等就業權。

北京協和醫院腸外腸內營養科副主任陳偉
認為， 「愛滋病就是一個慢性病，中國社會現
在的問題不僅是對疾病的不理解，還有對患者
群體的不理解。」

中國性病愛滋病防治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沈潔介紹說，絕大多數醫院都有接診愛滋病病
人醫護人員應急措施，但在實際情況中，執行
起來依然缺乏保障，特別是在邊遠地區。

「天下公」公益組織執行主任于方強建議，
政府部門帶頭修改歧視性政策條款，並出資進
行大規模防愛滋宣傳。 「這對消除全社會愛滋
病歧視將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新華社）

▲習近平在志願者組織工作室 「奮進號之家」 同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志願者和社會組織工作人員親切
交談 新華社

世行行長金墉：
中國經濟強勁令人鼓舞

基辛格對話施密特
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巨變

海外觀點

溫家寶主持防愛滋病座談
情牽病人 肯定醫護 關注防治

習近平探望愛滋患者

▲29日，德國漢堡，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左）與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右）在對話現場 新華社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30日下午與媒體就本次訪華
成果進行交流 扈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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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愛滋病感染者親切握手交談 新華社▲溫家寶在會場與愛滋病感染者握手交談 新華社

▲重慶江北區綠葉義工志願者在展示紅絲帶 新華社

▲紅絲帶因你更美麗。實驗室工作人員李萍在查看送檢
血樣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