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县（市）区疾控中心及各医疗机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定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在全市范
围组织开展“艾滋病检测月”和“性病防治宣传周”系列活动,动员有易感染艾滋病性病危险行为的重点人群主动接受检测。故
意传播艾滋病要承担法律责任。 咨询电话：8861336

今年主题意在强调包括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社会组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社区的优势和作用，强调个人健康
责任意识，与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共同防控艾滋病和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为遏制艾滋病流行和健康中国建设作出贡献。

（一）艾滋病病毒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
婴三种途径传播。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血液、精
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伤口渗出液中含有大
量艾滋病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性接触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
径。艾滋病病毒可通过性交（阴道交、口交、
肛交）的方式在男女之间或男男之间传播。
离开人体后，艾滋病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
力较弱，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病
毒。

◎艾滋病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
具、卧具、游泳池或浴池等公共设施传播。

◎咳嗽和打喷嚏不传播艾滋病。
◎蚊虫叮咬不会感染艾滋病。
（二）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

险，必须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
◎性病患者或患有生殖器脓疮、溃疡、

炎症的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也容易将病毒
传染给他人。及早发现和规范治疗性病和
各种生殖器感染，可以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
病的危险。

◎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时，要尽早检查、
及时治疗，争取治愈，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
接触的人接受检查和治疗。

（三）避免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可有效
预防艾滋病病毒经血液传播。

◎共用注射器注射吸毒是造成艾滋病
感染的高危行为。不要共用注射器。使用
清洁注射器或严格消毒的注射器，可有效减
少因注射吸毒经血传播艾滋病的机会。

◎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合成毒品（冰毒、

摇头丸、K 粉等）虽然不以注射吸毒为主要
方式，但是滥用这些毒品会降低自己的防风
险意识，性伴数量和不安全性行为的频率会
增加，也会间接地增大HIV和性病传染的风
险。

（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应及
时采取医学手段阻止艾滋病病毒传给婴儿。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怀孕妇女要在
医生的指导下，采取孕期和产时服用抗病毒
药物、住院分娩减少损伤性危险操作以及产
后避免母乳喂养等预防传播的措施，可大大
减少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胎儿或婴儿的机
会。

（五）艾滋病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掌
握预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作好自身防护，
才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卖淫、嫖娼、吸毒等活动是艾滋病传
播的重要危险行为。

◎多性伴且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可极大
地增加感染、传播艾滋病和性病的危险。

◎从青少年起，应树立健康的恋爱、婚
姻、家庭及性观念，这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
性病传播的治本之策。

（六）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效
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经性途径传播。

（七）72小时内使用暴露后预防用药可
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

发生暴露后，比如破损手指沾染艾滋病
人的血液、同HIV感染者发生了无保护的性
行为，可以使用暴露后预防用药。暴露后预
防用药可以有效降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
险。

艾滋病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
远。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
高的严重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
疫苗预防。

2018年我国报告新发现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14.9万例，
其中性传播比例超过90%。平均每
小时新发现 17 例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艾滋病病人。

感染艾滋病会给生活带来巨大影
响，需要终身规律服药，精神压力增大。
病毒会缓慢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若不坚
持规范治疗，发病后病情发展迅速。

发病后的常见症状包括：皮肤、
黏膜出现感染，出现单纯疱疹、带状疱
疹、血疱、淤血斑等；持续性发热；肺
炎、肺结核、咳嗽、呼吸困难、持续性腹
泻、便血、肝脾肿大、并发恶性肿瘤等。

关注焦作疾控微信公众号
学习更多艾滋病知识

（一）艾滋病人自愿咨询检测是及早发
现感染者和病人的重要措施。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发病前外表与
正常人无异，决不能从一个人外表是否健康
来判断其是否感染艾滋病。有过高危性行
为、共用注射器吸毒、卖血、怀疑接受过不安
全输血或注射的人以及艾滋病高发地区的
孕产妇，要主动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门诊（室）进行
咨询检测。

◎国家实施免费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
测。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的人员，可
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
指定的医疗机构得到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
毒抗体初筛检测。

◎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国家
对个人接受自愿咨询检测的信息完全保密。

◎艾滋病病毒窗口期是指从HIV感染
人体到感染者血清中的HIV抗体、抗原或核
酸等感染标志物能被检测出之前的时期。

请注意，在窗口期的血液已有感染性。现有
的诊断技术检测HIV抗体、抗原或核酸的窗
口期分别为感染后的3周、2周和1周左右。

因此，需要注意自己检测的时间要在窗
口期过后，具体可咨询当地的自愿咨询检测
门诊。

（二）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病
毒治疗可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
播。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体内病毒复制

即开始，会损害全身多个器官。已有的抗病
毒药物和治疗方法，虽不能治愈艾滋病，但
实施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可有效抑制病毒复
制，降低传播危险，延缓发病，延长生命，提
高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国家实施免费的艾滋病病毒抗病毒
治疗，对于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
均建议实施抗病毒治疗，即实行“发现即治
疗”。

—————————— 艾滋病的预防 ——————————

艾滋病的危害

—————————— 艾滋病的检测与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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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和治理体
系。也就是说，国家治理遵循的是马
克思主义国家原理，是政治“统治”
与社会“管理”的有机结合。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
场、人民立场和科学立场，这三大立
场是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发展的根本。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就
要强调国家治理的政治性，要在坚持
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基础上推进治理
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
能偏离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强调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
贯坚持的立场，在实现共产主义之
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保持人民民
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就
要强调国家治理的人民性，要以人民
为中心进行治理。坚持国家治理的人
民性，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国
家治理的主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治
理国家的主体作用。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就
要强调国家治理的唯物史观，坚定不
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
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是历史的选择。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
中，我们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走
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
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
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

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
广泛的现实基础。我们要沿着这条正
确的政治发展道路走下去，不能偏
离，不能脱离，更不能背离。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国家治理问题上，马克思主义
为我们提供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广阔的思维空间。马
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将为人类提供最
大限度的自由时间，在公有制基础上
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为人们创造出最
大化的自由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
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
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
天地。这一自由时间理论告诉我们：
首先，国家治理一定要为公民参与政
治提供更多的时间，给予人们更多的
参与政治、了解政治、学习政治知识
和掌握政治技巧的时间。其次，国家
治理一定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人民利
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
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
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
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
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
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
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
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
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
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
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
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
广泛商量。”实现这样的协商，就需要
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在协商民主制度
下，协商主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
是平等的，是可以进行充分讨论的；
协商的结果必须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
共识或者交叉共识、重叠共识，不能
是与协商主体看法毫无关联的意见。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

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社会
基本矛盾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生产

力发展了，一定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
革；生产关系变革了，必然会造成经
济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变化了，一
定会引起上层建筑的调整。不仅如
此，改革的方向和趋势也是由社会基
本矛盾运动决定的。也就是说，今天
这样改而不是那样改，是由社会基本
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正是由于
科学地掌握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
质和状况，我们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
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才能够
紧紧扭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
子”，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以更
有力的举措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

坚持阶级分析法。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
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应当坚持阶级分析法。
有了这一方法，我们就能坚持住治国
理政的根本，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制度
化、资本主义化。坚持阶级分析方法
要做到：国家治理中始终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
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主心骨。发挥好工人阶
级作为我国的领导阶级、先进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我们党最坚实最
可靠的阶级基础的作用，把工人阶级
治理国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工人
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作用得以更加充
分的发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
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农村治理
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把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
阶层新人群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
中，不能让他们游离在体系之外。要
认真研究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
子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策诉
求，分析哪些是共性需求、哪些是个
性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作者单位：焦作市委党校）

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刘新伟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习近平总书记是
讲故事的大家，无论是会议上的发言、调研时
的谈话，还是出访时的演讲、报刊上的文章，
他都善于用故事来传达深意、感染他人。认真
阅读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故事，领悟这些事例的内
涵，深刻懂得党员、干部要守好初心，担好使
命，必须信念坚定，谦虚谨慎，持之以恒，努力
为人民办好民生实事。

故事一：信仰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2010 年秋季学期

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讲到“信仰的力量”
的故事。他说，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在生死
考验面前之所以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
因为他们对崇高的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
移。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
将家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中有
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革命前辈们为什么
能够无私无畏地英勇献身？就是为了实现崇高的
革命理想，为了坚守崇高的政治信仰，为了在中
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 《清贫》，
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
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
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

信仰，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字眼。“信仰的
力量”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高擎理想的旗帜，
才能坚定前行的脚步；只有燃烧信念的火炬，才
能充满奋斗的激情。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从根本上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陈望道潜心翻译《共产党宣
言》，竟将墨汁当成红糖吃掉而浑然不觉，体现
出精神之甘、信仰之甜。

内心充满光芒和正能量，行动才有力量和目
标。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激励着广大党
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守初心，
担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近年来，全国涌
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谷文昌、廖俊波、王
继才、张富清、黄文秀……，他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心中有党，眼中有群众，干事业拼
尽全力，为群众鞠躬尽瘁，用行动践行了入党时的铮铮誓
言。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
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
茫、精神迷失。党员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就好比航行
在海上的船失去了方向，就好像得了软骨病的人永远不能
挺直了腰板走路。因此，领导干部要经常学习理论知识，
充实自己的大脑，不能做“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应保持学习状态，坚持学
习、主动学习、善于学习，补足精神食粮，守好入党时的
初心。

故事二：三命而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6月28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讲到“三命而俯”的故事。他说，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
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
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
莫余敢侮。饣亶 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意是说，每
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

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
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三命而俯”的故
事告诉我们，为人处事要懂得“谦虚低调、清
正谨慎”的道理。这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
是一种传统的处事智慧和人格魅力，也是一种
战胜自我的豁达和大度，是一种拒绝庸俗的超
脱和清醒。

道理简单明了，真正做到并非易事。大量
事实证明，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陷入腐化堕落
的泥坑不能自拔，就是因为失去了这种豁达和
大度，迷失了这种超脱和清醒，官本位思想严
重，权力观扭曲，处处摆出一副至高无上、唯
我独尊的架势，盛气凌人，滥权妄为，最终成
为人民的罪人。

为政之要在于廉洁，廉洁之本在于自律。
“三命而俯”的故事提醒党员领导干部，要守好
初心，正确看待职位升迁。权力越大，责任越
重，越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把权力看淡，把官
位看小，把责任看大，把防微杜渐的功课做
足，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严防蚁穴之
害，严防煮蛙之祸，严防破窗之患，在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的心境中走好自己的从政路。要
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做到心中有
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故事三：不贪一时之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月12日中央党校

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讲到“不贪一时
之功”的故事。他说，山西右玉县地处毛乌素
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
贫瘠的不毛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县
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开始治沙造林。60 多年
来，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县委一任接着一
任、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
干，使绿化率由当年的百分之零点三上升到现
在的百分之五十三，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
洲。

做大事就要“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
名”。右玉的县委书记们有“功成不必在我”的

精神境界，有“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他们的故事
告诉我们，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处理好

“大我”和“小我”的关系，处理好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
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要保持历史耐心，发扬钉钉
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要贪一时
之功，而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
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
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以十年树
木的眼量和胸怀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基础性工作，创造出
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在滚滚历史长河中，有什
么可以历经岁月流转而更加熠熠生辉呢？山西右玉县的故
事给出了答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守好初心，就要坚定理想信念，权为
民所用，心系人民、情系人民，立足岗位苦干担当，做到
对党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在接续奋斗中成就无私

“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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