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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成都市青年学生艾滋病流行状况ꎬ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对成都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报告职业为学生、年龄>１５ 岁的 ＨＩＶ 感染者 / ＡＩＤＳ 病人数据进行回顾

性分析ꎮ 结果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共报告学生 ＨＩＶ 感染者 / ＡＩＤＳ 病人 ５５９ 例ꎬ平均年龄为(２０.８４±２.４１)岁ꎬ男性占 ９８.６％(５５１
例)ꎬ女性占 １.４％(８ 例)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各年报告的学生病例数呈上升趋势ꎬ占当年报告总数的比例无上升趋势( χ２ ＝
３.５０ꎬＰ＝ ０.４７８)ꎮ 性传播占 ９８.９％ꎬ其中同性传播占 ７８.２％ꎬ学生中同性传播的比例(７８.２％)高于成都市同期总体疫情同

性传播比例(２７.１％)(χ２ ＝ ６５８.３１ꎬＰ<０.０１)ꎮ ５５９ 例病例通过自愿检测( ＶＣＴ)发现的占 ４８.１％ꎬ其他就诊者占 ２３.８％ꎬ性病

门诊占 １４.４％ꎮ 结论　 成都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数增长较快ꎬ同性性行为是主要传播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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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ꎬ我国 １５ 岁以上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呈现逐
年稳步快速上升趋势[１] ꎮ 全国青年学生的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报告例数及其占当年全人群病例报告总数的比例有
所上升ꎬ但 ＨＩＶ 感染率总体维持在较低水平[２] ꎮ 成都
市青年学生性传播报告率较高ꎬ首次性行为安全套使
用率低ꎬ引起艾滋病传播和流行的危险因素广泛存
在[３] ꎮ 为了解成都市学生艾滋病疫情状况ꎬ为下一步
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ꎬ本研究对成都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报告的学生 ＨＩＶ 感染者 / ＡＩＤＳ 患者数
据进行分析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成都市在全国艾滋病综
合防治信息系统艾滋病防疫情网络直报中ꎬ年龄>１５
岁、职业为学生的 ＨＩＶ 感染者 / ＡＩＤＳ 病例为对象ꎬ共
５５９ 例ꎬ其中 ＨＩＶ 感染者 ４９７ 例ꎬＡＩＤＳ 病人 ６２ 例ꎬ死

亡 ３ 例ꎻ男性 ５５１ 例ꎬ女性 ８ 例ꎮ 报告时年龄 １５ ~ ３０
岁ꎬ平均年龄(２０.８４ ± ２.４１) 岁ꎬ其中 １５ ~ １９ 岁的 １６６
例(２９.７％)ꎬ２０ ~ ２４ 岁 ３５２ 例(６３.０％)ꎬ ２５ ~ ３０ 岁的
４０ 例(７.２％)ꎬ３０ 岁以上的 １ 例(０.２％)ꎮ
１.２　 方法　 从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系统中的疫情数
据库中导出相关信息ꎬ剔除重复报告的病例卡片ꎬ并
对有逻辑错误的卡片重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核实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和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统计软件ꎬ采用描述分
析、χ２ 检验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时间分布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报告学生病例占当年
报告全人群病例数的比例分别为 ３.１％ (６７ / ２ １５９)ꎬ
３.３％( ８９ / ２ ６６０ )ꎬ ４. ０％ ( １１８ / ２ ９４４ )ꎬ ３. ５％ ( １２８ /
３ ６３８)ꎬ３.７％ (１５７ / ４ ２４３)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学生病例
数占当年报告总数的比例无明显上升趋势( χ２ ＝ ３.５０ꎬ
Ｐ ＝ ０.４７８)ꎮ
２.２　 学校分布　 在报告的 ５５９ 例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人中ꎬ
２１３ 例因在流行病学调查时ꎬ拒绝提供就读学校名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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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无法获得学校信息ꎬ占 ３８.１％ꎻ２１９ 例为大学生ꎬ占
３９.２％ꎻ１０３ 例为大专生ꎬ占 １８.４％ꎻ ２４ 例为中学生ꎬ占
４.３％ꎮ 涉及成都市本地学校 １４３ 所ꎬ共报告 １９７ 例ꎬ
市外学校 １４ 例ꎬ省外学校 ８ 例ꎮ
２.３　 传播途径　 在报告的 ５５９ 例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人中ꎬ
以性传播途径为主ꎬ性传播途径 ５ 年合计报告病例数
占学生报告病例总数的比例为 ９８.９％ (５５３ / ５５９)ꎬ其
中同 性 传 播 ４３７ 例 ( ７８. ２％)ꎬ 异 性 传 播 １１６ 例
(２０.８％)ꎬ传播途径不详 ６ 例(１.０％)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学生同性传播病例数占当年学生
报告总数的比例呈上升趋势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４.４８ꎬＰ ＝ ０.００６)ꎮ 学生中同性传播比例(７８.２％) 高
于全部报告病例同性传播比例(２７.１％) (χ２ ＝ ６５８.３１ꎬ
Ｐ<０.０１)ꎮ 学生同性传播病例中ꎬ自我报告有同性性
行为的有 ３８５ 例ꎬ其中最多与 ３０ 人有过同性性行为ꎬ
平均与 ４ 人有过同性性行为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学生异性传播病例数占当年学生
报告总数的比例呈上升趋势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４.３９ꎬＰ ＝ ０.００６)ꎮ 在异性传播的 １１６ 例中ꎬ报告有非
婚性行为的有 ９９ 例ꎬ其中最多与 １０ 人有过非婚性行
为ꎬ平均与 １.５ 人有过非婚性行为ꎮ 见表 １ꎮ
２.４　 发现途径　 在报告的 ５５９ 例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人中ꎬ
来源于自愿咨询检测的 ２６９ 例ꎬ占 ４８.１％ꎻ其他就诊者
检测 １３３ 例ꎬ占 ２３.８％ꎻ性病门诊就诊者检测 ８６ 例ꎬ占
１４.４％ꎻ无偿献血检测 ４３ 例ꎬ占 ７.７％ꎻ其他来源检测
２３ 例ꎬ占 ４.１％ꎻ专题调查 ５ 例ꎬ占 ０.９％ꎮ

表 １　 成都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学生

与总体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疫情性传播构成

年份

学生疫情

病例

数

同性

传播数

异性

传播数

总体疫情

病例

数

同性

传播数

异性

传播数
２０１１ ６７ ５４(８０.６) １２(１７.９) ２ １５９ ６０８(２８.２) １ ３２３(６１.３)
２０１２ ８９ ５７(６４.０) ３１(３４.８) ２ ６６０ ７１３(２６.８) １ ７８４(６７.１)
２０１３ １１８ ９０(７６.３) ２６(２２.０) ２ ９４４ ８２４(２８.０) ２ ０３１(６９.０)
２０１４ １２８ １０６(８９.８) ２２(１７.２) ３ ６３８ １ ０６１(２９.２) ２ ４７４(６８.０)
２０１５ １５７ １３０(８２.８) ２５(１５.９) ４ ２４３ １ ２３１(２９.０) ２ ９４４(６９.４)
合计 ５５９ ４３７(７８.２) １１６(２０.８) １５ ６４４ ４ ２３７(２７.１) １０ ５５６(６７.５)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本研究资料显示ꎬ虽然成都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青年

学生艾滋病报告病例占当年报告总数的比例为 ３.６％ꎬ
５ 年间无显著上升趋势ꎬ但增长数较快ꎬ年平均报告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例 １１１ 例ꎬ远高于南京市的 １４ 例[４] 和广
州市的 １０ 例[５] ꎮ 从病例学校分布来看ꎬ覆盖大学、大
专、中学等各类学校ꎬ涉及学校数量较多ꎮ 据调查ꎬ中
学生中性行为的增加ꎬ而对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
式和感染症状的知晓率偏低[６－７] ꎮ 在报告的青年学生
中有 ４.３％为中学生ꎬ应引起重点关注ꎮ 因此ꎬ成都市
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形势不容乐观ꎬ深入开展各类学
校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迫在眉睫ꎮ

从传播途径看ꎬ性传播途径占学生艾滋病传播途
径的 ９８.９％ꎬ不论异性传播和同性传播都呈上升趋势ꎮ
同性性行为是青年学生感染 ＨＩＶ 主要的传播途径ꎬ占
７８.２％ꎬ 高于黑龙江省的 ７７. ５％[８] ꎬ 低于浙江省的
８１.５％[９] ꎮ 杨中荣等[１０]对中国内地大、中学生中男男
性行为者( ＭＳＭ) ＨＩＶ 感染率的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ꎬＭＳＭ
合并的 ＨＩＶ 感染率为 ４.９％ꎬ远高于一般人群ꎮ 何勤
英等[１１]的研究表明ꎬ成都市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 ＨＩＶ
检出率达 ８.９％ꎮ 本研究中ꎬ在报告有同性性行为的病
例中ꎬ最多与 ３０ 人有过同性性行为ꎬ平均与 ４ 人有过
同性性行为ꎮ 郑建东等[１２] 在对北京市大学生男男性
行为人群 ＨＩＶ 感染相关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ꎬ大学
生 ＭＳＭ 者性伴中位数为 ６ 个ꎬ只有 ３３.８％在肛交时坚
持使用安全套ꎬ艾滋病危险行为相当普遍ꎮ 由于学生
群体正值青壮年期ꎬ处于性活跃期ꎬ知识文化水平较
高ꎬ性观念开放ꎬ但自我保护意识差ꎬ加之学生中的男
男性行为者的危险行为和 ＨＩＶ 感染率处于较高水平ꎬ
学生性传播特别是同性性行为传播已成为青年学生
感染 ＨＩＶ 主要传播途径ꎮ 因此ꎬ应加大艾滋病性传播
的宣传干预力度ꎬ并将学生中的男男性行为人群作为
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ꎮ

从发现途径看ꎬ４８.１％的病例通过自愿咨询检测
发现ꎮ 随着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开展ꎬ学生的艾滋
病知识知晓率和主动预防意识得到有效提高[１３－１４] ꎮ
陈莲芬等[１５]调查发现ꎬ高校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最近
一年做过艾滋病检测的达 ５３.９％ꎮ 同时艾滋病自愿咨
询检测工作的推广和加强ꎬ青年学生中的 ＨＩＶ 感染者
被发现的概率增加ꎮ 其次通过其他就诊和性病门诊
就诊等途径发现ꎬ与成都市不断加强艾滋病检测体系
建设有关ꎬ全市已建立艾滋病初筛实验室 １３９ 家ꎬ快速
检测点 ３４１ 个ꎬ艾滋病筛查实验室网络体系建初具规
模ꎬ检测工作基本符合规范ꎬ能够满足艾滋病检测工
作的需要[１６] ꎬ同时还在全市二甲以上医院推行性病门
诊就诊者艾滋病促进检测策略ꎬ有利地提高了检测发
现力度ꎮ

综上所述ꎬ成都市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控工作面临
新的形势和挑战ꎬ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逐年增多ꎬ每
年报告的病例数高于全国其他同类城市ꎬ涉及的各类
学校众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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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关体质中的一部分ꎬ也是保持最佳工作状态所必

须的ꎮ 如今儿童少年身体素质等问题日益突出ꎬ加强

和改善少数民族儿童少年身体素质是让他们健康快

乐成长的重要保障ꎬ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

根本基础ꎮ
据报道显示ꎬ近些年我国少数民族儿童身体素质

呈下降趋势[７－８] ꎮ 新疆哈萨克族与柯尔克孜族青少年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ꎬ身体素质指标总体上呈现出速度素
质、耐力素质下降ꎬ爆发力素质增长的特点[９] ꎮ 藏族
学生的肺活量水平下降ꎬ而爆发力素质、力量素质有
所提高[１０] ꎮ

本调查显示ꎬ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ꎬ维吾尔族、回族、藏
族男、女生总的速度素质趋势是随着年龄增加逐步提
高ꎬ各个年龄段回族儿童少年的速度素质优于维吾尔
族和藏族ꎮ 本研究基于灰色预测中 ＤＧＭ(１ꎬ１)模型
对维吾尔族、回族、藏族进行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的预
测ꎬ结果显示ꎬ３ 个民族的男生速度素质增长幅度大于
女生ꎻ维吾尔族女生速度素质的预测趋势呈增长状
态ꎬ男生为下降状态ꎻ回族儿童少年速度素质预测趋
势均为下降状态ꎻ藏族儿童少年速度素质预测趋势均
为增长状态ꎮ

学生体质的差异是问题的一个方面ꎬ另一方面是
民族文化差异ꎮ 当然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ꎬ各
民族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共性ꎮ 在此基础上ꎬ应该更
全面、深入的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ꎮ 通过跨文
化比较ꎬ确证存在着广泛的跨文化的价值或规律的共
同性ꎮ 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不同民族学生体质和文
化的关系ꎬ探索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内在关
系ꎮ 就少数民族地区而言ꎬ应尊重文化多样性ꎬ并在
此基础上开展文化创新ꎮ

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教育环境、地域环境影
响下生活的青少年ꎬ特别是不同的学校体育教育环境

下的青少年ꎬ表现出不同的体质健康状况ꎬ并呈现出
各自的发展特征和趋势ꎮ 但是面对着少数民族身体
素质下降的事实ꎬ少数民族间差异又不再是一种必
然ꎮ 因此ꎬ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体育工作有待于
进一步加强ꎬ结合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体质的研究 ꎬ
将民族文化和学生体质研究进行有机结合ꎬ提出加强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工作的具体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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