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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人感染艾滋病毒（HIV），这种病毒会导致艾滋病(AIDS)。
如果有正确的药物和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艾滋病毒感染者也可以健康地生活、
工作和组建家庭。工人也可以帮助阻止艾滋病毒传播——拒绝不安全的性行为、
定期接受病毒检测、在工厂开展相关教育和预防计划，并帮助感染者尽可能久地
保住工作岗位。

人们很多时间都在工作，所以工厂应制定全面的“抗艾计划”，包括： 

• 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毒检测，或者允许工人请假去做检测。

• 采取不歧视感染艾滋病毒的工人的政策。

• 安全培训，以减少因工作中的事故或伤害而导致感染的风险。

• 允许感染病毒的工人请假照顾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 为所有工人及其家人提供有关艾滋病毒预防、传播和服务的信息，包括相
关咨询、检测和治疗的信息。

• 支持更安全的性行为，例如免费发放安全套。

30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艾滋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419

关于艾滋病毒 你需要知道什么

艾滋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会导致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虽然目前还没有可以消除艾滋病毒的药物，但感染者仍有办法可以长期健康生
活：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需要时得到及时的医疗护理，吃有营养的食品，
喝干净的水，有良好的居住条件，并获得情感和精神支持。

如果不治疗，艾滋病毒就会慢慢破坏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对抗感染和
让人从疾病中恢复的系统。过度劳累、营养不良、疾病和接触某些化学品也会
削弱免疫系统。如果没有治疗和适当的护理，艾滋病毒感染者通常会出现严重
的健康问题和疾病，例如结核病（肺结核）和肺炎。如果免疫系统过于虚弱，不
再能够对抗疾病或使人恢复健康，人就会死亡。但如果诊断出艾滋病毒并开始
治疗，艾滋病是可以防止的。

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看起来或自我感觉很健康。没有感染的人也可能出现
类似艾滋病毒感染的症状。确定是否感染的唯一方法是做检测。

感染艾滋病毒的症状

感染艾滋病毒后，患者可能很多年都没有生病的迹象。发病后首先出现的
症状通常包括：

• 颈部、腋窝或腹股沟淋巴腺肿大

• 经常发烧和盗汗

• 体重减轻

• 疲劳

• 胃口减少

• 腹泻

• 口中有白斑（鹅口疮）

• 女性经常出现阴道酵母菌感染

但其他问题也可能引起这些症状。一旦发现这些症状，应马上做艾滋病毒
检测。如果真的感染，也可以在体质尚好时及早开始治疗。

有工作我们才能继续生活，才能有钱买食物和药品。

身体健康并且能够获得抗艾药物的话，我们就可以

像没有感染病毒的工人一样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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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如何传染

艾滋病毒存在于体液之中，包括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和母乳。如果感染
者的这些体液进入另一个人体内，病毒就会传播。可能的情况包括：

艾滋病毒不会存在于其他体液中——如汗液、眼泪或唾液。病毒在人体
外——如空气或水中，只能存活几分钟。 

以下情况不会传染艾滋病毒：

• 共用杯子、餐具、椅子、工具、工作台或电话。

• 分享食物和饮料。

• 共用浴室。

• 触摸、拥抱或接吻。

• 打喷嚏或咳嗽（艾滋病毒不会像流感或结核病那样传播）。

• 蚊虫叮咬（艾滋病病毒不会像疟疾那样传播）。

感染者的血液接触他人
的伤口或创面。

孕妇感染艾滋病毒
或已感染的女性怀
孕都可以将病毒传
给胎儿。艾滋病病毒
也可以通过母乳喂
养传播。

艾滋病毒感染者与他人

发生性关系且没有使用

安全套。

没有彻底消毒的针头或其他

工具刺穿或割破皮肤。

有些血库的血液没有检
测艾滋病毒，这些血液
输给他人后也可能导致
艾滋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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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

有助保护你和伴侣免受艾

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

感染。

女性比男性的感染风险更大

和男性相比，女性更难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工
厂老板、丈夫和男朋友都希望年轻女性能够顺从。男性通常不愿倾听女性对性
健康的担忧。男性拒绝使用安全套时，很多女性都对拒绝性行为感到无能为
力。

相比男性，女性更容易受到强奸和性侵的伤害。如果
性行为是强迫的，女性生殖器经常会受伤。如果施暴者感
染了艾滋病毒，很容易经过阴道伤口传染给女性（详见“遭
强奸后的急救”一节）。

不使用安全套也会增加患上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患有其他性传播疾病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因为前
者常常会导致生殖器疱疹。有关预防和治疗性传播疾病的
信息，可参阅“有关计划生育和性传播疾病的教育”一节。

艾滋病毒检测

确定是否感染艾滋病毒的唯一方法是接受检测。检测类型有两种：一种是
病毒检测，查看血液中是否有病毒，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出结果，费用更高，但更
可靠；另一种是抗体检测（快速检测），查看人体对艾滋病毒的反应，不到1小
时就能出结果，而且更便宜。

病毒进入人体后，需要1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检测出来。如果你认为自己可
能接触了艾滋病毒，但没有检测到感染，那最好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期间一定
要使用安全套。如果病毒存在于一个人体内，即使检测不出，也可以传染给另
一个人。

许多社区都提供免费的快速检测服务。如果快速检测的结果是阳性，诊所
或卫生工作者通常会再做一次病毒检测来
确诊。

艾滋病毒检测应该：

• 免费或低价。

• 自愿——不应强迫任何人接受艾滋病
毒检测。

• 保密——结果应该只让接受检测者知
道，不应告诉老板！

既然你希望自己的隐私得

到尊重，那就应该尊重他

人的隐私。不要传播关于

他人的谣言或“八卦”。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422	 艾滋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咨询也是检测的一部分

咨询员会在你接受检测之前解释检测原理并回答相关问题。结果出来后，
咨询员会在私密空间与你会面并解释结果。如果结果显示你感染了艾滋病毒，
咨询员会提供你所属社区的诊所、治疗、支持小组和其他服务信息。虽然艾滋
病毒无法治愈，但可以控制，所以你仍然可以积极健康地生活。

从社区中得到支持

生病的人如果得到来自家人、同事和社区的关爱、支持和理解，就会感觉
更好，病情也更容易好转。艾滋病毒感染者需要得到的支持包括：善待和尊
重，支持他们争取不受歧视和免费治疗，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不要背
后议论他们或传播“八卦”。

控制艾滋病毒的药物

一旦检测出艾滋病毒感染，就要寻找护理和治疗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提供
保持健康所需的资源。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的药物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
使其可以对抗病毒，但少量艾滋病毒将始终隐藏在感染者体内。

如果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患者每天至少要服用3种抗逆转录病毒药
物。药物可能因患者所在地而异。药物可能合并成1颗药丸，也可能是3颗单独
的药丸。但相同的是，一旦开始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患者必须每天同一时间
服用。服药后患者体重会增加，看起来和感觉上也会更健康。但是，如果停药、漏
服或是在错误的时间服用，艾滋病毒就会变得更强，让患者健康恶化。

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也应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这可以让她们更健康，
还可以避免胎儿感染病毒。

另外患者可以每天服用复方新诺明来预防其他病菌的感染。艾滋病毒治
疗方案通常会包括复方新诺明。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药物越来越便宜，也越来越容易获得。政府和工厂诊
所都有可能免费或低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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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中的艾滋病毒

如果艾滋病毒感染者在社区或工作场所面临排挤，那他们会更难获得治
疗和过上健康生活。排挤意味着人们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有着消极的观念、态度
和行为。排挤的行为包括羞辱、欺负和非议，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排挤产生的原
因来自对艾滋病毒的恐惧和误解，它也会迫使患者隐藏感染情况。

感染艾滋病毒的工人也面临老板的歧视。在一些地方，雇主会要求求职者
做艾滋病毒检测。还有雇主会解雇艾滋病毒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如果艾滋
病毒感染者无法获得或保住工作，他们就更难获得治疗或保持健康。

有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即使能保住工作，也仍然可能面临歧视——例如没有
获得健康保险、加薪和晋升的机会，甚至被禁止使用厕所。更多有关歧视的信
息，请参阅第21章。 

对艾滋病毒的恐惧使人们无法照顾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你怎么知道没

有？我可不想

得病。

老板解雇玛丽亚是不公

平的。她没有发病，而

且有2个孩子要养。

你不能这么说玛丽

亚。即使她感染了艾

滋病毒，也不会在工

厂里传染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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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参加者分成两人一组，让他们讨论工厂中对艾滋病毒传染的恐惧。然
后让他们把担忧的东西写到黑板上。如有必要，事先想好如何引发讨
论。

2. 从列表中选择一项来做角色扮演（关于“角色扮演”，本书22章有介绍）。
例如，如果选出的是“握手”，那就表演艾滋病毒感染者在和主管打招呼
时伸出手来打算握手。对方的反应会是什么？为什么人们认为这种接触
会传染艾滋病毒？让参与者探讨他们恐惧的真正原因。

3. 共同回顾前面几节中关于艾滋病毒的信息，重点注意艾滋病毒的传播途
径以及哪些行为不会传染。之后再问参与者是否仍然认为黑板上列出的
东西都会导致艾滋病毒传染。

活动 艾滋病毒不会在工作中传染

注意：上面列表中唯一可能导致艾滋病毒传染的是“尖锐物品”。如果
尖锐物品扎伤病毒感染者并导致出血，那就会有传染风险。如果讨论中
出现这点，应谈谈艾滋病毒如何通过血液接触传播以及如何使用手套
或塑料袋来防止传染。有关如何安全地为受伤出血的工人提供急救，请
参阅“机器伤害的急救”一节。遭遇强奸或强迫性行为，也有感染艾滋
病毒的风险，详见22章“遭强奸后的急救”一节。

坐在一起

共用厕所

有人受伤

握手
汗液、唾液或眼泪

共用肥皂

共用杯子

共用餐具

尖锐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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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艾滋病毒的工人可以做到继续工作而不给其他工人带来风险。像对
待其他残障人士一样，我们也可以创造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安全的工作场所。虽
然过度劳累、不安全的设备、肮脏的卫生间、糟糕的食物、通风不良等危险对所
有工人都是问题，但它们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尤为有害。艾滋病毒感染者更容易
生病，也更容易死于常见疾病。为艾滋病毒感
染者改善工作条件也会令其他工人受益。

1. 列出工人在工厂面临的工作危险。

2. 让参与者比较每种危险对健康工人和艾
滋病毒感染者的影响有何不同。也可以用
此活动来讨论某些危险对孕妇、身体或精
神残障者以及其他弱势工人的影响。

健康工人 感染艾滋病毒的工人

机器伤害 • 受伤
• 工伤
• 截肢

• 和健康工人一样
• 其他工人有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
• 可能没人愿意提供急救

化学品和粉尘 • 刺激物
• 哮喘
• 咳嗽

• 与健康人的免疫系统反应相同
• 可能反应更严重

过度劳累 • 累
• 力竭 
• 压力

• 相同
• 可能更严重

没有水 所有人都需要水 更容易脱水
肮脏的卫生间 污垢会让每个人生病 可能病得很重，甚至死于水或厕所中

的病菌
不健康饮食 • 饿

• 累
• 头晕

• 和健康人一样
• 营养摄入不够可能会严重生病

肺结核 • 严重生病
• 需要治疗

• 更容易得结核病
• 更容易死于结核病

活动 艾滋病毒导致障碍，但不意味着完全丧失能力

机器伤害
化学品和粉尘

过度劳累
没有水

肮脏的卫生间
肺结核 

不健康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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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中的抗艾计划

你的团体或工会可以在工厂和社区中就艾滋病毒的传播和预防提供教育。
可以让成员学习如何纠正对于艾滋病毒的错误观念，分发免费安全套，以及为提
供艾滋病毒检测和药物的组织做宣传。你们还可以去帮助艾滋病毒感染者获得
治疗和服务，使他们过上健康长寿的生活并为社区做出贡献。

艾滋病毒感染者在工作场所的权利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社会保
障公约（第102号）、职业安全与健康公约（第155号）和艾滋病毒和艾滋
病建议书（第200号），雇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 将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视为工作场所中的议题。

• 采取措施限制艾滋病毒的传播和影响。

• 消除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不能要求求职者做艾滋病毒检测，
也不能辞退感染艾滋病毒的工人。

• 为所有工人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并尽可能满足艾滋病毒感染
者的需求。

• 通过信息和教育来预防艾滋病毒。

• 提供医疗保健，包括为感染艾滋病毒的工人提供治疗。

• 为艾滋病毒的治疗、护理和支持提供便利。

关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促进工人权利的国际组织所发挥的作用，详
见附录A。

培训教育伙伴

“适当的健康技术计划（PATH）”培训我们成为
工厂中的抗艾教育伙伴。我们学习了有关艾滋病毒预
防、检测和安全套的知识。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工厂门
前的空间，让我们分发并解释如何使用安全套，以及
分发关于社区抗艾计划的宣传材料。有时我们也去镇
上给工人的家人讲解。

免费性病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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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的抗艾计划

有些计划的重点是向雇主展示保持工人健康如何令他们受益，另一些则
关注工人的健康权。在艾滋病毒感染者较多的地方，抗艾计划可以减少人员流
动并保持生产质量。

工厂的抗艾综合计划应包括：

• 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毒检测，或者让工人可以请假去做检测。

• 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保密。

• 禁止歧视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政策。

• 安全和健康实践培训，以减少事故发生时的感染风险。如果事故导致血
液暴露，工厂应提供暴露后的预防治疗（参见《妇女身边的医生》）。

• 允许感染艾滋病毒的工人请假去照顾自己或家人的健康。

• 关于艾滋病毒预防、传播和治疗的免费讲座。

• 支持安全性行为，如发放免费安全套。

• 为所有工人及其家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包括艾滋病毒的咨询、检测和
治疗。

• 提供结核病的检测、治疗和预防，因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常常患有结核病
（详见第31章）。

工厂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买单

因为越来越多工人和管理层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大众汽车制造公司的
巴西工厂于1996年开始实施一项抗艾计划。和大多数类似计划一样，它包
括艾滋病毒检测。大众汽车为感染者提供的治疗方案包括专家治疗、免费
药物、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临床监测、家庭护理以及重返工作岗位的协助。

该计划还为工人的家人提供检测、治疗和支持。有了这些治疗和支
持，几乎90％的感染者都能正常生活，没有出现艾滋病症状。该计划的另
一部分是强有力的教育工作。计划邀请工人接受有关艾滋病毒的培训，然
后支持他们与同事分享信息。许多公司都不敢在抗艾计划中包括免费或有
补贴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但大众汽车的计划（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抗艾
计划）证明，让感染艾滋病毒的熟练工人保持健康，比经常雇用新人更节
省资金。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