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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自 1985 年發現第一個愛滋病患後，截至目前官方宣稱現存
感染者約 84 萬人，並以每年 40﹪以上的驚人速度成長，位居亞洲第
二位，全球第十四位的國家。聯合國愛滋病防治機構估計，到了 2010
年，中國大陸愛滋病感染人數達到 1000 萬人，屆時將成為中國的國
家性災難。
從河南地區賣血感染愛滋談起
1999 年 11 月，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傳染病科主任、中國艾滋病高
發區的最早發現者桂西恩教授檢查了河南省某村中 155 名賣血者，發
現其中 96 人感染愛滋病病毒，感染率高達 60﹪之後，河南省的愛滋
病情引起了全球對它的強大關注。
河南省，一個窮苦潦倒的省分，地方官員亂攤派、亂收費、亂罰
款，導致農民負擔沉重，逼的農民轉向賣血這條路，利用這種危險而
無奈的交換得到維持生命的鈔票，而這種風氣於八、九十年代期間，
在河南、安徽等中國許多省份的農村掀起賣血潮，據當地居民回憶起
當年的情況，有些村民一個月之內竟然可以賣血達 13 次；有些村民
天天趕場，抽到沒有血管可以抽了；或者是抽到昏倒的情形比比皆
是。1995 年在河南，當時 400 毫升血可賣 45 元，對於窮苦的農民而
言是一筆龐大的數字，因而導致河南地下血站成為賣血者的天堂，而
災難就在這不知不覺回注與皆大歡喜的賺錢中降臨。因為抽血人員把
好幾個人的血放在離心機中，等到血漿分離之後再回注到每個人的血
管，另外與此當時所採用的注射器根本就沒有消毒，就直接插入另一
個人的血管內。就是這種非法抽血的方式導致了災難，愛滋病毒就如
此散發出去。
據官方資料，河南省愛滋病毒感染者之中，有 86.69﹪是透過賣
血感染，其中農民佔 97.22﹪，感染者和病人集中在 38 個貧困村。
1995 年以前由於貧窮靠賣血掙錢的河南上蔡縣農民，在 2001 年衛生
部門檢測具有賣血史的 1233 人中，共檢查出愛滋病毒感染 513 例，
這個國內愛滋病疫情爆發最早、疫情最嚴重的村莊，近年成了國內媒

體關注的焦點。另一個情況嚴重的文樓村，總人口 3172 名中，患愛
滋病者已經高達 900 人，佔總人數近 30﹪，迄今近 100 人因愛滋病
死亡。
其實早在 1994 年，衛生部門就已經獲知賣血者中有愛滋病患者
或攜帶者。當時一批由蘭州出口南韓的血制品中被發現含有愛滋病
毒，原漿就採自於河南。也在這一年，上蔡縣人民接到上海生物製品
所的通知，他們售往上海的血漿中被抽檢出有 2 例攜帶愛滋病毒。然
而政府卻延至 1998 年才關閉了河南的血液採集站，並且一再對外宣
稱疫情尚未嚴重化，一直到了 2004 年 8 月中國政府才首次承認愛滋
病已經造成國家重大負擔，且非法賣血是愛滋病蔓延的原因，而後也
陸續關閉了 49 處血庫機構以遏止賣血活動。
中國愛滋病現狀
除了輸血、賣血感染愛滋病之外，通過針頭注射毒品以及性行為
中不用保險套都使得愛滋病在全中國迅速蔓延。目前愛滋病在中國蔓
延的情形如下：
1、 疫情涉及廣泛：
總共涉及 31 個省、自治區與直轄市，其中沿海、沿邊以及
大城市的情形尤為嚴重。中國愛滋病有地域性特徵，西部以吸毒
共用注射針頭感染為主，如四川在冊吸毒者已達 66317 人，才居
全國第三而已，更遑論其它省市；而中部以非法採集血漿感染為
主，如當年商丘、開封、南陽等地區的血禍般十分嚴重，亦都到
了發病期了。
2、向一般人群擴散：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中國辦事處衛生官員許文青表
示，目前中國愛滋病感染者中男性與女性的比例已經接近 5：5，
這表示著愛滋病已在普通人群中流行。也就是一旦男女感染比率
平衡，愛滋病毒的傳播速度會加快。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於
兼任國家衛生部部長時曾表示，「中國愛滋病疫情處於由高危人
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積擴散的臨界點，如果防治不利或任其發展，
失去這個消縱即逝的時機，後果將十分嚴重」
。
3、經由性行為感染上升：

隨著中國社會的逐漸開放，近年來性行為傳播途徑上升明
顯，感染比例由先前的 5﹪上升至目前的 11﹪左右。這與中國民
眾性觀念不正確有極大關係，根據一項全球性調查，高達 7 成的
大陸受訪者不使用保險套，比例居全球之冠。而中國女性感染愛
滋病的比率從 1980 年的 10﹪升高至 41﹪，主要是經由性行為傳
染，如重慶市約有五萬女性「性工作者」，其中就已有三千人感
染愛滋病毒，性傳播的比例達到 50﹪。
4、以青壯年為主：
所謂的青壯年指的是 15 到 40 歲間的人群，佔感染人數的
93.9﹪。這群青壯年肩付著國家的經濟發展責任，若不妥善處
理，為國家未來的發展將是一大危機。
另外中國目前的男同性戀約有 500 萬到 1000 萬人左右，佔
全國男性總人口的 2﹪到 4﹪，而他們的愛滋病感染率約為 1.35
﹪，在中國感染愛滋病的高危人群當中，男同性戀佔第二位，僅
次於吸毒人群。
中共因應措施
90 年代初期，許多地方官員發起「血漿經濟」
，倡導農民以賣血
致富，也正是因為如此，導致一些受到經濟利益驅動的「血頭」
、
「血
霸」私自設點，非法偷採血漿；如在河南設立單採血漿站點，違規操
作，大量採集、收購原料血漿，造成愛滋病在捐血人群中傳播。這些
因賣血或因使用這些被污染血漿的人，經過幾年的潛伏期之後，現在
開始陸續發病，有的甚至死亡。大陸當局對愛滋病防範工作堆動的遲
緩，是疫情迅速擴大的主要原因，其在未承認愛滋病疫情嚴重之前，
私底下也做了許多封鎖消息的行動：
1、打壓知名人士：
早在 1995 年秋天，河南鄭州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負責醫生王
淑平首次在收集賣血者血樣時發現了愛滋病毒。在隨後一年的檢驗和
監測中，她發現，賣血者的感染率高達 50﹪。她如實報告了重大公
共衛生疫情，但是卻因此丟掉了工作。而著名的打擊愛滋病人士，河
南的退休婦科專家高耀潔從 1996 年 4 月開始關注上蔡縣農民因賣血
感染的愛滋病問題，並從 1999 年起頂住各種壓力開始調查和披露河

南省的愛滋病，並且也受到不平等的打壓。直到 2003 年吳儀在河南
考察愛滋病問題時私下接見她之後，情況才開始逐漸好轉。
2、拒絕民間組織
中共打壓民間組織不曾停息，如由台灣楊捷女士資助、建在河南
柘縣的「愛滋病關懷之家」
，被迫強行關閉；而設在河南商丘市的「東
珍愛滋病孤兒學校」，其兩位志工亦遭受到不名人士毆打，之後亦遭
到強行關閉的命運。「北京愛源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胡佳認為，中
國要解決愛滋病問題的話，一定要開放民間社會，要打破民間組織註
冊上的限制，政府方面應當跟民間組織合作，允許民間組織成長起
來，給他們能力建設的機會，給他們資源。
中共一直到 2003 年才在民間人士和國際輿論的雙重壓力下，衛
生部始承認瞞報愛滋病疫情嚴重，正式負起其應有的責任，約有幾點
措施：
1、1998-2010 年預防與控制愛滋病長期規劃
早在 1998 年的 11 月，就由衛生部、科技部、財政部、國家
計委聯合制定此計畫，其中規定：以預防和控制愛滋病的流行與
傳播為主，到了 2002 年，阻斷 HIV 經採、供血途徑傳播，遏制該
病毒在吸毒人口中快速蔓延的勢頭，力爭將發病增長率控制在 15
﹪之內。爭取到 2010 年，HIV 感染人數不超過 150 萬。然而此項
計劃並未成功，因為近年的平均增長率以 40﹪的速度在成長。
2、四免一關懷
緊接著在 2003 年，中央喊出了「四免一關懷」的口號，其內
容為：國家實施免費自願血液檢測；對農民和城鎮經濟困難人群
中的愛滋病患者實行免費抗病毒治療；對愛滋病患者遺孤實行免
費就學；對孕婦實施免費愛滋病諮詢、篩查和抗病毒藥物治療；
將生活困難的愛滋病患者及其家庭納入政府救助範圍。
另外在 2004 年底出台的「免費推行美沙酮替代療法」與「針
頭免費交換計劃」，讓吸毒者在醫生指導下合法、安全服用美沙
酮，以消除其對毒品的依賴，另外也減少共用針具帶來的愛滋病
傳播。
3、國際力量的加入

中國於 2004 年起，正式開展了中美共同對抗愛滋病合作計劃，
這是世界愛滋病計劃的一部份，計劃將為期五年，美國將向中國捐助
1500 萬美元，防止愛滋病在中國貧困地區蔓延。而「全球基金會」
是由聯合國於 2002 年所創立，至今已經提供中國 1.13 億美金的資金
問題仍在
1、地方官員反擊心態：
在 2004 年 7 月 15 日的世界愛滋病大會上，中共總理溫家寶
把預防和控制愛滋病提到了「關乎中華民族素質和國家興亡」的
高度。確實從十六大以來，中國中央領導確實是進一步家大了有
關對抗愛滋病的投入，從 2003 年投入 3.9 億，到 2004 年的 4.7
億，雖嫌不足，但足以看出中共中央對此疫情的重視。然而地方
政府卻視愛滋病為家醜，一方面怕外資因此而撤資，另一方面也
怕自己的仕途受到影響，因此不肯面對真相，呈報上級假的資
料。據中共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長陳賢義指出，目前中國 31
個省份報告的 8 萬多愛滋病病毒感染，很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
為愛滋病奔跑多年的有名人士高耀潔說，整體的評價是中央
級的重視，像胡錦濤主席親自下來看病人，但是到了底下，還是
一言難盡的苦。中央這一層好像是冰化了，但是底下的話還冰凍
三尺。也就是「上邊中央重視有政策，下邊地方歧視有對策」。
大陸民間流傳了一句俗語，也就是「村騙鄉，鄉騙縣，一騙騙了
國務院」，這種官僚自我保護的情形在大陸比比皆是，只是大家
也無可奈何。
2、 各處黑血站仍猖獗：
自從 1998 年 10 月 1 日《獻血法》實施以後，內蒙古清水河
縣醫院繼續非法自行採血，導致輸血者感染了愛滋病。此事件引
起吳儀指示「要一查到底」
，目前該縣已有 7 名相關人員被提起
公訴。清水河縣作為防治愛滋病刑事問責的一個「先例」，但卻
也是一個「特例」，既然在偏遠城鎮的清水河縣查的到，相信在
別的地方也不難做到。例如高耀潔女士就曾透露，山東省一些地
區仍有黑血站活動，污染的血液仍繼續到處傳染。
3、作秀心態重

中央雖然在河南省設立 38 個重點村，派駐了近百名的工作
人員，然而設立 38 個「重點村」
，進行愛滋病防治救助工作。但
是重點村有人管了，但非重點村怎麼辦呢？這 38 個村既不是全
部的愛滋病人村，他們只是河南愛滋病問題的冰山一角，90﹪以
上感染的老百姓還不為人知，還得不到這 38 個樣板村的關注和
關注。
就此而言，中國大陸在對抗愛滋這條路還有好長一段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