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开业仅 17 个月的南
宁陆国敢内科诊所被南宁市卫
生局认定存在违规行为而拟吊
销执业许可证。 这本来是一件普
通的事件，却因其是全国唯一一
所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救治的公
益门诊这个特殊身份，而备受关
注。

去年年初， 天津的艾滋病
（HIV）感染者小 T（化名），因视
网膜病变急需手术治疗，在被天
津多家医院眼科拒绝后，将要失
明。 天津海河之星工作组和天津
一家医院伸出援手保住了小 T
的眼睛。 这是天津首家为艾滋病
人做手术的医院。 然而， 像小 T
一样幸运的人不多。

我国 2006 年颁布的《艾滋
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医疗机
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
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
治疗。 ”但一项由国家疾控中心
和联合国世界劳工组织共同发
布的调查报告却呈现惊人数
据———“感染者在综合医院进行
非急症手术的拒绝率是 100%”。

长期从事艾滋病研究的清
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景军认为，消
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就医歧视，
是打破目前社会对艾滋病感染
者歧视的关键。

但据记者了解， 目前在南
京，因为有 36 名“特殊的”医生
的存在，上述的情形会显得稍有
不同。 这些医生愿意为艾滋病感
染者服务，他们又很神秘，去医
院打听，九成以上的同事都不知
道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 他们就
是公益组织“阳光医生”的成员，
这群人正为社会消除对艾滋病
感染者的歧视而做着自己的努
力。

隐形的组织

张可是北京佑安医院传染
病副主任医师、 艾滋病防治专
家，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参与
防治艾滋病工作。 2007 年 4 月，
开创了我国首个救助艾滋病感
染者和病人，致力于推进我国公
共卫生事业的医生志愿者队伍
“阳光医生”公益组织。 那时，他

吃惊地发现，中国医疗的不平衡
性甚至比非洲的一些国家还差。

在南京，艾滋病感染者的救
治、关怀基本是由市疾控中心和
传染病医院完成的。 可一旦艾滋
病感染者再患上其他疾病，在治
疗上就会遇上诸多困难。 在这样
的情况下， 南京市 2010 年组建
了“阳光医生”医疗团队，为艾滋
病患者提供专业的诊疗咨询服
务。 来自南京鼓楼医院、南京市
妇幼保健院、 南京市口腔医院、
南京市胸科医院、 南京市 CDC
中心皮肤病性病专科医院等 20
家市级医院的 36 名医生陆续加
入该团队。

“在医院里， 只有绝少部分
人知道‘阳光医生’是谁，九成以
上的同事都不知道他们从事这
样的工作。 ”南京一家三甲医院
的一名阳光医生告诉本报记者，
“医务处可能知道， 但也不是全
都知道。 疾控中心知道名单，但
名单是不对外公布的。 ”南京市
疾控中心专家告诉记者，一般是
他们作为联络人，艾滋病感染者
如果有需要可向他们提出要求，
由他们来寻找合适的“阳光医
生”。

一枚火种

张可告诉本报记者， 其实
“阳光医生” 原本只是个与支教
类似的“支医”公益组织，招募和
号召志愿医生到农村等医疗卫
生条件不均衡的地区，为患有各
种疾病而没条件就医的患者治
病，艾滋病其实只是“阳光医生”
工作中的一部分。

张可介绍说，鉴于目前医护
人员对艾滋病患者存在严重歧
视的情况下，号召一批志愿医生
主动出来，为艾滋病患者所患有
的其他疾病做好诊疗服务。“希
望‘阳光医生’能在南京留下一
枚火种， 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
这些当地的志愿医生们做出一
定成绩后，肯定会影响更多的无
歧视医生加入其中。 ”

据介绍，“阳光医生”项目旨
在从南京市各家医疗机构招募
一批各学科的临床医生志愿者
帮助艾滋病患者。 这些“阳光医
生”一方面可以通过“中国艾滋
病治疗信息网络”平台，为全国
艾滋病临床医务工作者提供专
业的治疗咨询服务；另一方面也
可在保护病人隐私的前提下，更
专业地为患者提供治疗。

南 京 地 区 防 艾 草 根 组
织———“快乐人生” 互助组的负
责人陈诚（化名）对本报记者表
示，自从有了“阳光医生”后感染
者被歧视的情况已经好很多。
“阳光医生” 可以在保护病人隐
私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为患者
提供治疗。“和普通医生比，‘阳
光医生’ 能更准确把握病情，避
免不合理的用药。 ”

现在，“快乐人生”互助组负
责将感染者向“阳光医生”转介，
这群愿意拿出自己的时间、知识

来为 HIV 感染者看病的医护人
员受到了陈诚发自内心的尊敬：
目前感染者遭受的最严重的歧
视就是来自医疗界的歧视，期待
着“阳光医生”能够从小到大、一
点点改变这个现状。

争取公募

“阳光医生” 在南京的行动
正在青岛、天津等地复制。 对此，
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
竺表示，医务界反歧视为艾滋病
感染者和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是
一个非常好的形式，“阳光医生
模式”对艾滋病患者就医难的问
题可以起到很大的缓解作用，如
今迫切需要更多的医务人员行
动起来，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天津海河之星 HIV 感染者
工作组发起人李虎说，希望通过
艾滋病知识普及，使所有医生知
道，按照正规操作流程实施手术
不会感染，但这方面的知识即使
在医务人员当中也并非人人皆
知。 李虎的组织在去年 11 月 29
日在天津医科大学与医科学生
做了一场交流， 他提问学生们：
艾滋病毒传播的必备条件有哪
些？ 蚊虫叮咬为什么不能传播艾
滋病毒？ 但没人答得上来。

即便在“阳光医生”曲折走
过 5 年后，张可依然觉得他只是
做了一名医生应该做的本职工
作。“在抗击艾滋病方面，我们不
能光寄望于有良知的医生、社会
慈善组织、志愿者们，这些远远
不够，因为公共卫生事业最终还
是政府主导的。 ”

5 年前， 乐观的张可曾一度
预测，在未来的 3-5 年内，感染
者能够到所有医院去像普通病
人一样接受治疗。今天，5 年过去
了，他的希望落空了，他已把这

个梦做小。 现在，他正在为“阳光
医生” 取得公募资格而努力，欲
图更大的突破，“中国至少有 200
万的注册执业医师，能把其中的
10%集中起来就是不得了的力
量。 ”

2012 年 4 月，南宁市卫生局
认定 ，南宁陆国敢内科诊所 （以
下简称陆国敢门诊）存在违规行
为，拟吊销其执业许可证。 这家
开业仅 17 个月的门诊是全国唯
一一所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救治
的公益门诊。 4 名医护人员，累计
为一百多名病人提供机会性感
染治疗，其中九十多人是完全免
费的。 这些病人都已在普通医院
耗尽积蓄。

陆国敢门诊并无法定的艾
滋病抗病毒治疗点资格 。 随着
就诊病人逐渐增多 ， 陆国敢门
诊认为很有必要申请 ， 以便于
医生进行抗病毒和机会性感染
的组合式治疗 。 于是 ，2012 年 2
月 ，向广西卫生厅提交申请 。 但
事与愿违 ， 陆国敢门诊收到的
却是一纸处罚告知书 ： 陆国敢
门诊超出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
开展医学检验科 、 传染科诊疗
活 动 ；4 名 工 作 人 员 都 有 违 规
的诊疗活动 ， 包括主治医生陆
国敢也被认定从事本专业以外
的诊疗活动 。 故拟作出 “罚款 1
万元 、吊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的行政处罚 。

《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有明确
规定，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 对负有责任的
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
可能是南宁市卫生局拟做出行政
处罚的原因。2004 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已将艾滋病从原来的甲
类传染病降为一般乙类传染病，
即无需在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治
疗。 然而，上述两个法规并未明确
规定个人、 民间组织是否可以参
与艾滋病的救治工作。 南宁市卫
生局一纸行政处罚书， 将陆国敢
门诊推至聚光灯下， 也揭开了这
一救济盲区。

这家公益门诊的运作模式
是 ：由 “中国爱之关怀 ”负责筹
款， 维持陆国敢门诊的运营，为
贫困病人提供低价甚至免费治
疗。 这在目前药价高企的背景之
下显得弥足珍贵。 “中国爱之关
怀”成立于 2001 年 ，旨在提供各
类艾滋病关怀活动，减少社会歧
视。 如果执业许可证被吊销，“中
国爱之关怀”的创造性尝试将会
受到巨大打击；刚从这家门诊获
益的病人们，也不得不回到沉重
的原点。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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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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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医生”
欲在全国无歧视诊治艾滋病

� � 艾滋病患者除了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还需要更多能提供全方位救助的公益
门诊，然而这样的义诊在全国仍是盲区 （张涛/摄）

阳光医生（Sunshine Doctors）：
在中国国内由职业医生组成的志愿医生组织， 于 2007 年 4 月

在北京成立。其目的是通过志愿医生网络平台的建设，招募国内（国
际）职业的志愿医生，到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去提供直接的医疗服
务和医疗技术支持， 协助改善这些地区人群的卫生和健康状况，提
高这些地区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能力。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艾滋病临
床医疗服务，服务地点目前主要在河南省和四川省的凉山洲地区。

阳光医生艾滋病项目:
通过“中国艾滋病治疗信息网络”平台，为全国艾滋病临床专

业医务工作者提供治疗资讯服务和艾滋病治疗信息交流平台，并
提供技术支持。 同时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专业的治疗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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