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報道稱，上述病毒可通過口水與血液傳播，感染
者會出現盜汗、手腳麻木、免疫力下降、淋巴腫脹、皮
下出血等症狀，這與愛滋病極為相似。

患者大多有高危性行為
報道又稱，多數患者有過高危性行為，經過反覆的

HIV檢查後，結果均呈陰性且「無明顯器質性病變」，
因此，患者自稱為「愛滋病陰性感染者」，稱所患疾病
為「陰滋病」。目前，至少在6個省市發現該病毒，已有
包括一名港人在內的數千人「中招」。
這一事件已引起國家衛生部門重視。近日，衛生部疾

病預防控制局表示，北京、上海、浙江、湖南、江蘇、
廣東等6省市已開始流行病學調查。
廣東省在2月份便接到衛生部相關通知。廣東省疾控

中心愛滋病防治所所長林鵬昨日表示，廣東迅速成立專
家組，包括臨床醫生、精神病學專家、流行病學專家、
愛滋病學專家等，展開調查工作。目前，廣東省對樣本
的檢測已經完成，全部數據在3月底上報給了衛生部。
其他幾個同樣納入流行病學調查的省份也已經全部將數
據上報，衛生部將於近日統一發佈調查結果。　　

可能患愛滋病恐懼症
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廣州市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唐小

平認為，目前醫學上並無「陰性愛滋病
感染」，但他強調如果愛滋病抗體檢驗
不呈陽性，就不可能是愛滋病或者愛滋
病變種。然而，他不排除有兩種可能
性，一種是這些人在進行了高危性行為
之後，患上愛滋病恐懼症；一種是感染
上其它病毒。
本報記者就此事致電北京多位愛滋病

疾控及病毒專家，他們亦表示，就目前情況來看，感染
者極有可能在高危性行為後，接收到網絡上相關信息的
暗示，從而患上「愛滋病恐懼症」，但亦不排除「陰滋
病」為某種未知病毒或愛滋病的新型變種。
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副所長畢勝利則明確向本報記者

透露，所內已有專家展開針對該病毒的研究。
至於所謂病毒的傳染性，廣東省衛生廳相關部門負責

人近日接受採訪時稱，從樣本病症分析，暫時看不出是
傳染病所致，但精神疾病也有可能會有傳染的情況，所
以目前不排除是心因性反應引起。

媒體或存在過分渲染
針對上述事件，衛生部發言人鄧海華5日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首先，坊間將該病毒定義為「陰滋病」並
不準確；其次，衛生部此前並未對外發佈該病毒的調查

結果，「通過有限的一點線索，事情在網民和媒體之間
傳來傳去，力度不斷疊加，最終出現了現在的版本。」
談及如何定義「陰滋病」病毒及政府的研究、監控成
果，鄧海華稱，衛生部可能於6日向外發佈相關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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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滋病」神秘蔓延真相待破
6省市檢測數據已呈衛生部 官方或今日發佈解釋

武漢調查：留守兒童 14%現心理障礙

中國擬嚴管5種重金屬
電池業或受衝擊

北京設維情所
勸和欲離婚夫妻

商家炒作核危機
「防輻射」肥皂賣368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齊魯晚報報道：日本核洩漏使得防
輻射的概念深入人心，不但碘鹽、碘片、海帶和防護
服火了，就連一些保健品、房子、車子也打起防輻射
的招牌，借勢猛炒。
4月3日，內地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部分地區空

氣中監測到來自日本核事故釋放出的極微量人工放射
性核素碘-131。不少人都在打聽，如何能防核輻射。
在一個大型購物網站上，輸入「防核輻射」幾個字

後，各種各樣的產品蜂擁而出。一款「3M防細微顆粒
物口罩」，號稱可防核輻射塵，30天售出1,049件。另
外，「葡萄籽精華」、「韓版防核輻射高效金屬鈦鍺手
鏈」都在網上熱賣。一款純手工香皂的產品宣稱，
「防輻射、祛輻射灰塵、日本核洩漏必備」，這款香皂
不便宜，一口價50元。還有一款防核輻射肥皂價格更
貴，一口價368元。

學者指商家誤導消費者
這些並不是最奇怪的，有媒體報道，在北京市知春

路附近，有房產中介公司打出了這樣的宣傳語：「房
子外牆經由特殊處理，能防核輻射。」一品牌汽車最
近打出「買車送防輻射全車膜」廣告。許多手鏈、牛
仔褲、香熏蠟燭、衣服、投影儀、情侶卡通內褲等商
品也都貼上了「防核輻射」標籤。
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表示，一些

防輻射產品被說成是能防核輻射，那是商家在偷換概
念，有意誤導消費者。與生活中電視、冰箱、電腦、
手機等許多電器產生的電磁輻射不同，核輻射的能量
更強、密度更高，兩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河北驚現「變態殺手」
7女子遭刺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河北青年報報道：近日，一則帖子

多次在邯鄲館陶縣貼吧出現，帖子稱當地出現一名
「變態殺手」，捅傷多名穿紅色衣服的女青年，已有人
死亡，受傷女青年也為數不少。河北青年報記者到當
地核實，館陶縣公安局證實，當地確實發生多起女青
年傷害案，警方掌握的案件數目為7起，尚未造成人員
死亡，目前河北、山東警方已聯手偵查此案。其中一
受害人表示，案發時，她並未穿紅衣服。

公安局稱暫無人死亡
在館陶縣公安局政治處獲悉，當地已對此進行立

案，為消除群眾的恐慌心理，3月30日，館陶縣公安局
主管刑偵的副局長還在當地縣電視台做了電視講話。
縣公安局政治處主任白清嶺說，3月15日和16日，當

地連發兩起傷害案，嫌疑人一度消失。近一周來，嫌
犯又開始連續作案，目前，館陶縣境內發生5起針對女
青年的傷害案，與館陶相鄰的山東冠縣發生2起，可確
定的是，7起案件中暫無人員死亡，目前警方基本認定
為同一個人所為。兩地警方已聯手開始調查。
出於案情調查需要，館陶警方並未透露更多的案件

細節，針對受害人受到傷害時是否都穿 紅色衣服，
當地警方未給予解答。

有受害人並非穿紅衣
當地縣醫院護士焦某（21歲）是受害人之一，她表

示，3月28日16時許，她騎電動車上班，途經七一大橋
附近時，身後上來一名騎摩托車的男子。焦某稱，當
時覺得後腰一陣疼痛，她還扭頭看了一眼嫌疑人的
臉，再低頭就發現血已經從後腰流到前腹並滲了出
來，過程短暫且無交流。焦某忍痛騎到醫院救治，經
診斷焦某肺葉被扎傷，目前還在醫院治療。
焦某證實，當天她穿 黑色的外套，藍色褲子，一

雙米黃色高跟鞋，完全不是傳言中的「紅衣女郎」。

湘搗毀跨省「瘦肉精」產銷鏈

貴州省望謨縣舉行
2011中國望謨「三月三」布依文化節，活動項目包
括中國布依族文化論壇，非物質文化展示展演，民
族民間節目活動，旅遊觀光等。 中新社

布依族「三月三」

5 日 ，
廣州市民
在荔枝灣
上 放 河
燈。當日
是農曆三
月初三，
廣州市民
在荔枝灣
上 放 河

燈，以表達
對故人的懷
念，對生者
的祝福。

新華社

荔
枝
灣
上
放
河
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真真 長沙報道）去年6月底，
湖南隆回縣畜牧部門在日常檢測中發現，該縣向某往外
販運的生豬尿液中含「瘦肉精」成份。隆回警方順籐摸
瓜，歷時8個多月，偵破了這起被公安部督辦的特大生
產銷售偽劣產品案件。目前，現已抓獲主要犯罪嫌疑人
9名，搗毀地下飼料加工廠1家，搗毀萊克多巴胺生產廠
1家、生產線2條。
據被捕人曹某等的交待，從這裡生產含有萊克多巴胺

化學品的飼料，不僅銷到湖南省，還銷到江蘇、浙江、
湖北、陝西、廣東、海南等全國十多個省市。

內地傳出　　　　省市示意圖「陰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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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楚天都市報報道：14歲的鄂州留守男
孩突然「變小」，生活無法自理，行為如同兩歲幼童。近
日，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14%的
留守兒童出現心理障礙。

六成為隔代撫養
據武漢市婦聯的一項報告顯示，去年底，武漢有留守

兒童4萬餘人，流動兒童14萬餘人。武漢市各遠城區皆有
留守兒童。調查發現，半數以上留守兒童為隔代撫養。
與祖（外祖）父母一起生活的為60.2%；由親戚託管的佔
21.2%；由孩子父母的好友照看的11.5%，另外還有6.7%
的留守兒童與兄弟姐妹一起生活，更有少數孩子獨自生
活。
由於留守兒童多由祖輩照看，造成父母監護教育角色

缺失，給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帶來不良影響。
14歲的小軍(化名)家住鄂州農村，父母在外打工，他自

小與爺爺奶奶生活。兩歲時，小軍特別頑皮，年邁的老
人既要種田又要照顧他，便整日把他關在家裡，直到他

上小學時才能自由外出。去年底，14歲的小軍突然不願
出門，最後發展到不會吃飯、不會上廁所。

缺父母教導引發不良影響
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兒少科主任馬筠介紹，小軍的情

況在心理學上叫做「退行」，是指個體在遇到挫折和應激
時，心理活動退回到較早年齡階段的水平。小軍從小父
母不在身邊，缺乏父母的關愛，爺爺奶奶又將他關在家
裡，當他進入青春期時出現了對兒童期「受虐」的心理
再現，行為能力退化到兩歲的狀態。
2009年，武漢市啟動了建國以來首次精神疾病流行病

調查，近日調查統計已經完成，對3,000名6歲到14歲兒童
心理狀況進行了調查。
調查相關負責人、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專家鍾寶亮介

紹，初步調查結果顯示，14%的留守兒童出現心理障
礙，年紀小的孩子主要表現在行為上多動、學習困難；
年紀大一點的孩子表現為抑鬱、社交恐懼。
目前，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報道：今後，北京鬧離婚
的夫妻將有專業社工「勸和」。年內北京市將在婚姻登
記處建立維情社工事務所，為準離婚人群提供情感調
解和法律援助等公益服務。
據中國社工協會婚姻家庭工作委員會相關負責人介

紹，維情社工事務所主要工作為幫助準婚夫婦確定情
感目標，認清家庭責任，同時幫助待離婚夫婦尋找解
決方案，減少因草率離婚引發的社會問題和矛盾。該
機構將設在民政局結婚登記處與離婚登記處之間，由
固定的社工為準離婚人群提供情感調解和法律援助服
務。相關負責人表示，北京的維情社工事務所將在年
內建成。
目前，在山西晉中市、上海市等民政局已試點成立

了維情社工事務所，其中山西晉中市的維情社工事務
所一年共介入2100多對欲離婚的夫婦，其中1300多對
夫婦最終沒有選擇離異，勸和率達62%。

武漢市的調查表明，多達

14%的留守兒童出現心理障

礙。更令人擔心的是，這樣

的情況在全國相當普遍。

去年六一前夕，全國婦聯

首次發佈《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活動調查分析報

告》，顯示內地數百萬留守兒童由於長期遠離父母，

45.1%「感到心裡孤單」，三成以上出現心理問題。

城鄉戶籍制度須改革
內地目前約有1.3億農民常年在外務工，由於城市生

活成本高、壁壘森嚴的城鄉戶籍制度和義務教育制度

的不完善等原因，大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只能選擇

將孩子留在農村，由長輩或其它人照看，留守兒童由

此產生。據官方統計，當前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

人，其中很多孩子因為父母親情缺失，長期為孤獨、

緊張、失落、焦慮等心理衝突和壓力所困，致使他們

在如花年齡便出現心理偏差和疾病。

值得關注的是，「親情飢渴」和監管缺位，導致一

些留守兒童產生憎恨、仇視的畸形心態，有的甚至出

現暴力化傾向，走上犯罪道路。據廣州大學發展研究

院人權研究中心「新生代農民工罪犯」課題研究表

明，有犯罪記錄的新生代農民工中，80%在幼年時期

被留守家鄉無人看管。

孩子是未來社會的主力。如果無視留守兒童的權

益，情感殘缺、社會和家庭責任冷漠將如影隨形影響

他們的一生，在不利他們自身健康成長的同時，亦無

益社會的進步與和諧。因此，留守兒童的問題，已不

單單是教育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而解決這個問

題，不僅需要父母、學校、社會更多地關愛留守兒

童，更重要的是，需要盡快消除產生留守兒童的土

壤，逐步改革壁壘森嚴的城鄉戶籍制度，為農民工子

女進城接受平等的教育提供充足資源，確保農民工子

女和城裡孩子在同一片藍天下健康成長。 ■王玨

讓留守兒童心靈不再「留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顧一丹 北京、廣州綜合報道）據香港媒體報

道，一種臨床症狀、傳播方式與愛滋病極為相似的神秘病毒「陰滋病」，在內地

及港台地區蔓延，該消息引起了民眾的極大關注。對此，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對本

報表示，該中心已有專家針對該病毒展開專門研究，目前尚無定論，不排除該

「陰滋病」為某種未知病毒或愛滋病的新型變種。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對本

報指出，媒體此前對此病毒的報道都不確切，衛生部或將於6日對

外發佈有關信息。

「陰滋病」主要是指自稱染上病

毒者普遍都有相同的如盜汗、手腳

麻木等與愛滋病感染極為類似的症狀，但經過多次

HIV檢查卻仍顯示陰性，臨床報告也顯示患者「無明

顯的器質性病變」，因此患者自稱是「愛滋病陰性感

染者」。這些患者大多有過高危性行為，他們最初懷

疑自己感染了愛滋病，反覆做HIV抗體檢測，結果卻

一再呈現陰性。

何謂「陰滋病」
小資料

據中央社5日電中國擬加速制訂重金屬污染防治法，將
汞、鉻、鎘、鉛和類金屬砷5種重金屬列為重點監控。法
例生效後，電池行業等企業將受到較大影響。
據悉，這項法條名為「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

規劃」。《財經國家周刊》指出，到2015年，上述5種重
金屬在「重點區域」的污染物排放量，要比2007年削減
15%。「重點區域」包括內蒙、江蘇、浙江、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雲南、陝西、甘
肅、青海等14個重點省份和138個重點防護區。而「非重
點區域」的排放量不超過2007年標準。
預計，法條出爐後，第一個被開刀的就是飽受詬病的

鉛酸蓄電池行業。環保部部長周生賢要求各級環保部
門，應徹底檢查轄區全部鉛蓄電池業者，對於沒有履行
環評等手續者一律停產。目前，鉛酸蓄電池行業主要分
佈在浙江、安徽、廣東一帶，擁有生產許可證的近2,000
家，但「沒有許可證的不計其數」。

■留守兒童渴望父母的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