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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染艾滋病病毒到发病的四期
症状

从感染艾滋病病毒到发病有一个

完整的自然过程，临床上将这个过程分

为四期：急性感染期、潜伏期、艾滋病前

期、典型艾滋病期。不是每个感染者都

会完整地出现四期表现，但每个疾病阶

段的患者在临床上都可以见到。四个

时期不同的临床表现是一个渐进的和

连贯的病程发展过程。

1.急性感染期

窗口期也在这个时间。HIV（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侵袭人体后对机体的刺

激所引起的反应。病人发热、皮疹、淋

巴结肿大，还会发生乏力、出汗、恶心、

呕吐、腹泻、咽炎等。有的还出现急性

无菌性脑膜炎，表现为头痛、神经性症

状和脑膜刺激症。末梢血检查，白细胞

总数正常，或淋巴细胞减少，单核细胞

增加。急性感染期时，症状常较轻微，

容易被忽略。当这种发热等周身不适

症状出现后5周左右，血清HIV抗体可

呈现阳性反应。此后，临床上出现一个

长短不等的、相对健康的、无症状的潜

伏期。

2. 潜伏期

感染者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但

潜伏期不是静止期，更不是安全期，病

毒在持续繁殖，具有强烈的破坏作用。

潜伏期指的是从感染HIV开始，到出现

艾滋病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时间。

艾滋病的平均潜伏期，现在认为是

2-10年。这对早期发现病人及预防都

造成很大困难。

3. 艾滋病前期

潜伏期后开始出现与艾滋病有关

的症状和体征，直至发展成典型的艾滋

病的一段时间。这个时期，有很多命

名，包括“艾滋病相关综合征”“淋巴结

病相关综合征”“持续性泛发性淋巴结

病”“艾滋病前综合征”等。这时，病人

已具备了艾滋病的最基本特点，即细胞

免疫缺陷，只是症状较轻而已。

主要的临床表现有：
A、淋巴结肿大

此期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之一。主

要是浅表淋巴结肿大。发生的部位多

见于头颈部、腋窝、腹股沟、颈后、耳前、

耳后、股淋巴结、颌下淋巴结等。一般

至少有两处以上的部位，有的多达十几

处。肿大的淋巴结对一般治疗无反应，

常持续肿大超过半年以上。约30%的

病人临床上只有浅表淋巴结肿大，而无

其他全身症状。

B、全身症状

病人常有病毒性疾病的全身不适，

肌肉疼痛等症状。约50%的病有疲倦

无力及周期性低热，常持续数月。夜间

盗汗，1月内多于5次。约1/3的病人体

重减轻10%以上，这种体重减轻不能单

纯用发热解释，补充足够的热量也不能

控制这种体重减轻。有的病人头痛、抑

郁或焦虑，有的出现感觉神经末梢病

变，可能与病毒侵犯神经系统有关，有

的可出现反应性精神紊乱。3/4的病人

可出现脾肿大。

C、各种感染

此期除了上述的浅表淋巴结肿大

和全身症状外，患者经常出现各种特殊

性或复发性的非致命性感染。反复感

染会加速病情的发展，使疾病进入典型

的艾滋病期。约有半数病人有比较严

重的脚癣，通常是单侧的，对局部治疗

缺乏有效的反应，病人的腋窝和腹股沟

部位常发生葡萄球菌感染大疱性脓疱

疮，病人的肛周、生殖器、负重部位和口

腔黏膜常发生尖锐湿疣和寻常疣病毒

感染。口唇单纯

疱疹和胸部带状

疱疹的发生率也

较正常人群明显

增加。口腔白色

念珠菌也相当常

见，主要表现为

口腔黏膜糜烂、充血、有乳酪状覆盖物。

其他常见的感染有非链球菌性咽

炎，急性和慢性鼻窦炎和肠道寄生虫感

染。许多病人排便次数增多，变稀、带

有黏液。可能与直肠炎及多种病原微

生物对肠道的侵袭有关。

此外，口腔可出现毛状白斑，毛状

白斑的存在是早期诊断艾滋病的重要

线索。

4. 典型的艾滋病期

有的学者称其为致死性艾滋病，是

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最终阶段。

此期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严重的细胞

免疫缺陷。发生各种致命性机会性感

染。艾滋病病情严重的图片发生各种恶

性肿瘤。艾滋病的终期，免疫功能全面崩

溃，病人出现各种严重的综合病症，直至

死亡。确诊艾滋病不能光靠临床表现，最

重要的根据是检查者的血液检测是否为

阳性结果，所以怀疑自身感染HIV后应

当及时到当地的卫生检疫部门做检查，千

万不要自己乱下诊断。 （未完待续）

永川区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

科宣

防控艾滋 人人有责（三）

公 告

由重庆市天地人实业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市

永川区马鞍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结算完工，凡与

本工程相关的未支付款项，请于2018年6月15日

前与本公司联系。联系人：杨先生，联系电话：座机

67647386手机13883259505。

重庆市天地人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6日

遗失启事
▲游正军、孔令兰夫妇之子游浩然遗失出生医

学证明，证号：J500373700，声明作废。

▲廖智林、邱晓玲夫妇之子廖健行遗失出生医

学证明，证号：F500055284，声明作废。

▲重庆永川福华医院有限公司遗失通用机打

平 推 式 发 票（三 联 电 脑 版）499 份 ，号 码 ：

00702501—00702999，声明作废。

板桥镇卫生院是一所位于永川区与铜

梁区交界处的乡镇卫生院，担负着板桥镇3

万余名群众的医疗、防疫、保健重任。一直

以来，板桥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秉承救死扶

伤的精神，怀着一颗仁爱之心，以病人满意

为标准，服务群众健康，从未发生一例重大

安全生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得到患者的高

度信任和赞誉。2016年，板桥镇卫生院被

国家卫生计生委评为“全国满意乡镇卫生

院”；连续8年被区卫计委（卫生局）评为卫

生工作目标考核先进单位。今年五一国际

劳动节，该院更是喜获重庆五一劳动奖状。

重医德强队伍
2015年8月17日至18日，一场特大暴

雨袭击板桥场镇。沿河而建的老街由于地

势低洼，临街一层被淹，生活在那里的老弱

病残群众因为撤离不及时被困。医护人员

一边采取抬、背的方式，把受困人员安全转

移到医院，一边参与到防疫消毒工作中。

2016年 6月 29日至 30日，又一轮暴

雨导致板桥镇五一桥、老街及场镇街道、广

场周围民房被淹。板桥镇卫生院党支部党

员医务工作者冲锋在前，对洪水淹没过的

公众场所进行预防性消毒，为居民发放灾

后预防疾病资料、含氯制剂消毒药品，耐心

给他们解释水灾后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

等知识。

2016年11月15日凌晨1点过，住在老

街的62岁留守老人尚义维被倒塌的房屋压

伤。值班医生赵霞接诊后，立即为老人清理

头部创口，加压包扎止血。为进一步了解老

人颅内是否出血，凌晨3点过，赵霞在征得

老人同意后将他转至重医附属永川医院做

CT检查。在老人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赵霞

和救护车驾驶员肖朝兵毫不犹豫地为老人

垫付检查费1579元。等老人做完详细检查

后，已是凌晨5点。此次为病人垫付医疗

费，对赵霞和肖朝兵来说并不是第一次。

作为最基层的乡镇卫生院，每当辖区群

众处于危急时刻，板桥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

总会毫不犹豫冲锋在前，谱写大爱情深的天

使赞歌。一直以来，板桥镇卫生院高度注重

医德医风和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工作，并与日

常工作有机结合,做到同部署、同落实、同考

核。深入开展了“立足岗位，我能为群众满

意乡镇卫生院做什么”等活动，在该院内营

造了人人学先进、赶超先进的氛围。该院职

工赵霞、杨阳夫妇由于业务能力强、热心服

务群众，被板桥镇评为最美家庭。

重服务强技能
2009年，板桥镇卫生院在全国率先开

展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每年

为5000多名群众减免费用20余万元。此

举受到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的高度好评，并

在全国推广。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从2015年4

月以来，板桥镇卫生院在免费体检中增设了

B超检查、空腹查血糖等项目，并为体检人

员赠送牛奶、面包等早餐食品。

板桥镇卫生院总是从患者角度思考，为

其提供贴心服务。如患者服药，开水太烫，

卫生院立即购进直饮机，出口温度控制在

40-50摄氏度；为方便住院病人洗澡，修建

了专用洗浴间；为避免无钱患者看不起病，

开展了先诊疗、后付费；为方便重病患者得

到及时就诊和节省费用，卫生院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与重医附属永川医院和区人民

医院等建立双向转诊。为方便老人、特殊困

难家庭等就诊，卫生院建立了绿色通道。病

人和家属的要求一时做不到的，也要对其耐

心解释原因。

在板桥镇，哪里的群众有需求，哪里就

有板桥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的足迹和身影。

他们始终如一地用亲情温暖患者、用真情服

务患者、用热情帮助患者，待病人如亲人。

重成效促发展
医院在群众心中的地位，说到底是技术

和服务决定的。板桥卫生院地处偏远，交通

不便。为了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卫生院积极与多家二甲、三甲医院签订技术

合作协议。遇到重大手术，邀请合作医院的

专家来主刀手术。同时，还购置了B超、

TCD、DR成像系统、全自动生化仪、五分类

血球分析仪、胃镜等医疗设备，病房安装了

空调、电视、呼叫系统、中心供氧系统等设备

设施。坚持以中西医结合的原则开展医疗

服务，开设了中西医结合科，聘请专业的中

医师坐堂看诊，投入大量资金改造中医堂，

引进康复理疗仪、腰椎牵引器等设施设备，

提供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中医体质辨识、

0-36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免费指导等基

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

“同样的规模比技术，同样的技术比服

务。”板桥镇卫生院院长谢祖伟说，本着“服

务就是生产力”的服务理念，医院始终把患

者满意作为医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卓有成效的职工职业道德建设，使板桥镇卫

生院医护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在

大德医风的熏陶下，全体医护人员把医者仁

心诠释得色彩斑斓。

敬业诠释责任 奉献谱写新篇
——记重庆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板桥镇卫生院

本报记者 张 玲

本报讯（记者 杨 雪）近日，区新城建管委组织

80余人在神女湖附近开展森林防火、山体滑坡应

急救灾演练。

森林防火演练以应对大火烧山为背景。参加

演练的人员共分为三组，在接到险情后各组迅速集

结应急队员进入火场，各司其职分别使用灭火器、灭

火水枪、铁丝耙等工具灭火。森林防火演练结束后，

随即组织了山体滑坡演练。山体滑坡演练活动以降

雨引发地质灾害为背景。参加演练的队员共分为三

组，在接到险情通知后立即封闭进山道路、组织抢险

救援等工作。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反应迅速。

“此次演练让我们的干部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

指挥能力和快速反应、协同配合能力进一步提升，

团队协作精神进一步加强，广大干部职工熟练掌握

了应急安全知识，为安全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区新城建管委相关负责人说。

区新城建管委开展森林防火山体滑坡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刘 灿）近日，区妇联、区教委在

神女湖小学学术报告厅开展以“共同养育 幸福成

长”为主题的重庆市第二个家庭教育日暨永川区

家庭教育百场讲座进万家启动仪式。

活动分为讲师培训、启动仪式、宣讲活动、评

选先进4个阶段。区妇联从全区学校、镇街、机关

中抽选了一批热爱家庭教育事业的同志，邀请重

庆市家庭教育专家对他们进行了封闭式培训，启

动仪式后，将在全区各个中小学、幼儿园、镇街、村

社区开展家庭教育宣讲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年10

月。

活动中，重庆爱家爱子讲师团的周守兵老师进

行了“共同养育 幸福成长”家庭教育主题讲座。周

守兵老师从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降低家庭教育

错误率等五个方面给家长朋友们进行了讲解，阐述

了“关注家庭教育就是关注自己的家庭和谐，学习

家庭教育就是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践行家庭教育

就是承担自己的育人责任”等观点。

永川区家庭教育百场讲座进万家活动启动

永川区环保局

序
号

1

2

3

4

省份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所在地

永川区

永川区

永川区

永川区

水源地名称

永川区五间镇上游水库侨立水务公
司三水厂五间圣水自来水厂水源地

永川区五间镇上游水库侨立水务公
司三水厂五间圣水自来水厂水源地

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孙家口水库侨立
水务公司二水厂水源地

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孙家口水库侨立
水务公司二水厂水源地

水源地类别
（地级/县级）

县级

县级

县级

县级

保护区类型
（一级、二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问题
类型

生活面
源污染

其他
问题

生活面
源污染

农业面
源污染

问题具体情况

10户村民分散在一级保护区内，共39人

道路交通警示牌不完善、部分标识标牌脱落

12个居民点，涉及居民人数283户，1014人，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农用，建有12个垃圾收集点，定期转运

涉及4个水产养殖，主要进行鱼菜共生方式进行养鱼，
面积为325亩

具体整治措施

按计划实施整治

完善道路交通警示牌，对脱落标
识牌进行维护

对垃圾进行清运，在接通污水管
网前定期转运污水，确保污水不

外排
加强对水产养殖的指导，取缔投

饵养殖

计划完成
整治时间

2018年
12月

2018年
12月

2018年
12月

2018年
12月

备注

无

已对脱落的饮用水源标识
牌进行维护，正在制定道路
交通警示牌制作方案。

已对垃圾进行清运。

已取缔投饵养殖。

整治进展情况

正在制定整治方案。

正在制定道路交通警示
牌制作方案。

对垃圾进行清运，在接
通污水管网前定期转运
污水，确保污水不外排。
加强对水产养殖的指
导，取缔投饵养殖。

是否
完成
整治

否

否

否

否

整治
进度
（%）

10%

30%

30%

35%

永川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信息公开表

2018年5月15日

我区开展“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

5 月 11 日，永川区

第 42 个“国际博物馆

日”宣传活动走进大安

街道，向市民宣传博物

馆的重要性。

5 月 18 日 是 第 42

个“国际博物馆日”。至

本月底，我区第 42 个

“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

动还将走进胜利路街

道、青峰、玉峰小学、卧

龙初中等地，通过展板、

发放资料等形式，增强

市民保护文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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