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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12

月

4

日， 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

周末，十几位特殊的病人聚集在省疾

控中心 ，和防艾专家一起 ，交流彼此

的治疗心得和生活经验，时而掌声雷

动互相祝贺 ， 时而开怀大笑调侃对

方。

记者作为唯一一个新闻从业者

获得批准加入聚会，如果不是提前介

绍，怎么也无法把他们与艾滋病患者

画上等号。 “我现在感冒不用吃感冒

药一样可以好。 ”一名艾滋病患者提

起自己的治疗效果，非常满意。 “我有

时候跟朋友讲自己是艾滋病患者，都

没有人相信，以为我是开玩笑。 ”另外

一位先生精神抖擞，看起来比正常人

还要健康。

在药物的控制下 ， 面对着同伴

们 ，大家都跟正常人没有区别 ，无所

不谈。 但谈到在社会公众场合时，每

个人都坚决表示，不会公开自己的艾

滋病身份。 “歧视是一种比艾滋病病

毒更为可怕的病毒。 ”有人一语道破。

歧视无处不在：

“我像一个阴暗角落的幽灵”

白先生是一名公务员， 说起刚被

确诊感染了

HIV

的那段日子，用了一个

比喻：“生活立即从光明掉到黑暗，我像

一个阴暗角落的幽灵，见不得人。 ”

他说， 有同事知道自己得病了，

吃饭不和他坐一桌， 打牌也不一起，

走路都绕得远远的。 后来，单位也知

道了， 领导委婉地要他回家养病，工

作只是徒有其名，岗位也取消了。 从

此，他再也不去单位了。

工作遭拒， 社会正常交往中断，

朋友越来越少 ， 到处都是歧视的眼

光， 种种都让艾滋病患者快要窒息。

更大的困扰，是就医难。 虽然全省基

本每个市州都有一所定点医院，但多

为传染病专科医院， 科室并不全面，

当病人身患其他疾病时，不得不走出

定点医院 ， 提心吊胆去一些综合医

院。

“往往都是沮丧而归。 ”小李说，一

次去一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看泌尿外

科，做

B

超时医生知道后，很敷衍地稍微

做了一下，很快地就请他出去了。 “我走

的时候，还听到他们说赶快换床单。 ”本

来要做手术的，医生开了点口服药就让

他回去了，说是保守治疗。

是艾滋病增加了手术难度吗？ 非

也。 省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副主任

医生欧秋英透露，大部分原因是对艾

滋病的恐惧让医生望而生畏，手术增

加了职业暴露的风险，医生也怕感染

上

HIV

病毒。

记者了解到 ，国家出台的 《艾滋

病防治条例 》中明确规定 ，医疗机构

不得因就诊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或艾滋病人，推诿或拒绝对其其他

疾病进行治疗。 “但任何疾病都有保

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医生解释适合做

保守治疗，患者也没办法。 ”小李一声

叹息，“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都是带

着歧视的眼光来对待我们，那我们还

能被谁理解？ ”

有报告显示：中国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在就业、就医、保险、教育等方面

受到明显歧视，被调查的

1877

位感染

者中， 有

14.8%

被拒绝雇佣或因此失

业 ，

12.1%

至少有一次被医疗机构拒

诊，

12.2%

遭保险公司拒保，

9.1%

被保

险公司拒赔，

9%

感染者的健康子女被

迫辍学。

歧视是恶性循环：

“我是谁都惹不起的病人”

得病已

8

年的老刘笑称自己是

“间谍 ”，在昆明有自己的公司 ，但他

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公布自己的艾滋

病身份。 “刚得病那阵，常常做恶梦，

情绪很恶劣 ，有时候想 ‘我是谁都惹

不起的病人’，还怕什么。 ”他坦言，如

果自己放弃自己，当时可能会做傻事

去传染给更多人。

幸好，家人的鼓励和关爱让他逐

渐开始了新生活，每天早

8

时和晚

8

时

按时服药， 如今病情得到很好控制，

CD4

（人体的免疫细胞，健康人为

500-

1600

，低于

200

需要服药）上升到

1000

左右，事业也蒸蒸日上。

“歧视这种 ‘病毒 ’，一旦它在全

社会传播，会使得这个群体变成一个

更加孤独的群体，增加了艾滋病传播

的可能性。 ”衡阳市三医院艾滋病门

诊主任朱章萍告诉记者，一个因吸毒

而传染的艾滋病患者，因为受到旁人

太多白眼 ，而产生报复心理 ，一个星

期分别和

10

人发生性行为。

朱章萍说，正是歧视和耻辱带来

的恐惧，阻碍着公众获取艾滋病相关

信息、 进行艾滋病检测或寻求治疗。

由于得不到相关的信息和检查 、治

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会在与他人的

交往中，有意无意地扩大艾滋病的传

染。 多数潜在感染者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患病，一般都是在其他疾病就医

中被查出。 同时，为了就医顺利，大多

数患者会隐藏自己的病情，无意间加

大了医生的职业暴露几率。

对于全社会的艾滋病防治事业

来说，社会歧视是一个恶性循环。 省

卫生厅日前公布的艾滋病疫情显示，

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方式，艾滋病

向普通人群蔓延。 记者了解到，不论

是公务员 、老师 ，还是警察 、医生 、企

业白领， 目前各种人群都有感染者，

且还有很多潜在患者没有被发现，更

无从治疗。

歧视源于无知：

“不代表所有人都有那些经历”

一提到艾滋病，相当多人会把患

者与不洁的性行为或淫乱、吸毒联系

在一起，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普遍存在道德批判。 在聊天中，很多

患者对此有苦难言。

“不代表所有人都有那些经历。 ”

小梅到现在还为自己当初的爱美行

为懊悔不已。 不到

20

岁的她，还没有

交过男朋友，怎么也没料到因为一次

文身，使用不洁器具而感染了艾滋病

毒。 她强烈要求记者把各种传染途径

完整报道 ，以消除社会歧视 ，同时也

为了避免更多人因无知而染病。

虽然大众对血液传播 、 母婴传

播、性传播

3

种传播途径有所了解，但

仍然存在一些无知和误解。 欧秋英医

生解释 ，以性传播为例 ，不仅仅有偿

性服务才能传播艾滋病，任何发生无

保护性行为的个体之间都有可能传

播，包括恋人、合法夫妻之间；日常生

活中的共同进餐 、握手 、共用办公用

具 、 蚊虫叮咬是不会感染上艾滋病

的， 但在没有消毒设施的地方美容、

文身、打耳洞、修脚，与其他人共用刮

脸刀 、牙刷等行为 ，一旦器具上有艾

滋病毒，而刚好你的皮肤也发生了破

损，也是容易感染的。

防艾工作近

10

年，欧秋英共为上

千艾滋病患者治疗和服务，至今并没

有感染上艾滋病毒，她以自己的实际

经验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只要了解艾

滋病防治知识 ， 不会感染艾滋病病

毒，也无需恐惧。

她特别提到，感染上艾滋病毒并

不等于被判死刑。 其实，大部分接受

抗病毒药物规范治疗的病人都能够

健康地生活 、工作 ，预期寿命也可以

达到七八十岁，同样可以活得快乐和

满足。 （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易博文

无亏损，无不良贷款，家家赢利

11

月

12

日，韶山市永义乡永泉村

什山组的苏新民家，韶山光大村镇银

行工作人员张惠履约来访。 苏新民是

一个养殖户，养了

200

多头猪，最近又

有办农家乐的打算，但担心钱不够。

小张在对项目进行认真分析后，

建议苏新民贷款

20

万元 ， 并留下话

“我向领导报告一下，你什么时候要，

告诉我一声，最多一个星期钱就到手

了”。

“苏新民们” 以前难以贷到款。

2006

年底 ，为激活农村金融 ，中国银

监会放宽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

政策 ， 鼓 励 设 立 新 型 农 村 金 融 机

构———直接服务“三农”的村镇银行。

我省全力推动村镇银行组建。

2008

年

3

月

26

日至

2009

年

11

月

7

日，原湘潭市

商业银行 、建行 、长沙银行 、光大银

行、 浦发银行相继在湘乡、 桃江、祁

阳、韶山、资兴设立了村镇银行。 类似

苏新民贷款这样的事， 在这

5

个县市

经常发生。

对村镇银行，建行省分行行长龚

蜀雄评价：“对当地经济发展来说，村

镇银行的最大益处是贷款全部投放

当地 ， 不会成为农村资金的 ‘抽水

机’。 ”

村镇银行设立后，针对农村金融

的特点 ，推出农户联保贷款 、生产链

担保贷款 、林权抵押贷款 、农业订单

链式贷款等适用农村的贷款模式。 由

于这些银行本身就是法人，不用逐级

审批，贷款快捷，“应得急”，村镇银行

在农村大受欢迎。

湖南银监局提供的一份材料显

示 ，截至今年

9

月末 ，全省

5

家村镇银

行，注册资本金

2.49

亿元，存 、贷款余

额分别达到

21.59

亿元、

12.38

亿元。 今

年发展更快 ，存 、贷款分别比年初增

长达

58.9%

、

82%

。

3

年以来， 村镇银行不仅直接投

放了

10

多亿元的贷款， 更重要的是，

产生了明显的“鲶鱼”效应，农村金融

市场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村镇银

行工作人员 “不吃客户一餐饭 ，不抽

客户一包烟，不拿客户一分钱”，阳光

信贷，如春风吹拂，清香满园，当地金

融机构的工作作风也都为之一变。

其他金融机构也开始加大信贷

投放力度。 邮储银行对农村中小企业

打开了信贷闸门。 大型商业银行纷纷

加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放力度，其

中 ，农业银行还成立专门的 “三农事

业部”，专项办理强农惠农贷款。

桃江县分管金融的副县长楼初

阳介绍，

2008

年， 桃江县存贷比只有

34.6%

， 也就是说，

100

元存款， 只有

34.6

元贷了出去，

65.4

元“躺在账上睡

觉”。 村镇银行来后， 存贷比超过了

50%

，尤其是新增存款中，存贷比超过

80%

，桃江的经济活跃度大大提升！

村镇银行刚设立时，并不为人看

好。 不少人担心，村镇银行可能会“水

土不服”， 在农村市场会 “找不到感

觉”。

3

年后回头看，担心应该说是多

余的，发展之好超乎预期。 来自湖南

银监局的资料显示 ：

5

家村镇银行 ，

“无亏损，无不良贷款，无案件”，家家

赢利 ，仅今年上半年 ，利润就达

1400

多万元。

村镇银行迎难而上，茁壮成长

家家赢利的背后，村镇银行也经

历着外人难以知晓的困难。

一位大型商业银行省分行负责

人从设立成本上作了比较 。 他分析

说，村镇银行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村金

融机构，需要另外开发出一套符合农

村金融特点的信贷软件系统，设立成

本是设立同等规模的银行分支机构

的两倍。

由于规模小，村镇银行在开办其

他业务方面同样面临成本的考验。 银

行卡就是一例。 根据相关规定，目前

单家机构加入银联网络，相关费用主

要有

3

块：一是入网费，为注册资本的

1%

；二是联网测试时间累计超过

80

个

小时 ， 应收取

1

至

2

万元的联网测试

费 ；三是清算风险备付金 ，缴纳金额

最低不能少于

20

万元。

因此 ，从目前来说 ，村镇银行的

成本收益账，还算不过大城市的银行

分支机构。

其他方面的困难也客观存在。 村

镇银行目前主要通过间接连接方式

加入人民银行大、 小额支付系统，这

使村镇银行的汇兑业务需要滞后至

少半天才能到账 。 客户要向外面转

账，或者在外打工的农民工要向家里

转账 ，必须通过其他银行中转 ，慢了

一拍。

面对困难， 村镇银行迎难而上，

茁壮成长。

发展条件正在向有利的方面转

化。

在网点建设上，湖南银监局一方面

大力推动现有村镇银行增设网点，向乡

镇延伸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积极支持

老少边穷地区设立市州级村镇银行，将

村镇银行的网点覆盖面扩大到整个市

（州）。 湘乡村镇银行就已设立了

3

家分

支机构，网点设置由县（市）城区延伸到

了棋梓桥镇等乡镇。 这样一来，一家村

镇银行就不是只有一个营业网点，而且

拥有多个营业网点， 规模效应显现，成

本收益账将改写。

在支付结算上， 情况也在改善。

祁阳村镇银行就已加入长沙银行支

付结算系统，成为了全国首家加入城

市商业银行清算中心的会员单位，开

始开办银票业务。 韶山光大村镇银行

过去结算业务一直通过建行中转，今

年上半年，该行加入人民银行结算系

统，“瓶颈”一举突破。

湖南银监局副局长李赛辉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到：村镇银行不

是慈善机构，要实现支持“三农”和自

身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支持 “三农 ”是市场定位 ，不能动摇 ；

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是金融发展规

律，同样不能动摇。

正因如此，尊重了金融发展的市场

规律，使商业银行具备了商业可持续发

展的必备条件，我省村镇银行才会“办

一家，成一家”，真正扎下根来。 条件不

断改善，村镇银行将发展得更好。

从“试试看”到遍地花开

村镇银行的成功试水，激发了众

多商业银行的积极性。 记者获悉，由

国家开发银行发起设立的汨罗村镇

银行、汇丰银行发起设立的平江汇丰

村镇银行 ， 目前均已经完成筹建工

作，年内即将开业。

政策上的鼓励进一步激发了商

业银行的热情。 银监会

4

月

22

日发出

的《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有关事宜的通知》明确提出：“对设立

10

家 （含

10

家 ）以上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的主发起人， 为减少管理成本，提

高管理效益，允许其设立新型农村金

融机构管理总部”，“对设立

30

家 （含

30

家 ）以上的主发起人 ，允许其探索

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股公司。 ”

此外 ，还有 “允许组建总分行制的村

镇银行”等规定。 这意味着，在制约村

镇银行发展的规模效益问题上 ，“瓶

颈”制约将进一步缓解。

文件还同时规定 ，“各支行吸收

的存款，除上缴存款准备金和留足备

付金外， 应主要用于支行发放贷款，

支行吸收的存款，要全部用于当地。 ”

银监部门的鼓励引导，无疑增强

了村镇银行的吸引力。 村镇银行将成

为商业银行值得进行战略布局的重

要棋子，商业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

势必更加踊跃。

长沙银行发起设立的湘西长行村

镇银行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 可望年

内开业。 这是我省首家市州级村镇银

行，将在吉首市设立村镇银行总行，然

后在全州每一个县市设立一个支行，

吉首、凤凰支行即将在年内开业。

来自大型商业银行的消息也振

奋人心。 如果说，这几年设立村镇银

行，商业银行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理 ，搞几家 “履行一下社会责任 ”，而

现在则是准备从商业前景出发，大规

模介入。

建行批发业务总监兼村镇银行

委员会主任顾京圃日前表示，建行已

经开始按

200

家的计划在全国选址和

布局。

中行也提出了庞大的计划，与富

登金融控股公司（新加坡国立投行淡

马锡控股子公司）组建村镇银行控股

公司，批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

资产管理公司也不甘落后。 在完

成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使

命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确立了向金

融控股公司转型的方向，也开始在村

镇银行上跃跃欲试。

湖南作为经济正在崛起的中部

省份 ，无论哪一家来布局 ，村镇银行

都不会少。

未来我省的村镇银行，将在单家

设立、 呈现出一枝独秀风采的同时，

出现

3

种全新的形态： 一是总分行制

的市州级村镇银行形态；二是设立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管理总部的形态；三

是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股公司

的形态。 百花齐放，才会异彩纷呈！ 据

长沙银行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

专职主任委员陈富华介绍 ，

3

至

5

年

内，他们将创设

20

至

30

家村镇银行。

老、少、边、穷等经济欠发达地区

将重点惠及。 按湖南银监局新的准入

挂钩政策：在长沙地区发起设立村镇

银行的，必须同时在国家级扶贫开发

重点县或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发起

设立

1

家村镇银行； 市州级村镇银行

也将放在这些地区。

李赛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透

露： 除

5

家村镇银行开业，

2

家正在筹

建外， 目前我省还有

8

家全面启动了

组建工作，并与广州农商行等达成了

7

家村镇银行的组建意向。

村镇银行“一石激起千层浪”。 湖

南银监局程蓓副处长说 ，“我们要让

这样的‘石头’越来越多，在农村金融

市场上激起更大的浪花”。

（本期报道感谢廖晖 杨小凡 王

科健 胡岚 黄婵等的协助）

【记者手记】

每个生命

都应得到尊重

段涵敏

“要死随时很容易 ， 活下

去真的艰难 ， 生命只有一次 ，

我们要好好过。” 一名艾滋病患

者谈起

8

年来的抗病毒生活， 有

感而发 。 我的心 ， 突然狠狠抽

搐了一下。

艾滋病 ， 这种被称作 “世

纪瘟疫 ” 的疾病 ， 曾被报道成

“皮肤溃烂 、 骨瘦如柴 ” 等形

象 ， 在我们脑海里根深蒂固 ，

谈艾色变 。 当我亲眼所见 ， 在

药物的治疗下， 他们活的很好，

有些人身体看起来甚至比正常

人还要健康时 ， 由衷地感到欣

慰 。 在国家的 “四免一关怀 ”

政策下 ， 大多数患者积极参与

免费治疗 ， 艾滋病患者的病死

率已下降至

4%

至

5%

。

然而 ， 长期以来的社会歧

视仍然像利剑一样 ， 刺伤着他

们已经被病痛折磨的心灵 。 歧

视源于社会的无知 ， 我们怎么

能忍心让这些弱势群体为此埋

单？

12

月

1

日是艾滋病日， 每年

这个时刻 ， 社会的目光都会聚

集在此 。 在采访中 ， 所有患者

无不流露出对回归社会的渴望，

而不是每年一次的媒体聚焦 。

了解他们 ， 从容的接纳 ， 让他

们得到应有的权利 、 地位和关

怀， 这对普通人来说， 并不难，

也应该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

表现。

一直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宣

传的著名演员濮存昕有个心愿：

什么时候 ， 人们谈论艾滋病就

像说感冒一样坦然。 而我想说，

我们的敌人是艾滋病毒 ， 不是

艾滋病人 。 我们要感谢这些坚

强的人们 ， 用顽强的意志力为

我们诠释生命的意义 。 每个生

命都应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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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3月 26

日， 全省首家村镇银

行———湘乡市村镇银行

开门迎客，至今全省已相

继设立5家村镇银行。 相

对于“财大气粗”的商业

银行与国家政策性银行，

村镇银行犹如山野田间

毫不起眼的“小花”。 日

前，长沙银行发布招贤纳

士、 再设村镇银行广告，

再一次激起众人对村镇

银行的关注———

村

镇

银

行

农村，待掘的

金融富矿

易博文

我们欣喜地看到，村镇银行

设立，即将大潮涌动。 我们更欣

喜地看到， 村镇银行将更多地

注重商业的可持续，只有这样，

将支持“三农”与自身商业可持

续发展有机结合， 村镇银行才

能找到自身的赢利模式， 才能

生存发展， 才能担当起激活农

村金融、 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状

况、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重任。

我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 ，

随着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实

施 ，农业的发展 、农村的繁荣 、

农民的富裕， 已经成为不可阻

挡的大势。 农村经济总量的扩

大，将会给深入农村、发起设立

村镇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广大的

市场空间。 只要真正专注于农

村市场， 探索农村金融的发展

规律， 创新推出更加贴近 “三

农”和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潜

心在服务“三农”的广大领域深

耕，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不可否认 ，目前 ，大城市 、

大项目 、大企业 、基础设施 ，仍

是银行梦寐以求的优质客户 ，

也正因如此，才会有 “贷大、贷

长、 垒大户” 这样贷款高度集

中、结构不尽合理、机构设置围

着大城市转的情况出现。

城市市场固然可贵， 农村

市场同样大有作为。 大项目、大

企业 、基础设施 ，信用级别高 ，

不良贷款率低，是优质客户，但

是，众多银行来拼抢，议价能力

越来越弱， 势必影响到收益和

可持续发展。 与其一味在热得

烫手的大城市里拼抢客户 ，不

如转过身去，进入金融欠缺、竞

争极不充分的县域， 进入甚至

还有金融空白点的乡镇。 有远

见的银行已经发现， 农村市场

蕴藏着的巨大的金融需求 ，巨

大的商业机会。

当前， 经济转型、 区域统

筹、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加快，农

村市场就是商业银行的下一座

金矿， 是商业银行未来重要的

利润增长点和实现业务转型的

有力依托。 我们呼唤更多的银

行下乡掘金， 这既是监管部门

的要求， 是广大农村朋友的期

盼， 也是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

需要。

■

短评

歧视比艾滋病更可怕

———记者参加艾滋病患者聚会面对面交流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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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已设立

5

家村镇银行。 图为村镇银行一角。 本报记者 易博文 摄

湖南师大青年志愿者展示自己制作的“红丝带”。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活

得

怎

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