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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HIV/AIDS 问题看中国 
～共商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HIV/AIDS in China 
Discuss together to avoid repeating the same mistakes 

 

 

[时间] 

2008年 11月 16日（星期日） 

[地点] 

早稻田大学 小野梓纪念讲堂 

[参加方式] 

免费 无需事先登录 

[使用语言] 

汉语・ 日语・ 英语（同步翻译*其中英语只限于上午） 

[问询处] 

学习院女子大学 阿古智子研究室 

(tomoko.ako@gakushuin.ac.jp) 
[主办单位] 

「从HIV/AIDS 问题看中国」研讨会执行委员会 

（学习院女子大学阿古智子研究室、惟谦AIDS法律中心、杨绍刚律师事务所） 

私立大学学术研究高度化推进事业（公开：2002－2008） 

 [共同举办] 

AHC研究所 

早稻田大学 亚洲一体化项目全球中枢研究机构(COE) 

[赞助] 

国际交流基金、东京HIV诉讼辩护团基金 

 

 

 

 

 

 

 

 

 

 

 

（研究会流程概要） 

09:40～10:00  致开幕词 天儿 慧（早稻田大学亚州太平洋研究科科长） 

10:00～10:25  基本方针演讲 Scott Burris（Temple University）「美国的HIV诉讼」 

10:25～10:40  基本方针演讲 川田龙平（参议院议员）「日本的药物感染艾滋」 

10:40～12:40   第一部分「HIV/AIDS与法律」 

14:00～14:20  基本方针演讲 家西 悟（参议院议员）「日本的传染病・预防医疗法」 

14:20～15:50  第二部分「HIV/AIDS与行政・社会援助（中国）」 

16:00～17:30  第三部分「HIV/AIDS与行政・社会援助（日本）」 

17:30～18:00  综合讨论「为了不重蹈覆辙」 

18:00～18:10  致闭幕词 李 楯（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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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宗旨 

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关 HIV/AIDS 的诉讼往往需要花费庞

大的费用和时间，不管是对感染者来说还是对国家社会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在中国的 1990年代，不少人因为血液管理上的问题而感染了HIV病毒。近年来，由这

些人提出的诉讼正在逐渐增加。但是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其中的一些案例甚至成为

了煽动社会不安的因素。 

如今，在中国虽然有许多市民团体和政府组织正积极开展对感染者的法律援助活

动，但是信息及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日显突出、特别是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还存在很大

的困难。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社会/文化上都有许多共同点。对正在逐步健全和完

善法律制度的中国来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具有参考价值。对正在推进法制完善、制度

建设及培养人才的中国来说，日本所能做的贡献及帮助不仅对发展日中关系、对摸索国

际社会的发展道路方面也是极具意义的。 

本项目的主要目的有以下两点 

①血液管理及有关 HIV/AIDS的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交流和国际比较 

②为达到提高感染者和有关人员的自立能力的目的，探讨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援助问题 

 

①血液管理及有关 HIV/AIDS的法律・制度建设 

在中国，围绕《HIV/AIDS预防・治疗条例》的制定问题，至今已经召开了诸多相关

的研讨会及由许多专家组织的讨论。2004年 8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特别专门

小组，于同年 12月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专家召开了国际研讨会。2005

年 5月，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政法学院、清华大学的研究班都各自

提出了自己的试行方案。其中论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这些：HIV检查时的自愿性及隐私

保护；诸如信息公开这样的政府职责、防止就职、结婚、入学、治疗等方面存在的歧视；

市民团体及 NGO 的作用；对感染者的保障及救济；准对医务人员在工作中的 HIV 感

染保险的适用问题等。2006年 1月，国务院在参考了其中一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式

公布了《HIV/AIDS预防・治疗条例》。 

在推进这样的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除了政府及政府主导的委员会外、一些民间团

体和国际机构也积极参与到了其中。HIV 感染者被认为是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所以我们有必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特殊的社会处境，支援他们尽快地从弱势中

解脱出来。由此，在探讨如何建设和完备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过程中，就要求我

们去收集其他国家的具体事例的信息并给予比较分析。 

另外，如何对由输血或血液制剂而引发感染的人实施救助是 HIV/AIDS 的法律・制度

建设中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1990年代日本的经验在国际上正受注

目，预定参加本项目的国外友人亦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关心。由于这次研讨会在日本举行，

我们将有幸能和行政人员、律师、研究者、市民团体的代表、记者等与这个问题有关的

人员进行交流。当然，日本的经验不可能照搬照用，但是我们应该可以从问题的各个侧

面去挖掘和获取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和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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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早稻田大学 小野梓纪念讲堂 

 

 

 

②为提高感染者和有关人员的自立能力的社会援助 

提高能力(empowerment)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理念经常被引用。比如 J.Friedmann在

《Empowerment :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development》里就指出，在生命的养育和生活的

经营当中，有必要行使⑴社会力⑵政治力⑶心理力这三种力量。其中的社会力与信息、知识、

技术、所参加的社会组织、财产资源等被认为是生产「基础」的有无/强弱有关；政治力与

每个成员在各种影响自己未来的决定过程中的参与情况相关；心理力是指个人感受到的潜在

能力。心理力有助于促使个人采取行动去增强社会力、政治力，使之达到相互促进的正面效

果。 

我们知道，HIV感染者大都为低收入者、从事于性产业者、吸毒者、同性恋者、白

血病患者等人群，在政治・社会・精神上他们都处于弱势，很容易受到社会的歧视。为

此，开展一些启发教育活动让感染者能坚强的生活下去，或者在尊重感染者本人意思的

基础上给予适当的治疗和社会援助是很有必要的。关于这一点，中国国内的专家们都一

直表示希望能学习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具体经验。在本次研讨会中，将有行政、市民团体、

NGO、相关专家、媒体等和 HIV/AIDS有关联的组织和个人参加。其中，组织和个人将

各自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相互之间能不能够协调配合好，具体什么样的

项目发挥了作用并取得了效果、或者反过来什么样的项目有问题等课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将争取在本次研讨会上对这些课题进行深入而有意义的讨论。 



The Symposium by Gakushuin Women’s College,  

Waseda University Global COE, and Asian Human Community (AHC) 

Supported by the Japan Foundation 

Attorney's Group Fund of HIV Litigation for Hemophiliacs 

4 

 

国际研讨会 从 HIV/AIDS 问题看中国 

11 月 16日（星期日）早稻田大学 小野梓纪念讲堂 

 

 

09:40～10:00 致开幕辞 天儿 慧（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 

宗旨说明 阿古 智子（学习院女子大学副教授） 

 

10:00～10:25 基本方针演讲 Scott Burris（Temple University 法学院教授） 

「美国的HIV诉讼」 

10:25～10:40 基本方针演讲  川田龙平（参议院议员） 

「日本的药物感染艾滋」 

 

10:40～12:40 第一部分「HIV/AIDS 与法律」 

主    持 李  楯（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 

讨 论 者 杨  绍刚（杨绍刚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阚  志明（湖南友愛之家HIV/AIDS 関懐小組代表） 

Sara Meg. Davis（Asia Catalyst 主任） 

周    丹（杨绍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大平 胜美（社会福利法人・HABATAKI事业团理事长) 

安原 幸彦（东京ＨＩＶ诉讼原告辩护团） 

杉山 真一（东京ＨＩＶ诉讼原告辩护团） 

12:40～14:00 午餐时间 

14:00～14:20 基本方针演讲 家西悟（参议院议员）「日本的传染病・预防医疗法」 

 

14:20～15:40 第二部分「HIV/AIDS 与行政・社会援助（中国）」 

主    持  阿古 智子（学习院女子大学副教授） 

讨 论 者  李  丹（惟谦AIDS 法律中心代表） 

孟  林（“爱之方舟”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 

靳   薇（中央党校教授） 

王 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 

福原 毅文（国际医疗福祉大学教授） 

15:40～15:50 休息时间 

15:50～17:30 第三部分「HIV/AIDS 与行政・社会援助（日本）」 

主    持  柿沼 章子（社会福利法人・HABATAKI 事业团) 

讨 论 者  泽崎 康（AIDS预防财团国际合作部科长） 

高山 义浩（佐久综合医院综合诊疗科医师） 

长谷川 博史（JANP+代表） 

生岛 嗣（PLACE东京专任咨询员）  

樱屋 传卫门（作家） 

郭 晃彰（早稻田大学政府许可活动策划小组Qoon干事长） 

17:30～18:00 综合讨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主    持  杉山 真一  

讨 论 者  全体出席者 

18:00～18:10 致闭幕词  李  楯（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