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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琪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当下，老

年人还要去打新冠疫苗吗？不妨听听

8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教授、著名病毒学家闻玉梅

近日是怎么说的。

问:您打了新冠疫苗吗？

闻玉梅：我现在 89岁了，已完成

两针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我特别想

告诉和我一样的老年朋友，要从科学

角度理解为什么老年人要打疫苗。老

人得了新冠容易重症化，要吃苦头，浑

身可能插满管子，何苦要吃那个苦

头？如果现在可以预防，为什么不呢？

问:但是听说打疫苗有反应，不打

是不是最安全的？

闻玉梅：从医学角度看，“反应”

是必然的，因为疫苗对身体而言是

“外来物”，身体会对此产生反应，也

就是“免疫反应”，若不产生反应，接

种反而等于无用。至于老年人关心

的“副反应”，也许有些人会出现局部

手臂红肿、轻微发烧等情况，这都是

正常反应。

至于有老人表示索性“闭门不

出”，这不是很理智的说法。我鼓励老

年人还是要出去走走，我每天散步

3000步，人要活动，不然没有病却长

期呆在家，等于有病了。另外，即便自

己不出门，难道子女不探望？亲戚不

走动？外卖不收了？与外界的接触是

免不了的。

问:老年人基础疾病较多，能打新

冠疫苗吗？

闻玉梅：我也有高血压、糖尿病，

但我为什么打了？因为我的高血压、

糖尿病都控制了。我还想告诉大家，

我的姐姐 92岁了，平时有过敏，打新

冠疫苗前经医生建议服用了抗过敏药

物，病情稳定，如今还完成了第三针加

强针接种。我强调一点，老年朋友要

根据自己情况及时接种新冠疫苗。

问:新冠病毒变异了，现在打还有

用吗？

闻玉梅：新冠病毒的变异是局部

的，整体上没变，因此严谨地说，疫苗

不是失效，而是减效，但依旧是有效

的。也因此，大家会发现，接种新冠疫

苗后，也许依然会感染，但很重要的一

点是，不太会有重症，更不太会死亡。

这点对老年朋友尤其重要。

本轮上海疫情死亡病例中，超过

90%是未接种过疫苗的老年人。老年

人完成了新冠病毒疫苗的基础免疫，

即使感染，发展成重症的风险至少降

低60%，如果还接种了加强针，风险降

低90%以上。

问：老年人加强针要不要打？

闻玉梅：加强免疫就好比人际交

往中的“加深印象”，人与人许久不见，

可能记忆会模糊，加强针的功能就在

于加深身体对病毒模样的“记忆”，让

免疫“加固”。

所以，我特别想对老年朋友说，不

要过度害怕，不要听信谣言，凡事得实

事求是。上海老龄化比较严重，我一

直鼓励老年人要健康老龄化，我们老

年人不想给社会、给子女造成负担，接

种疫苗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

也有人劝我，不要说打疫苗这件事。

我想，正因为大家不清楚，我更要来说

科学接种疫苗。

针对还在犹豫要不要打加强针的

老年朋友，闻玉梅院士说，打疫苗得

打得心里舒坦、家人放心，如果内心

确实非常紧张，就缓缓，因为紧张，血

压也会上升，牢记做什么事都要泰然

处之，平日多吃蔬菜水果，注意休息，

适当运动。

■本报记者 张琪

停了两个多月的疫苗接种门诊，

从5月底开始陆续全面恢复了。在各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预防接种、

成人预防接种、新冠疫苗接种，每天轮

轴转。而且，最近前来接种疫苗的，大

多数是来补种的，先补哪种疫苗？去

接种疫苗要做什么准备？记者近日采

访了张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

部分答案。

建议与新冠疫苗接种
时间间隔大于14天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的进一步稳

固，浦东新区接种门诊及时动态调整

门诊服务时间，通过增加门诊接种单

元、延长服务时间和最大量增加预约

放号等，尽快完成补种工作。

“我约好了HPV九价疫苗三针，

第一针在 2月接种，第二针原定 5月，

现在已经过期一个月了，是不是要加

急？要来挂门诊吗？”一名 25岁的姑

娘多次打电话询问，因为九价疫苗适

合年龄段是16到26岁女性，她很担心

自己第三针的时间要“出界”了。

该院防保科副科长奚春明回答：

“全程三剂 HPV 需在一年内接种完

成，最后一剂不可超过26周岁。”他解

释道，目前的疫苗接种程序推荐的是

最短的接种间隔，推迟了一段时间，只

要及时完成补种都可以产生良好的保

护效果。

遇到新冠疫苗和其他疫苗“撞车”

的情况，建议与新冠疫苗接种时间间

隔大于14天。

另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出院后医学观察未满 14天

者，或近14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有接

触史的人，应暂缓接种疫苗。

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患者

或无症状感染者），若未完成新冠疫苗

全程接种，在充分告知的基础上，可在

出院或治愈6个月后接种1剂。

明明帮宝宝预约了，
为何刷不出来？

儿童疫苗接种已经全面实行预

约制，在张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

天开放约 300 个号，每一名家长都

是有“号”而来。然而，13个月大的

“小牛”爸爸却在登记处卡了壳，急

得满头大汗：“我明明预约好了的

呀，怎么刷不出来了？”接诊护士小

庄耐心地帮他查看情况，找出了原

因：“由于疫情期间接种门诊暂停，

很多孩子的预约接种日期都超期太

久了。或者可能有的孩子去别的门

诊接种过疫苗。我马上就帮您重新

迁入和预约，不会影响孩子接种

的。”

西安来的新手妈妈小文也遇到

了问题，她在浦东生的儿子刚满月，

打疫苗却怎么也约不上。门诊负责

人龚医生告诉她，在浦东产院出生，

尚未在社区接种疫苗的新生儿，不

需要回原籍办理任何手续，“您在“疾控

U健康”微信公众号上自助建卡，提交

宝宝的相关信息及居住在本辖区的证

明照片，我们审核后即可直接预约，按

照时间完成接种。”

接种新冠疫苗
注意事项

未成年人接种范围
3-17岁，由一名监护人陪同，或其

他成年人陪同（需填写委托书）。请家

长提前在“健康云 app”上预约后，准备

好接种条码。

未成年人仅接种新冠灭活疫苗：北

生或科兴 2种新冠疫苗。未成年人暂

不开展第三针加强针接种。

3-11周岁儿童接种需携带预防接

种本，监护人与儿童身份证（或户口本）

并与其他疫苗间隔至少14天后接种。

关于70岁以上老人接种新冠疫苗
70岁以上老人，由家属陪同，或委

托村居委工作人员（需填写委托书）进

行接种。

温馨提示：
新冠灭活疫苗基础免疫程序为 2

剂次，接种间隔建议3周-8周，第2剂

建议在 8周内尽早完成，加强针需在

完成基础免疫至少6个月后接种。

腺病毒新冠疫苗基础免疫 1 剂

次，加强针需在完成基础免疫至少 6
个月后接种。

重组 CHO 细胞新冠疫苗接种 3
剂，相邻两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4
周。第 2剂尽量在接种第 1剂后 8周

内完成，第 3剂尽量在接种第 1剂后 6
个月内完成。

特别提醒：
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患者

或无症状感染者），若未完成新冠疫苗

全程接种，在充分告知的基础上，可在

出院或治愈6个月后接种1剂。

在疫苗接种后 48小时内不参加

核酸采样。

预防接种门诊防疫要求：
1、门诊需持 72小时内核酸阴性

报告。

2、请家长和儿童全程规范佩戴口

罩，自觉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距离。

3、目前每名儿童限 1 名家长陪

同，成人接种限本人一人进入场所。

4、进入预防接种门诊，要求现场

测量体温正常。

5、首次接种的成人或儿童，需带

好相关有效证件，包括身份证、居住证

明等, 儿童接种还需带好预防接种本

和出生证明。

补种原则：
1、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疫苗、含

麻疹成分疫苗、百白破疫苗、乙脑疫苗、

流脑疫苗、甲肝疫苗、水痘疫苗等免疫

规划疫苗需要优先补种，推迟接种的非

免疫规划疫苗也建议及时补种。

2、只需补种未完成的剂次，无需

重新开始全程接种。

3、优先保证及时完成免疫规划疫

苗的全程接种，当遇到无法使用同一

厂家疫苗完成接种程序时，可根据门

诊医生的建议使用不同厂家疫苗完成

后续接种。

本报讯（记者 张琪）6月27日上

午，202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博鳌外科直播时刻暨第一届仁

济外科周正式启幕。在为期5天（6月

27日—7月 1日）的直播中，将有百余

台外科手术“云端”呈现，集中展示专

业领域最新学术热点和仁济医院高精

尖的外科实力。

据悉，这五天，肝脏外科、胆胰外

科、胃肠外科、头颈外科、乳腺外科、血

管外科、脊柱外科、骨关节外科、创伤

骨科、妇产科、妇科肿瘤科、泌尿科、神

经外科、心血管外科、胸外科、口腔科、

手术室和模拟实训中心等 18个临床

相关科室和医工医务团队将轮番上

阵，全方位展示仁济医院团队精湛的

手术技术和高超的综合诊疗水平。

此外，还设有医院管理特色分享

板块，增加了更多互动，定向邀请仁济

医联体医院和二三级医院组织科室观

看，通过“线上互动+线下带教”的创

新模式积极推动规范化理念和先进技

术的下沉，引领学科发展。此外，还新

增了管理论坛，将具有仁济特色的医

院相关管理经验进行“云推广”。

今年是仁济医院第三次参与博鳌

外科直播时刻，2020年“仁济博鳌外

科直播时刻”获得了 12.5万超高人次

手术观看量，广泛覆盖全国31个省份

地区、2769家医院。2021年“仁济博

鳌外科直播时刻”则获得了15万人次

手术观看量，广泛覆盖全国33个省份

地区、2842家医院，为全国外科术式

的规范化推广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

用。

作为全国历史最悠久的三级甲等

医院，仁济医院创造了多个上海市、全

国乃至世界的第一例。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医院成功实施过国内首例

闭式二尖瓣分离扩张手术、国内第一

例胆道俄狄氏括约肌切开术、世界首

例针刺麻醉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

进入21世纪以来，成功实施了国内首

例婴幼儿活体肝移植手术、上海首例

逆行椎动脉闭塞微创介入手术、世界

首例双胞胎受体劈离式肝移植手术，

创造了一个供肝同时挽救2个生命的

医学奇迹。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仁济医院还成功施行了该院历

史上了第一例非气管插管保留自主呼

吸的胸腔镜气管肿瘤手术，对高难度

手术的探索永不止步。

本报讯（记者 张琪）每到黄梅天，靠空调续命的年

轻人群就时常出现面瘫。而面瘫还有个拉姆齐·亨特综

合征的学名。浦东新区医学会针灸专委会主任委员、浦

东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黄奏琴解释，拉姆齐·亨特

综合征是水痘病毒攻击头部颅神经，导致被病毒攻击的

一侧面部肌肉肌力减弱，这种面部肌力降低会导致难以

闭上该侧眼睛、做出面部表情，当进食、饮水时，食物可

能会从肌力弱的嘴巴一侧漏出来。

如果患者小时候得过水痘，症状虽然消失了，但病

毒会在体内潜伏，通常在感觉神经根部神经元处躲

藏。“在应急状态，或者压力大的情况下，免疫力下降，病

毒会重新激活，沿着神经分布传播，在面部、躯干、四肢

等发出来的时候，通常就被叫做带状疱疹，也就是民间

说的蛇缠疮。”如果病毒侵犯内耳附近的头部颅神经，通

常波及一侧的面神经、听神经，表现出来的就是面瘫，也

就是拉姆齐·亨特综合征。

黄奏琴表示，现在发生面瘫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见，

成为现代白领、学生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又闷

又热的黄梅天，年轻人空调从早吹到晚，再加上运动量

减少，免疫力就下降了，容易激发病毒，引起面部局部缺

血缺氧，导致面神经发生水肿和脱髓鞘反应，严重的会

造成神经短路，面部肌肉瘫痪。

据悉，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已开设针灸治疗面瘫的

优势专病门诊，采用针药并用，配合中药面部熏蒸、穴位

敷贴、经皮电刺激、浮针、刺络放血等，可祛风散寒，改善

局部血液循环，恢复面部神经功能，无副作用，可作为首

选疗法。

黄奏琴介绍，面瘫发作早期即可开始针灸治疗，可

有效减轻面神经水肿，改善面部血液循环。恢复期的治

疗主要是表情肌功能训练为主，针灸配合康复锻炼治疗

面瘫疗效显著，可促进肌纤维收缩和血液循环，有效控

制面肌痉挛和防止面肌萎缩，促进功能恢复。

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面瘫专病门诊：周一、周四、周六
专家提醒：7月 16日将入伏，天气将更为炎热，预防

面瘫可以从以下四点做起：

1、避免长时间吹凉风和暴露在寒冷环境中；

2、出了大汗、洗浴后，更不要贪凉，不要用风扇、空

调直吹面部；

3、开车、乘车时，不要把窗户开个小缝对着面部直

吹；

4、睡眠时，尤其要注意不要对着风直吹。

本报讯（记者 张琪）今年 6月初，浦南医院的妇科

门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患者，64岁的杨阿姨坐在轮椅

上，脸色苍白消瘦，腹部却膨隆巨大。她说：“最近4年常

常来‘月经’，这半年肚子胀痛。”

6月6日，杨阿姨住院检查发现，盆腔及腹腔占位，其

中腹腔为巨大多房性囊性占位，最大截面长度约

23.4cm！诊断为盆腹腔巨大肿瘤，且不能排除恶性肿

瘤。妇产科主任张保华表示，患者肿瘤巨大且进展迅

速，生命随时面临威胁。但做手术风险也很大：盆腹腔

广泛粘连、难以控制的出血、肿瘤无法完整切除。为及

时给患者提供最佳治疗方案，医务科组织普外科、泌尿

外科、麻醉科、病理科等科室专家为杨阿姨进行MDT多

学科会诊，最终决定在充分术前准备后为其行剖腹探查

术，然后根据探查情况处置肿瘤。

6月16日，经过全面精准评估和充分准备后，妇产科

手术团队、普外科姚礼副主任医师和手术室高新跃主任

麻醉团队与姚雨青护理团队共同为杨女士进行了剖腹

手术，术中发现其腹腔内的巨大肿瘤表面呈分叶状，部

分囊性，部分实性，基底部位于前壁右下方腹膜处，表面

与部分肠管、大网膜、子宫前壁、膀胱腹膜黏连。小心分

离黏连后，张保华和姚礼合力将肿瘤成功完整切除！

该肿瘤称重约5公斤，术中即冰冻:腹腔包块符合巨

大多房浆液性囊腺瘤，恶性度不高。张保华提醒：“腹腔

肿瘤早期症状隐匿,常在生长至较大时出现症状被发现,
但此时肿瘤常累及大血管、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等重要脏

器,手术切除难度极大。肿瘤治疗的黄金准则是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类似的妇科肿瘤通过体检可以发现。因

此，特别提醒已婚女性每年做一次盆腔B超检查。”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老年人还要打疫苗吗？听听院士怎么说

当补种疫苗遇上新冠疫苗，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刀尖舞者”亮家底、展绝活

仁济医院博鳌外科直播进行中

小时候得过水痘
黄梅天要小心面瘫

肚子胀痛元凶
竟是5公斤肿瘤

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 张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