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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卫健宣

全国疫情最新形势怎样？
老年人新冠疫苗怎么接种？现
在的疫苗对奥密克戎新毒株还
有没有用？针对老年朋友们关
心的热点问题，常州市疾控中
心专家给出了回复。

问：现在疫苗的接种率不
低，我也不怎么出远门，老年人
群是不是可以不接种了？

答：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认为年
龄≥65岁是成为重型/危重型高
危患者的首要危险因素。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内地报告的
超 7 万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进
行了回顾性描述，发现不同年龄
组的新冠肺炎病死率有差异，病
死率在60岁及以上年龄组明显
升高。

目前国内疫情形势总体平
稳，但是由境外输入引起的本
土小范围疫情“迁延不愈”。回
顾我国以往的散发疫情发现，
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重
症的风险明显低于未接种疫苗
的老年人，而发展成重症的感
染者中有超过 90%没有接种疫
苗。

问：患有慢性疾病，每天还
需要服药控制，这样可以打新
冠疫苗吗？

答：中国疾控中心同样发
现，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
管疾病、呼吸道传染病及癌症
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病死率也
远远大于无基础性疾病的人
群。由此可见，这类人群更易
感染新冠病毒，后果更严重！

对于正在服用药物的老年
朋友来说，当前是否能够接种，
需要对具体病情进行判断。三

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
者、患有慢性肝肾脏疾病等基
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如果健
康状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则
可以接种疫苗。如果当前的相
关指标控制不稳、处于急性发
作期等，则建议暂缓接种。

此外，新冠病毒疫苗确实
存在以下接种禁忌症：

一、对疫苗的活性成分、任
何一种非活性成分、生产工艺
中使用的物质过敏者，或以前
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过敏者；

二、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
过敏反应者（如急性过敏反应、
血 管 神 经 性 水 肿 、呼 吸 困 难
等）；

三、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
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如
横贯性脊髓炎、格林巴利综合
症、脱髓鞘疾病等）；

四、正在发热者，或患急性
疾病，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
期，或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
者；

五、说明书所列其他禁忌
事项。

小贴士：常州市每一个新
冠疫苗接种点都有专门的健康
咨询问诊医生，您可以带好与
病情相关的资料来现场进行身
体健康状况评估，来确定目前
是否能够接种。

问：老年人身体素质相对
较差，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是
不是更严重？

答：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
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根据
目前疑似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监
测结果，60 岁以上老年人的不
良反应报告发生率低于 60 岁
以下成年人群。其中，一般反
应占绝大多数，异常反应只是
一小部分，在异常反应中主要
以过敏性皮疹为主。鉴于新冠

肺炎疫情形势愈加严峻，当前
情况下建议优先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在达到规定的时间间隔
后，也要及时接种其他疫苗。

小贴士：预防接种一般反
应对机体只会造成一过性生理
功能障碍的反应，主要有发热、
局部红肿、硬结，全身可能会有
不适、倦怠、食欲不振、乏力等
症状，它们都是暂时性的，即使
不加干预，身体状态也很快就
能恢复正常。如果您接种疫苗
后出现了身体不适，一定要加
强观察，如很难缓解甚至加重，
则需及时就医，同时也要尽早
和接种点的医生联系。

问：我前两针打过了，最近
还出现新毒株，加强针真的还
有必要吗？

答：非常有必要！许多证
据表明新冠疫苗能有效预防重
症、降低死亡率。但国内外研
究发现，随着接种疫苗时间的
推移，受种者体内中和抗体水
平下降，保护效果减弱。研究
表明，与标准接种相比，接种加
强针可以提高现有疫苗的免疫
效果，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及病
死的风险。

近期，科学界发现新命名
的毒株奥密克戎突变株具有极
强的传染性，比德尔塔毒株高
很多，这对于那些从未接种过
疫苗的人群来说风险剧增。科
学家同样发现，虽然标准接种
后，疫苗的保护力有所下降，但
是接种加强针同样可以提高疫
苗对抗奥密克戎的保护力。

初春季节多发疾病，新冠
肺炎疫情又来添乱，但是不用
害怕，只要我们增强防疫意识，
遵守防疫要求，配合防疫管理，
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
集，就一定能守护好我们每一
个人的健康生活！

新冠疫苗加强针要不要打？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

老年朋友千万别犹豫

■记者 胡艳 图文报道

冬末春初时节，各类时鲜
层出不穷。记者在菜市场里
逛得眼花缭乱，觉得这个看起
来很新鲜、那个卖相也很不
错。逛着逛着，看到有摊位前
围着一排顾客，上去一看，原
来大家在买河蚌。4元左右一
斤的河蚌，大概是最实惠的河
鲜了。

在记者的印象里，常州的
菜市场，不论面积大小，每家
菜场必有一两个摊位专门卖
河蚌。比如，兰陵菜市场有两
个河蚌摊位，清潭菜市场有一
个。

“蚌肉笃豆腐”，几乎每个
顾客都是冲着这道菜而买下
一篮蚌肉的。看起来很有经
验的主妇告诉记者：“河蚌就
要这个时间吃，过了清明就不
好吃了。”

兰陵菜市场一楼水产摊
位，卖蚌肉的第一家是个三四
十岁的女摊主，第二家是一家
三口，五十多岁的老夫妻和他
们的女儿。第二家摊位上，还
未开口的河蚌一层一层码得
整整齐齐，一个与老板娘年纪
相仿的女顾客正在买蚌肉。
女顾客告诉记者，她已经在这
个摊位上买了好几年的蚌肉，
这次买了 30 元，是五个人吃
的量。

蚌肉 4 元一斤，女顾客买
了 30 元，也就是 7.5 斤。作为
外行，记者觉得这个量似乎有
点夸张，女顾客看了记者一眼

说：“你不要看着一篮子蚌肉
好像很多，一烧会缩掉好多。
我还要去买一颗小点的笋，放
几片咸肉，一块豆腐，炖一锅
汤，最多半小时就好了。就算
人少，最起码也要买 20 元的，
太少烧不出来那个鲜味的。”

递到顾客手里的蚌肉，都
是已经挑过肠鳃、敲过的。这
些服务，完全不用顾客开口提
醒。

清潭菜市场的河蚌摊位
也是夫妻档，这里卖的河蚌10
元 3 斤，老板娘说很久没涨价
了。老板一边用小刀撬蚌肉
一边跟顾客聊天，“现在的小
孩很多菜都不认识，吃蚌肉时
都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肉。不
像我们，从小就会下河去摸河
蚌。”

撬出来的蚌肉，先用一盆
清水冲洗一下，然后去掉肠
鳃，最后由老板娘用一根正方
形的木棒细细地敲打蚌肉，看
看木棒的颜色就知道它已经
在摊位上“服役”很多年了。

听说蚌肉拿回家用盐洗
净粘液，清水冲洗后就能下
锅烹饪了，记者作为一个在
常州生活了多年的北方人，
虽从未自己动手做过“蚌肉
笃豆腐”，这次不禁也有了试
一试的意愿。大家不是都说
了，过了清明蚌肉就老了，得
抓紧尝鲜。

菜摊上的贴心服务，
在春天的第一篮蚌肉里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和松
江区报告多例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阳性人员，为有效控制和降
低疫情传播风险，现向广大市
民提醒如下：

一、2 月 15 日以来有上海
市普陀区、2 月 17 日以来有上
海市松江区和闵行区旅居史的
人员，应于 12 小时内向所在社
区（村）、单位（宾馆）报备，配合
做好相关疫情防控措施。

二、2 月 15 日以来有上海
市普陀区、2 月 17 日以来有上
海市松江区和闵行区中高风险
地区旅居史、与已公布确诊病
例（含无症状感染者）有轨迹交
叉的人员，需进行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有上述地区其他低风
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需进行7
天（自离开当地之日起算）严格

健康监测，并于第 1、3、7 天各
开展 1 次核酸检测（7 天 3 检），
其中离开已满7天的人员，需进
行1次核酸检测。

三、即日起，有上海市旅居
史的来常返常人员需持有48小
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上海
市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与已公
布确诊病例（含无症状感染者）
有轨迹交叉的人员，原则上不来
常，如确需来常，需进行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有上海市普陀区、
松江区、闵行区低风险地区旅居
史的人员，抵常后需进行 7 天

（自离开当地之日起算）严格健
康监测，并于第1、3、7天各开展
1次核酸检测（7天3检）；上海市
其他地区（不含涉疫区、县）来常
返常人员需在抵常后24小时内
进行1次核酸检测。

四、有上海市普陀区、松江
区、闵行区旅居史人员抵达我
市“两站一场”时，均需在场站
设置的便民核酸采样点进行 1
次现场核酸采样。

请广大市民继续增强个人
防护意识，坚持佩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离、注意个人卫生。如
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
涕、咽痛、嗅（味）觉减退、结膜
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在做好
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立即前往
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排查。新
冠病毒疫苗可显著减少严重疾
病和死亡，请符合接种条件的
市民尽快前往接种点完成全程
接种或加强针接种，保护自己
和家人。

常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 2022年3月3日

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松江区和闵行区
来常返常人员健康管理的提醒

■王淑君 倪珊

本报讯 3 月 3 日，钟楼区
五星街道新丰村举办“志”在
新丰活动，邀请村里的 3 位优
秀志愿者开展微访谈，宣传身
边的正能量。

新丰村村民冯赟创办了
聆逸语言成长中心，为患有听
力障碍、自闭症的小朋友提供
康复训练和教育。常州邮政

局新区商务投递部员工朱新
财爱岗敬业，获得省劳动模范
称号。健康科普工作室的创
办人谢智娟免费为村民开设
教育方法、家庭关系、身体保
健、心理健康讲座，并组织学
生为老人开展志愿服务。他
们的故事感染了参与活动的
村民，大家纷纷表示，要将志
愿精神、雷锋精神不断传递下
去，让全村涌动更多向上向善
的正能量。

志愿者讲故事传递正能量

一只河蚌只能挖出二两左右的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