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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接种疫苗
8大疑问解答

1.接种年龄有上限吗？
目前来说，接种需结合老年朋

友的自身健康状况，只要身体健康、
无禁忌症，并没有绝对的年龄上限。

2.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可以接种吗？
慢性病人群是感染新冠病毒后

的重症、死亡高风险人群。
对于健康状况稳定，药物控制

良好的慢性病人群不作为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禁忌人群，建议接种。如相
关指标控制不稳，或处于急性发作
期，则建议暂缓接种。

3.接种前后需要停药吗？
处于稳定期的患者，接种疫苗

前后，仍应按医嘱用药，包括高血压
患者、糖尿病患者、甲减患者使用的
常规药物。具体可参考相关药物说
明书。

4.手术后可以接种吗？
对于患有肿瘤或术后患者建议

参考临床医师建议，结合患者健康
状况和相关指标，如病情稳定可接
种疫苗；如相关指标控制不稳，或处
于急性发作期，则建议暂缓接种。

5.吃不准能否接种怎么办？
如果因为有一些基础疾病，吃

不准是否适合接种，可以提前去医
院做个检查，咨询临床医生；也可在
接种现场将健康状况如实地告知医
生，最好可以把病历本也带上，由现
场的医生进行判断。

6.天气逐渐转热，老年人注射疫苗
有什么注意点吗？
尽量穿着宽松的衣服，以方便

接种。
预约时尽量避免中午等气温高

的时段。到了接种现场也不要着急，
缓一缓，休息一下，再去接种疫苗。
部分接种点为老年人开通了专门的
绿色通道。
接种完，一定要完成现场 30

分钟的留观。

7.接种疫苗前后有什么禁忌事项？
接种前后不要做一些会让身体

出现异常的事，比如说海鲜过敏人
群不要吃海鲜、不要过量饮酒等，避
免这些行为引起的异常反应与接种
疫苗后的不良反应混淆或叠加。

8.腺病毒疫苗（1 剂次）也已经在本
市使用，和灭活疫苗（2 剂次）有啥
区别？
种类的疫苗由于研发技术路线

和生产工艺不同，所需接种剂次也
就不同。
腺病毒载体疫苗基础免疫为 1

剂次（0.5ml）；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
目前推荐基础免疫程序为2剂次（每
剂0.5ml），接种间隔建议3-8周。
目前在本市使用的疫苗，都已

经附条件获批上市，有效性和安全
性均经过了验证。各接种点具体供
应的疫苗品种视供货情况会有所调
整，大家请根据现场工作人员安排
进行接种。 （上海新闻广播）

疫苗接种

服用中药时这些食物须忌口
服药期间，与某些食物不宜同

时进服，成为服药禁忌，即通常所
说的“忌口”。为了保障中药的疗
效，使其更好的发挥治疗作用，服
用中药时是需要对一些食物忌口
的，通常应该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服用中药期间不宜饮茶

茶是我国最常见的饮品，在日
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有饮茶的习惯。
茶中含有 10％鞣质，鞣质分解成鞣
酸，鞣酸容易与铁盐生成鞣酸铁沉
淀。鞣酸铁沉淀会导致腹痛、腹泻，
并会使体内的铁质减少。因此，在服
用含有铁的药物时忌饮茶。

服用中药期间不宜吃刺激食物

健康的饮食观念要求无论什
么人，都应该尽量少吃刺激性的食
物。如烟、酒、咖啡、浓茶以及各种
辛辣调味品等。以烟酒为例，吸烟
能够干扰药物代谢，降低药物疗
效，烟草中的尼古丁进入人体后，
会干预肝脏代谢，使药物在体内的
代谢速度减慢或加快，使得血药浓
度降低或升高，从而影响药物疗
效。酒中的乙醇能够提高细胞膜的
通透性，且能够使神经系统由兴奋
性转为抑制性，故在服用安神药物
的时候，禁饮酒。

服用中药期间不可服用果汁或醋

果汁中含有果酸，其主要成分
为维生素 C和柠檬酸等，能够促使
药物提前分解，不利于药物吸收，

致使药效降低。同理，在服用药物
的时候，若药物中成分偏碱性，醋
等酸性食物会破坏其成分，或者加
快药物的分解速度，对疾病的治疗
是不利的。

服用中药期间不宜加糖

煎好的中药汤剂一般会有苦
味，有些人为了减少苦味，便加入
少许糖来中和汤剂的苦味，其实这
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糖中含
有一定的铁离子、钙离子及其他物
质，如果跟汤药一起服用，就可能
会发生化学反应，破坏中药汤剂中
的某些有效成分，甚至可能会产生
沉淀物，不仅不能够治病，反而可
能会给身体带来新的问题。

服用中药期间不宜吃发性食物

发性食物就是指“发物”，是
指动风生痰，发毒助火助邪之品，
容易诱发旧病，加重新病的食物。包
含四大类，一是某些食物中所含有
的一些异性蛋白，这可能会导致人
们发生变态反应，如常见的有服用
虾蟹引起过敏反应。二是动物性食
品中，可能含有某些激素，容易导致
人体功能亢进或代谢紊乱，如糖皮
质类固醇会诱发感染扩散、癫痫发
作等。三是刺激性食物，如葱蒜、酒类
等辛辣类食物，容易引炎症加重、疔
毒走黄等。四是冷冻食品，如外感风
寒，服用解表药时服用西瓜、冷饮等
生冷食物，则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起到相反的效果。 （区食药安办）

打响数字精品消费 拥抱品质美好生活
长宁区第二届“五五购物节”启动

上海市“五五购物节”如约而至，以“数字
长宁·虹桥 GO”为主题的长宁区第二届“五
五购物节”也已正式启动。 在持续到 6 月底的
两个月时间里，长宁区围绕“数字 、时尚 、国
际”特征，推出“1+3+6+X”的整体活动，包括
举行 1 个启动仪式、承办 3 个市级重点活动、
开展 6 个重要主题活动和组织各类商业主体
开展百余场营销活动，打造消费品牌，激发消
费活力，提升消费能级。

数字体验突破消费新格局
步入“十四五”，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性

愈发突显。作为全市唯一“互联网 +生活性
服务业”创新试验区的长宁区，在线经济、新
兴消费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平台。今年的购
物节旨在打造与数字科技相结合的系列主题
活动，不断刷新购物体验和消费格局。
长宁区着力提升数字人民币消费试点体

验，聚焦虹桥商圈，打造电商平台、在线游戏
和移动支付三大线上场景以及商场消费、交
通出行、餐饮消费、首店专场、民生消费等五

类线下场景试点。目前，初步确定的数字人民
币消费网点已有 280余个。线上购买机票、线
下交通卡充值、购物餐饮、买菜买药等都可通
过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从居民最基本的生
活消费打响“数字长宁”品牌。线上线下齐出
动，数字化全覆盖，让消费体验耳目一新。

在 5 月 2 日的上海直播电商节暨长宁
区第二届“五五购物节”启动仪式上，现场连
线长宁属地网红点直播间，现场直播各地火
热的购物氛围，将长宁区品质消费、实景试驾
体验带到你的眼前，还有李佳琦跟你隔空
say“Hi”。“五一”小长假期间，虹桥商圈直
播电商节配合上海市直播电商节，与抖音合
作在虹桥南丰城户外搭建共享直播间，为长
宁区优质企业开展电商直播带货等活动，大
力推动电商消费。

依托此次“五五购物节”，长宁区正重点
推进虹桥数字商圈建设，目前已在虹桥商圈
实现 5G网络全覆盖。同时，结合虹桥天都整
体升级打造现所·创邑MIX 项目的契机，正
推动打造天山天义直播街，引入潮牌首秀、新
品首发等活动，实现商圈商业转型与在线新

经济的融合发展。

时尚首发引领消费新风尚
今年的“五五购物节”，长宁区依托虹桥

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将属地时尚创意资源
优势最大化发挥出来，开展各类时尚活动、首
发活动，助推整个购物节“嗨购”气氛。

长宁区汇集了各类时尚定制特色商户和
企业。在当前消费升级日益向品质消费发展
的情况下，个性化的定制消费的热度也不断
提升。2021 上海全球新品首发季·时尚定制
周已于 5月 20 日在上生·新所启动，活动广
泛发掘长宁区在服装、配饰、家具、花艺、食
品、化妆品等全品类的定制品牌，发布“时尚
长宁·品质生活”定制地标，并在武夷路 305
号开展为期一周的将定制融入生活的场景式
展示体验消费活动。实现购物节与时尚体验
等相结合，带你走上时尚最前沿。

与上汽集团合作的“上汽长宁首发体验
嗨购季”于 4 月 30 日 -5 月 5 日落地长宁
IM 国际旁的凯田路，上汽旗下大众、凯迪拉
克、别克、雪佛兰、荣威、R等六大品牌最新车
型集中亮相，打造实景式试驾体验场景，带来
沙漠、热带雨林、涉水路面等城市无法体验的
动感驾驶体验。上汽还带来五五折特价车，现
场车型都可以在体验后当场下单，一站式体
验便捷的购车服务。

此外，这个购物节还将迎来诸多新店首
发。上生新所的乐之全球首家旗舰店开幕，打
造科技类、生活类、影音类、玩具类等全球众筹
平台上的新品首发。尚嘉中心的“例外+方
所”精品集合空间全国首店开业，打造集书店、
文创、生活、时尚于一体的新城市休闲空间。5
月 14日-21日，百丽X海绵宝宝快闪店华东
首发，首场POPSTORE快闪店登陆龙之梦购
物公园，线上线下共同推出首发联名款产品。5

月 17 日 -21 日 日 本 泳 衣 品 牌 Gua-
camole*Element 联名快闪店带来限定联名
系列新品首发等……

国际活动展现消费新魅力
长宁区作为上海著名的“国际城区”，聚

集了众多跨国公司、国际化品牌和外籍人士。
此次“五五购物节”，长宁区努力把握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建设启动契机，对标打造国际性
品牌活动。

在上海日本领事馆、日本政府观光局上
海事务所等机构支持下，4 月 30 日 -5 月 5
日金虹桥商场“JAPAN FAIR金虹桥日本风
情周”开展日本相关品牌 SHOW，配合奥运
体育祭推出相关演出和活动。上海高岛屋百货
举办“池坊X小原流花展”，带来日本插画艺
术的创新体验。首届国际时尚星主播大赛邀请
中国台湾青年参与，发掘优质主播，推动品质
直播。同时，文旅体与商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
深化。区文旅局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百架钢琴大型户外交响合唱音乐会”
“长宁咖啡文化节”，区体育局主打绿色生态，
举办“2021上海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充分彰
显长宁创新开放包容的国际潮流文化。

本届购物节将横跨整个 5 月至 6 月，贯
穿劳动节、青年节、母亲节、护士节、5·20、儿
童节、端午节、父亲节等多个重点节日。有了
主题活动的引领，对于传统节日与本届购物
节的融合，长宁区也进行了着力打造，专属各
个节日的不同购物氛围，让广大市民月月有
节可庆、有乐可享。巴黎春天天山路店除母亲
节花艺活动外，还有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活
动和端午旱地龙舟赛。虹桥南丰城还开展浓
情母亲节&520 主题促销及儿童节童心童趣
主题满额抽奖活动……海量有力度、有温度
的活动等你到来。准备好出发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