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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海第二剂疫苗保卫战正式打响，特别是 6 月 10 日
至 30 日，将成为接种第二针人群服务的高峰。 如何保证第二
针顺利接种？

问：一定要接种第二针吗？
答：只有完成了全程免疫，才能产生理想的免疫效果，从

个体防护效果来看，灭活疫苗接种两针效果优于接种一针，接
种一针优于没有接种的。 除了腺病毒疫苗接种 1 针外，其他疫
苗均需要接种第 2 针或者第 3 针才能完成全程免疫。

问：在本地接种过第一针，到外地还能接种第二针吗？
答：如果第一针接种的是灭活疫苗，可以凭第一针的接种

记录， 根据接种点的安排按照推荐的间隔完成后续剂次的接
种。

现阶段建议用同一生产企业的疫苗产品完成接种， 但如
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时， 可采用相同种类的其他

生产企业的疫苗产品完成后续剂次接种。

问：第二针疫苗可以混打吗？
答：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目前新

冠病毒灭活疫苗建议接种 2 剂。 现阶段建议用同一个疫苗产
品完成接种。

如遇同厂家疫苗无法继续供应、 受种者异地接种等特殊
情况，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时，可采用相同种类的
其他生产企业的疫苗产品完成接种。

问：第二针会比第一针副作用大吗？
答：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接种疫苗后会出现一些不适的

反应。 接种新冠疫苗后也是一样的，具体不良反应和不良程度
还是要因人而异的。

新冠疫苗接种第二针的副作用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会觉
得比第一针的副作用更大， 也有人接种完两针都没有明显的

副作用，所以还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如果出现不良反应严重
的话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如果只是轻微的话是会自行消退的。

问：为什么某些人接种第二针后更疼？
答： 如果接种第 2 针之后注射部位出现有硬块或者硬结

的话，首先观察有没有红肿或者有没有脓液，如果有的话还需
要去医院外科，切开引流清创处理。

如果只是有硬结轻微疼痛感的话，可以自行简单处理。 建
议患处不要剧烈运动或提拉重物。

问：接种反应越强，免疫效果越好？
答：疫苗接种反应强不等同于免疫效果好。 可以理解大家

都希望新冠疫苗接种后可以获得最优的抗新冠病毒免疫效
果，要强调的接种者应区分开来这一观点。

目前新冠疫苗接种不良反应率低， 且不良反应的发生仍
是以局部反应为主。 （长宁疾控）

疫苗科普知识

新冠疫苗第二针全面开打，这些问题要注意

□记者 陈毓磊

“太方便了，本来还为第二针去哪儿打发愁，现在这里直
接成了固定接种点了。”在百联西郊工作的市民吕先生高兴
地发现，从周一（5月 24 日）起，新泾镇在百联西郊内常设了
固定接种点。
吕先生在百联西郊的海底捞工作。早前，他在曾在这里的

流动点接种了第一针。眼前看着就要接种第二针的时间要到
了，他还在为去哪儿接种发愁，就听说百联西郊有了固定接种
点。吕先生便趁着休息时间来打疫苗，“今天都没有排队，到了
就能打，真的非常方便！”

提前两天改造完成接种点
接种点位于百联西郊东方商厦内一楼，这里无需预约，随

到随打，不限户籍，无论是第一针还是第二针，都可以自由接
种。而且，为了方便周边白领下班后也可接种，接种点的服务
时间延长至晚上 20:30 分。
该接种点面积为 200平方米，设置有等待候诊区、接种

区、留观区和突发情况处置区等，留观区同时可容纳 50 余人，
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接种环境。接种现场，到处都可以看到
各类指引方向的指示牌，接种区、留观区等都有明确标识，现
场秩序井然。
据了解，百联西郊接种点原计划于周三（5 月 26 日）开

放，为了向附近居民、周边商户等提供便利的接种服务，新泾
镇加班加点，在百联西郊的大力支持下，提前完成接种场地的
布置，于周一正式对外开放。
现场，前来接种的市民有序排队进入候诊区域，完成体温

测量、查询健康码、填表登记等接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对有

疑问的接种者，全程都由志愿者指引并协助开展预约、咨询等
工作。“有糖尿病可以接种吗？”医务人员耐心地解答市民的
疑问，打消接种者的顾虑。

白衣“战士”在辛苦坚守
接种区共有三个工位，接种前，医务人员会向每一位注射

疫苗的市民展示疫苗的外盒，告知其接种注意事项。
“手臂放轻松啊。”来自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顾燕

萍穿着全套防护服，专心致志地为市民接种疫苗。只见她娴熟
地掰开疫苗瓶盖，将一次性注射器针头插入瓶内，将疫苗抽入
针管，找准上臂三角肌，用蘸满酒精的棉签消毒后立即下针。

接种完毕后，她细心叮嘱市民要留观 30分钟才能离开。
“今天刚岗的 4小时里，我打了一百多剂，我们的最高纪

录是一天打 250 多剂。”不少医务人员的手因为不停掰开疫
苗瓶盖，磨到破皮甚至流血。已经有多次接种经验的顾燕萍边
展示她手中的小工具边说道：“得亏了我有这个，才能抓紧时
间为大家接种。”
为了减少穿脱防护服和上厕所的时间，医务人员们基本

上会减少喝水次数，吃饭时间也是草草地扒两口饭，又立即返
回岗位。当一天十个小时的工作完成时，医务人员还得继续做
最后的扫尾工作，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
目前，百联西郊接种每天接种能力超过 200剂次。还没有

接种的朋友们可以去这个家附近的疫苗点早日接种哟！

逛街也能打疫苗！
新泾镇在百联西郊开设固定接种点

□记者 陈毓磊

近期，新泾镇正在开展新冠疫苗接种攻坚行动，连日来，
在镇域 33个小区内设立流动疫苗接种点， 并加开接种夜场，
满足不同人群就近接种、错时接种的需求。
为确保宣传全覆盖， 新泾镇各居民区使用多种形式发布

疫苗接种信息通知，有使用小喇叭在社区内循环讲解的，有社
区工作者讲解疫苗接种知识， 有党员志愿者分享接种体会和
感受，甚至还主动提供孩子托管服务。

最接地气———流动小喇叭
“今天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 在双流路 340号居委活动

室，有疫苗接种专场，请大家积极接种疫苗，筑牢社区防疫屏
障……”6月 1日下午，双流居民区的志愿者手里拿着大喇叭，
在小区内巡回宣传疫苗接种。

“此前我们都是通过微信群、拉横幅、张贴海报等方式做好宣
传引导，后来我们又用起了小喇叭，传播快、效果好！ ”志愿者解释
起缘由。连日来，在新泾镇的各小区，一声声来自流动“小喇叭”的疫
苗接种宣传声不绝于耳。 社区志愿者们手持小喇叭边巡逻边播放，
将疫苗接种的最新信息传送到每个楼栋， 打通疫情防控宣传的
“最后一公里”。
新渔东路居民区的姚阿姨今年 69岁了，早上出门时看到

了楼下大铁门上张贴了疫苗接种信息，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
姚阿姨便来到居委活动室，排队等候接种疫苗。 考虑到部分老
年群体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除了小喇叭通知外，新渔东路居委
还通过在每个楼栋张贴告示，及时做好新冠疫苗接种时间、地
点、接种注意事项等内容的宣传动员。

最有说服力———讲接种感受
“我今年 76岁了，也接种了新冠疫苗，接种到现在啥事没

有，回去我要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其他人，让大家放心打！ ”6月
1日下午，南洋新都的居民浦阿姨在居委活动室完成了第一针
疫苗接种。
留观时，浦阿姨看到了自己同一党支部的傅爷爷，立即向

傅爷爷“安利”起来，“我已经接种了，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你也赶紧来接种，为了自己安心，也为了家人安全！ ” 作为一
名老党员，浦阿姨希望通过自己影响身边人，动员更多人接种
疫苗

最细致周到———设醒目标志
南洋新都小区里设置了清晰的地标，循着地上的标识，以

便于居民能很快找到接种点。 “为了让居民一眼就找到接种
点，我们将登记预检区安排在了室外醒目处。 ”志愿者小张补
充说道，“虽然这里蚊虫比较多， 又比较热， 但是为了居民方
便，我们辛苦一点也值得。 ”
在登记区，南洋新都居委还安排了多位志愿者，除了协助

居民扫码登记、填写知情同意书外，还有专门的志愿者负责登
记居民信息。 “我们会登记居民的电话、楼号、接种日期，以便
于 21天后电话通知居民及时接种第二针。 ”南洋新都居委干
部介绍说。

最有人情味———孩子托管服务
大人接种新冠疫苗，需要留观半小时，跟着来的孩子无人

照看怎么办？ 在虹康居民区，这里还提供孩子托管服务。
此外，有些居民区将接种点安排在了小区图书室内。 几百

册图书，总有一款能够让孩子踏实地待够半小时。

小喇叭流动宣传、留观时托管孩子
新泾疫苗接种显真情

□记者 顾玲

“家附近也有接种点，但平时上班也没时间去。现
在，流动疫苗接种车直接开到我们单位门口，工作间隙
就能把疫苗打了，真是太方便了。” 6月 2日上午，新
泾镇疫苗接种流动车驶入新泾镇鑫达广场，在这里工
作的职员吴先生赶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接种。
“请问您是接种第一针还是第二针？”“有无特殊

病史？”“有无过敏史？”记者在现场看到，流动接种车
前，企业员工有序排队依次进入预检区，工作人员认真
地询问着每一位前来接种的人员，确认无误签订《知
情同意书》后，便可进入流动车接种。

流动接种车上，存放疫苗的大小冰箱、电脑、扫码
设备等都一应俱全，可容纳 2个接种台同时接种，负责
接种的工作人员均是来自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护人员。“我们接种台 8:30 点至 16:00 不停歇，确
保想要接种的企业职员和居民都能接种到。”现场工
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道，为了提高接种效率，他们充分利
用场地空间，将预检台、留观区等都设置在一起，白领
们从进入预检区到疫苗接种完成离开现场全程平均用
时不到 45分钟。
已经完成接种的企业职员普遍表示，在公司楼下

就能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真的非常方便，也不会打乱工
作计划，回办公室要把这个体验分享给同事们。
除了鑫达广场外，当天新泾镇还在东华大学科技

园行健 space 设置了临时接种点。一进入园区，记者就
听到广播里滚动播报着临时接种点的宣传信息，园区
地面还张贴着清晰明确的指引图标，帮助大家顺利找
到接种点的具体位置。
“很方便的，我同事上午上班的时候就来接种了，

我们特地选在中午来，一点也不耽误工作。”企业职员
徐小姐吃完午饭就拉着同事一起来接种。
中午时段，东华大学科技园行健 space 临时接种

点迎来一波小高峰。企业员工依次在门口的预检处登
记，拿到了接种牌，填写好《知情同意书》，顺着通道走
进一楼大厅排队接种，接种后直接乘坐电梯到二楼的
留观区休息 30分钟，并领取街道为大家准备的牛奶和
饼干。
新冠疫苗免费接种以来，新泾镇辖区企业员工接

种需求连日提升，但苦于工作日要上班，来回奔波打疫
苗耽误工作。镇政府便主动和辖区楼宇企业联系，确定
需求人数和接种地点，主动对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陆
续在各楼宇开设临时接到点，邀请医护人员上门为企
业员工服务。

上班抽个空就能打疫苗
新泾镇把接种服务送进“楼门口”

自开展 75岁以上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工作以
来，不少高龄老人积极参与疫苗接种，主动撸起
袖子，为疫苗接种“代言”，用实际行动呼吁广大
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共筑健康免疫屏障。

近日，在新泾镇老干部工作者和家属的陪同
下，92 岁高龄的离休干部漆凤岗伉俪携手一同
完成新冠疫苗第一针接种。截至目前，漆凤岗老
人成为全镇最年长的新冠疫苗受种者。

漆凤岗老人是一名退役老舰长，尽管曾经身
负重伤，腿脚不便，但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在得知
76岁及以上老人接种疫苗的消息后，漆老与老
伴儿主动要求接种，共筑免疫屏障。

当天，年过九旬的漆老一身红白搭配的装
扮，神采奕奕。从信息登记到接种，均是全程自
理。在老伴儿接种疫苗时，他还及时从旁照料，协
助老伴儿整理衣服。轮到自己接种了，漆老麻利
地脱下外套，递交身份证核实信息。面对护士的
每一句询问，他也都能对答如流。短短十几秒，护
士拔出针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打好了，太
快了！”不知不觉中，漆老顺利完成接种。

漆凤岗老人表示，整个接种过程流畅、工作
人员服务热情。“身体没有不适，心中却更多了
一份安心。”他还将带动身边的老人积极接种新
冠疫苗。

“这两年，有一个可怕的病毒在全球传播。
老师告诉我，我们的祖国非常强大，研制出了新
冠疫苗，给全体公民免费接种！目前小孩子还不
能接种疫苗，但我们可以发动身边最亲的人去接
种，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免疫屏障，保护我们
啦！”
近期，新泾在宣传接种疫苗的过程中，又出

现了“防疫小卫士”的身影。孩子们个头小小的，
能量却不小，小手牵大手，一起“苗苗苗”。“我
决定回家发动全家打新冠疫苗，我要做一名新泾
防疫小卫士！”“我给家里打过疫苗的长辈送上
一朵小红花，表扬他：你真棒！”

九旬离休干部、“防疫小卫士”
都来为疫苗接种“代言”

68个疫苗接种点“火力全开”
贴心服务为健康“保驾护航”

疫苗接种是当

前疫情防控的有效

手段。为了全力以赴
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截至目
前，新泾镇调整优化、布局升级
疫苗接种点位，已启用固定加流
动接种点 68 个， 坚持全镇每天
半数以上居民区开设流动接种

点 ，坚持全镇 “家门口 ”接种点
“日夜兼程”模式，坚持全镇东西
南北中均有接种点布局，坚持全
镇家门口、楼门口、院门口、站门
口等多类型覆盖，真心真情为新
泾居民布置了一张

安心、舒心、暖心的
疫苗接种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