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60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常见问答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常见问答

老年人接种安全吗老年人接种安全吗？？

监测数据显示，目前使用的新冠
疫苗安全性很高，接种后发生严重不
良反应的概率很低。

答

不常出门的老年人是否不用接种了不常出门的老年人是否不用接种了？？

不管活动范围多小都应该尽快完
成接种。不经常出门的老年人不代表
没有感染风险，只能说相比于活动范
围广、活动频繁的人群感染的风险会
小一些。当疫情扩散蔓延时老人周边
接触的人、环境及家庭成员都可能带
来感染风险，而一旦感染对老年人来
说就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答

老年人不确定自己能否接种怎么办老年人不确定自己能否接种怎么办？？

老年人当中患基础性疾病的比例
较大，接种前要对疾病情况做好评估，
确定是否处于稳定期。老年人可提前
准备好相关病历资料，将健康状况如
实告知，由接种点或定点医院专业人
员进行判定。

答
局部不良反应以接种部位疼痛

为主，还包括局部瘙痒、肿胀、硬结和
红晕等，全身不良反应以疲劳乏力为
主，还包括发热、肌肉痛、头痛、咳嗽、
腹泻、恶心、厌食和过敏等。

答

接种新冠疫苗后接种新冠疫苗后

有什么常见不良反应有什么常见不良反应？？

哪些情况下老年人不能接种呢哪些情况下老年人不能接种呢？？

①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过敏
者。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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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近 3年内有癫痫发作史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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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正处在发热期患者、慢性疾病
急性发作期或正在接受急性病治疗的
患者。

⑤医生认为不适合接种的其他情况。

答

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有必要吗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有必要吗？？

有必要有必要。。当前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全球新冠疫情仍
处于大流行态势处于大流行态势，，国内部分省市接连国内部分省市接连
发生本土疫情发生本土疫情。。6060岁以上老年人罹患岁以上老年人罹患
新冠肺炎后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比较新冠肺炎后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比较
高高。。接种新冠疫苗不仅可以有效预防接种新冠疫苗不仅可以有效预防
新冠病毒感染而且能显著降低重症和新冠病毒感染而且能显著降低重症和
死亡率死亡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及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及各
国接种疫苗策略国接种疫苗策略，，老年人尤其是有基老年人尤其是有基
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是新冠疫苗接种的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是新冠疫苗接种的
最优先人群之一最优先人群之一。。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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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携带身份证。
②接种前不要空腹。
③穿比较宽松的上衣便于接种。
④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接种后需在现场留观 30 分钟无

异常后方可离开。

答

老年人接种前后需要注意些什么老年人接种前后需要注意些什么??

到目前为止，任何疫苗的保护效
果都不能达到 100%，少数人接种后仍
可能不产生保护力或者发病。目前，
人群免疫屏障尚未建立，因此，接种疫
苗后仍需要做好戴口罩、勤洗手、开窗
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等个人防护措施。

答

打了新冠疫苗出行打了新冠疫苗出行

还要继续戴口罩吗还要继续戴口罩吗??

疫苗进入人体后，其中的抗原信息
被加工传递给附近淋巴结里的免疫细
胞，免疫细胞被充分激活后便会产生抗
体和细胞免疫，此时，人体出现短暂发
热是正常现象，也意味着免疫系统正在
被疫苗激活。

答

接种后为什么会发热接种后为什么会发热??

出现发热症状是常见的一般反
应。若体温低于38.5℃，必要时可进行
物理降温或服用退烧药，通常1-2天后
体温降至正常。若体温高于 38.5℃或
持续时间较长或伴随其他症状时，应
前往指定医疗机构就诊。

接种新冠疫苗后接种新冠疫苗后

出现发热能吃退烧药吗出现发热能吃退烧药吗？？

答

既往有基础疾病者，可继续服用日
常治疗药物如降压药、降糖药等。

答

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后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后

还还可以服用可以服用日日常治疗药物常治疗药物吗吗??

历时20个月，我国首款国产抗新冠病毒
治疗药品终于问世。

12月 8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批
准腾盛华创医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新冠病
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
（BRII-196）及罗米司韦单抗注射液（BRII-
198）注册申请。这是我国首家获批的自主知
识产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
定，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进行应急审评审
批，批准上述两个药品联合用于治疗轻型和
普通型且伴有进展为重型（包括住院或死亡）
高风险因素的成人和青少年（12-17岁，体重
≥40kg）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患
者。其中，青少年（12-17岁，体重≥40kg）适
应症人群为附条件批准。

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这款药品能否有
效应对？与其他药物相比，这款药品有何独
特优势？这款药物价格是多少？是否已在
临床使用？……在腾盛博药 12月 21日举行
的媒体会上，清华大学医学院、清华大学全
球健康与传染病研究中心与艾滋病综合研
究中心主任张林琦教授，腾盛博药总裁兼大
中华区总经理罗永庆，腾盛博药高级副总
裁、生物制药部门负责人朱青博士等对此进
行了解答。

对奥密克戎有效否？

罗永庆：“来自清华大学实验室、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实验室等多个第三方独立实验室
的数据显示，安巴韦单抗/罗米司韦单抗联合
疗法对奥密克戎突变株保持中和活性。其
中，安巴韦单抗对奥密克戎突变株的活性降
低，但仍有一定的抑制效果，在高浓度情况
下，可以抑制 90%以上的病毒。而罗米司韦
单抗对奥密克戎突变株的活性完全没有变
化。”

有何独特性？

张林琦：“安巴韦单抗/罗米司韦单抗联
合疗法是以静脉滴注的形式给药，起效快、
浓度高，因此，对于有基础疾病以及伴有进
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特定人群是很有效
的，这是这款抗体药物治疗的重点人群。同
时，基于对抗体的优化，这款药物不仅起效
快，稳定性也强，因此,在保持活性方面具备
优势，它在患者早期治疗方面会起到较大的
作用。”

哪阶段患者更适合用？

朱青：“有三类人员。一是高危患者；二
是免疫低下的患者；三是伴有并发症或有潜
在高危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这
些患者需要优先治疗，不能等到病情加重再
补救。”

保护效果持续多久？

朱青：“这组抗体半衰期延长性没有直接
临床研究数据，只能说它对奥密克戎突变株
的保护效果至少持续几个月，但很难讲具体
会有多长时间。”

是如何起作用的？

朱青：“新冠病毒主要通过与人体细胞
上的ACE2结合感染人体细胞，并通过细胞
繁殖造成疾病。安巴韦单抗针对新冠病毒受
体结合区域与ACE2直接结合的部位，阻断
病毒与ACE2结合。而罗米司韦单抗针对新
冠病毒受体结合区域另一个不与ACE2结合
的位点，以不同作用机制阻断病毒的繁殖。”

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吗？

张林琦：“关于抗体在预防方面的作用，
现阶段正在科技部支持下，由钟南山院士开
展临床研究，特别是针对免疫缺陷病人的一
些相关研究。从抗体的修复协调性、组合拳
的效果以及在体内相对存留的时间比较长的
特性来看，我们对该药物在预防方面的作用
抱有很大期待，因为国外的同款药物在这方
面已经展示大于80%的预防效果。”

罗永庆：“中和抗体的作用是疾病的全程
管理，在预防疾病阶段，中和抗体可以与疫苗
互补，海外已有三款中和抗体获得预防适应
症，对疫苗反应不佳或者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注射一次可以保持 9-12个月。根据深圳第
三人民医院的研究结果，注射一次安巴韦单
抗/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人体在第9个月
时的抗体水平跟打第三针疫苗后的峰值相
当，即至少维持9个月以上，所以这款抗体药
物具有预防作用。”

啥时候进入临床使用？

罗永庆：“从今年5月，安巴韦单抗/罗米
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已在 21个疫情暴发的城
市开展紧急救治工作。由国家卫健委和科技
部推荐，腾盛华创无偿捐赠，共有900多名患
者使用。但也应该看到，这款药物的抗体由
活细胞产生，其生产周期较长，通常从细胞复
苏到提纯以及后续一系列工作，大概需要 4
个月。”

价格是多少？

罗永庆：“从全球新冠抗体的商业模式来
看，基本是以政府采购为主。在欧美国家，政
府以数百万的量采购新冠药物，在有大量需
求的情况下，海外同类药物的定价是2100美
元。而在中国，会综合考量市场需求量及其
他经济因素，在数量还未确定时，我们很难讨
论定价。”

（新华网）

首款国产新冠药物：对奥密克戎
有效否？保护效果持续多久?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
情防控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
言人米锋表示，冬春季疫情防控要始终坚
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着力在科学精准上
下功夫。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施
策，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人员安
全、有序流动，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

“层层加码”，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
活的影响。

“总体来看，近期国内疫情仍呈局部散发
和规模性聚集并存特征。”国家卫健委疾控局
一级巡视员贺青华介绍，目前全国疫情形势
总体平稳，局部地区发生由境外输入疫情引
起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有的已经得到控制，有

的正在控制之中。
对于春节是否需要“就地过年”，国家卫

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
梁万年表示，各地要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因地
制宜出台相关政策。重点区域、重点人群要
严格执行现行防控政策，不能因为春节而改
变防控措施；高危人群，如老年人、慢性病患
者、孕妇等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游与聚
集。现在处于疫情中高风险的区域，口岸、边
境等特殊区域，开展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地区
等要继续保持相对严格的管控措施。其他地
区应该做好风险评估，综合考虑风险等级、个
人免疫状态、疫情形势等，提出有力度、有温
度的政策，不能“一刀切”。

(新华网)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两节”期间防疫工作

11月起，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3-11岁人
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接种新冠疫苗事关
小朋友的健康，家长们都非常关心。这么小
的宝宝接种新冠疫苗靠谱吗？小朋友打“苗
苗”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孩子打针时害怕怎
么办？围绕这些问题，权威专家进行了详细
解答。

●小朋友为什么要打“苗苗”？
一方面是预防发病。新冠流行早期，儿

童感染率比较低。如今，随着新冠肺炎的全
球大流行和持续传播，儿童感染率不断上
升。在部分国家，现在儿童的发病水平和去
年年底成人发病水平已经接近，甚至增加。
这意味着过去的认识需要改变，儿童群体也
需要疫苗进行保护。

另一方面，随着儿童感染率上升，儿童中
重症或者死亡病例时有发生，疫苗可以有效
降低重症和死亡率。

此外，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也是一个传
染源，而这部分人群日常聚集程度高、管理难
度大，容易造成聚集性疫情的发生。

●这么小的宝宝接种新冠疫苗靠谱吗？
根据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的专家论

证意见，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3-11岁人群中
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与18岁以上的人群没有
显著性差异。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
在 12月 11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

上表示，根据截至12月3日分析的结果，儿童
不良反应总体发生情况比较平稳，没有出现
异常的情况。在报告上来的不良反应当中，
95%以上都属于一般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
些异常反应、偶合反应、心因反应。在异常反
应中，大多数都是过敏性皮疹。在整个人群
接种不良反应报告中，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
低于百万分之一，其中3-11岁儿童的严重不
良反应发生率低于青少年和成人。

●小朋友打“苗苗”时害怕怎么办？
王华庆表示，3-11岁儿童接种疫苗过程

中，家长要放松心态、全程陪护。如果发现
孩子过于紧张，要做好其心理疏导工作，另
外也要把这种情况告诉接种医生。接种单
位和接种医生要创造一个温馨的接种环境，
消除孩子的紧张感和恐惧感。若有孩子特
别紧张，接种单位可以安排单独的时间或场
所接种。

●宝宝近期已经预约了其他疫苗，需要
推迟吗？

不需要推迟，建议仍然按预约日期去接
种，尤其是免疫规划疫苗，建议优先接种。

王华庆提醒，3-11岁儿童可能还要接种
其他疫苗，务必让新冠疫苗与其他疫苗接种
间隔 14天以上。如果必须接种狂犬病疫苗、
破伤风疫苗等，可以不考虑时间间隔的要
求。

(人民网)

您家孩子打新冠疫苗了吗？
这些知识别忽略哦！

（人民网）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