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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接种疫苗的
那些事
本报记者 李严
为什么要接种疫苗？目前淮南新
冠疫苗接种情况如何？国内疫情非常
平稳、安全，还需要接种疫苗吗……
针 对 以 上 问 题 ， 9 月 18 日 ， 淮 河 早
报、淮南网记者专访了市疾控中心有
关专家。
问：
为什么要接种疫苗？
答：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安全、
最经济、最有效的一项措施，历史证
明，疫苗在控制和消灭疾病方面做出
巨大贡献，在我国，自实施免疫规划以
来，继续维持了无脊髓灰质炎状态，麻
疹、乙脑、流脑、白喉、破伤风等传染病
发病率都控制在历史最低水平，有效
地保障了人民健康与生命安全。
问：目前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多
少，
才能建立免疫屏障？
答：目前新冠疫苗接种率接种至
少达到 80%以上可以有效地阻断新冠
肺炎的传播，
才能建立起免疫屏障。
问：接种新冠疫苗不良反应有哪
些，
发生的概率有多少？
答：新冠疫苗不良反应发生率比
较低，严重异常反应发生概率只有百
万分之一左右，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
热、疼痛、乏力、红肿等，一般 1-3 天即
可痊愈。
从全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数
据来看，新冠疫苗安全性良好，暂未接
到严重异常反应的报告，广大市民朋
友可以放心接种。
问：目前淮南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怎样？
答：截至 9 月 17 日 24 时，淮南市新
冠疫苗累计接种了 4545884 剂次，覆盖
人群 2168042 人。
问：
老人、孩子可以接种疫苗吗？
答：由于老人、孩子属于新冠肺炎
感染风险较高的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尤为必要。目前我们国家主要接种人
群是 18 岁以上和 12-17 岁人群，在没
有接种禁忌症的情况下，符合条件的
老年人和 12-17 岁青少年可以接种。
问：国内疫情非常平稳，还有必要
接种吗？
答：虽然我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
但输入疫情和局部爆发风险依然存
在，对于个体而言，如果没有接种疫苗
就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患病
风险随之增加。对于群体而言，新冠
疫苗接种的人越多，建立的免疫屏障
越牢固，接种的越快，也就越早一天形
成免疫屏障。如果免疫屏障不能有效
建立，一旦有传染源传入时，或者有传
染源存在时，发病或者大规模流行就
有可能出现。
问：有报道称有的地方接种疫苗
仍被感染，
那么还有必要接种疫苗吗？
答：疫苗是人类在与传染病斗争
的历史上最有效、最安全、最经济的特
异性预防措施，但任何疫苗的保护效
力都不可能达到 100%，但目前的研究
表明，新冠病毒在未接种疫苗人群中
感染风险高，只要按照国家的统一部
署开展接种并达到很高的群体接种
率，是可以有效预防发病，特别是大幅
度降低重症和死亡病例的发生率的。

爱我中华 奉献有我
他们用行动纪念
“九一八”
和
“世界骨髓捐献者日”
本报讯（记者 李严）9 月 18 日，是“九一八”事变 90
周年纪念日，也是第 7 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当天淮南
市红十字会生命接力志愿服务队以参观大通万人坑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献血和留取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集
体宣誓、徒步宣传等方式纪念这两个特别的日子。
队长葛永当天是第 55 次献血，新加入的队员胡红
在献血的同时留取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在市中心
血站献血、留样后，老志愿者带领新志愿者进行了志愿
者宣誓，表达牺牲自己奉献社会报效祖国的志愿和决
心。而后，队员们马不停蹄徒步宣传，高喊“勿忘国耻，
爱我中华，奉献有我，报效祖国”等口号赶到大通万人坑
参观万人坑遗迹和炮楼等，向万人坑里死难的同胞默

哀，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来自淮南煤矿的老志愿者、老
党员万学山给队员们详细介绍了万人坑的凄惨故事和
当年被日本鬼子霸占抢夺蹂躏的淮南煤矿血泪史，志愿
者们深受教育。
随后志愿者又沿着环山路到龙湖景区，向市民宣传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和淮南市的捐献者事迹。沿途宣
传中，一些市民也纷纷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表示愿意
奉献爱心，
为国家多出一份力。

这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很
“燃”
本报讯（记者 柏雪 摄影报道）今年的 9 月 18 日是我
国第 21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也是“九一八”事变 90 周年纪
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八公山区人武部联合区教
体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双拥特色学校”
八区一小开展
“勿忘国耻，
固我国防”
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上午 8 时 50 分，活动在隆重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
幕。今年 9 月刚刚退役的士兵芦润琪作为旗手，和少先
队员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旗杆台前，
全体人员庄严肃立，
向国旗行注目礼。升旗仪式结束后，芦润琪作为红军后
代在国旗下和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从军经历，激励他们
牢记历史，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随后，防空
警报声响起，全体人员默哀三分钟，悼念逝去的革命先
烈。
9 时 25 分，在八区一小阶梯教室，区委常委、区人武
部政委李冰以“热血青春献高原枕戈待旦护河山”为主
题，
向学生们讲述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的事迹，
并深入
浅出阐述了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性，赢得了孩子们的热

烈掌声。该校五（1）中队学生曹璨宇向淮河早报、淮南网
记者表示，
听完这堂国防教育课后，
戍边英雄的感人事迹
一直回荡在其脑海中，
今后他一定会以英雄们为榜样，
为
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活动最后，学生们还参观了
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展牌，
了解相关国防知识。

跑马守护者又添 50 名救护员
本报讯（记者 李严）9 月 18 日，淮南市红十字会为市
马拉松运动协会的 50 名志愿者完成了应急救护员培训，
他们将取得应急救护员合格证，成为跑马运动中生命的
守护者。
据介绍，淮南市马拉松运动协会许多跑友也是市红
十字志愿者，他们不仅热爱马拉松运动，也热心公益，积
极参加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留样等公益活动。马拉
松运动中经常发生一些意外伤害，尤其是猝死十分危
险，现场快速正确的自救互救十分重要。淮南市红十字
会和马拉松运动协会一直希望给跑友们培训应急救护
技能，但因疫情和跑友们来自四面八方都有各自的工

作，
平时不容易聚集，
经过多次协商才确定培训时间。
此次培训市红十字会结合马拉松运动训练和比赛
中常见的拉伤、扭伤、摔伤、骨折、猝死等意外伤害以及
气道梗阻等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意外以及运动中无法背
负负荷装备等特点选取了针对性的内容，重点突出，针
对性较强，采取最简便实用的方法，着重进行现场自救
互救技能训练。
常年参与马拉松运动的市马拉松运动协会会长刘
开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大家讲述了 3 起意外伤害的所
见所感，他感慨每个“马友”都应该掌握这样救命的技
术，
为“跑马”
保驾护航。

玩嗨了以牌会友乐在其中
本报讯（记者 孙鸿 摄影报道）为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
丰富职工文化娱乐生活，
9 月 19 日，
由淮南市总工会、
淮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好品中国·农博城杯”掼蛋
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地的 600 名掼蛋爱好者
汇聚集结，
共赴一场巅峰“掼”
军之战。
本次赛事自 9 月 19 日首场预赛开始，历经一个多月
时间，选手们需经过六轮预赛竞争，经过层层选拔的获
胜者，才能进入最终决赛，参与大奖角逐。本次比赛采
用淮南市扑克牌竞技运动协会审定的掼蛋规则，采用电
脑编排积分制（比赛细则赛场宣布）积分前八名进入总
决赛，总决赛选取前 16 名。比赛设有一等奖 1 对（奖金：
10000 元/组）、二等奖 2 对（奖金：3000 元/组）、三等奖 3
对（奖金：
2000 元/组），
另设有优胜奖、纪念奖若干。
采访中，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看到，比赛中各
路选手密切配合，沉着应战，一路你追我赶，现场气
氛既严肃紧张，又轻松活泼。无论胜负，大家均喜笑

颜开，观赛者也其乐融融。有市民朋友在赛后表示，
感谢淮南市总工会、淮南广播电视台举办掼蛋比赛这
样有趣的活动，不但结识到了新朋友，还享受到了游
戏带来的愉悦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