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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首批流感疫苗到货一天就“秒光”
接种高峰提前一个月到来，市民到社区门诊排队预约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记者
夏侯凤超 通讯员 张丽） 9月
18日是“九一八事变”89周年，山
东省人防办、济南市人防办、历下
区人防办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将在历下区汇隆社区举办纪
念“九一八事变”89周年暨人防法
规宣传教育进社区活动。

在“九一八事变”89周年纪念
日之际，为提醒广大群众牢记历
史、勿忘国耻、警钟长鸣，进一步
增强全市群众爱我中华、振兴中
华的使命感、责任感，同时做好人
防公益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民
的国防意识，提升全民的防空防
灾能力，特举办此次活动。活动以

“警钟长鸣 勿忘国耻”为主题，
向市民宣传普及人民防空有关法
律法规知识和防空防灾知识，展
现“人民防空人民建,人民防空为

人民”的本质要求,在防灾减灾知
识宣传方面,还将向大家讲解突
发灾害的种类、特点和危害，预防
与避险、自救与互救的基本技能,
基本逃生手段和防护措施,提高
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防灾减灾
能力。

现场，来自济南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为大家解答
关于防空防灾的专业知识,工作
人员还将现场为大家演示防化服
的功能和使用。活动当天还将进
行互动活动，现场参与活动的市
民，参加互动抢答问题还可以获
得小奖品一份。

本次人防法规宣传教育活
动时间为9月18日上午10点至
11点半，地点为历下区汇隆社
区会议室。让我们相约现场，不
见不散。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记者
王倩） 近日，由齐鲁晚报联

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的
2020江河卫士“乐山乐水享自然
之美”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本
周末，来自济南、菏泽、临沂、东
营、济宁、青岛、枣庄7城市的12
支志愿者团队将集中开展巡河
护河行动，领略家乡山河的壮
丽，做家乡山川河流的守卫者。

作为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江河卫士”项目在山东省的合
作媒体，齐鲁晚报连续多年来组
织了江河卫士集中活动，在齐鲁
大地上倡导环保理念，带动更多
人加入到江河卫士行列中。本周
末，江河卫士志愿者再次集结行
动，大家要用脚步丈量家乡最美
山河，用行动装扮它们。

这12支队伍分别为齐鲁志
愿者团队、济南星星火公益服务
中心、绿行齐鲁、枣庄义工联盟、
青岛西海岸新区义工联盟、济宁
任城区越河同心慈善义工协会、
临沂河东区义工协会、菏泽润泽
公益、济宁志愿者、东营志愿者、
沂蒙阳光志愿者协会、临沭爱心
志愿者协会。近500名志愿者将
在当地河流山川区域内进行志
愿服务活动，沿河宣传环保知
识，并开展捡拾垃圾、劝阻不文

明现象等集中行动。
做江河卫士，保护家乡最美

山河。本周末活动期间，我们将
通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对活动
开展情况进行现场报道，如果您
也想参与到江河卫士的行动中，
做一名环保志愿者，欢迎拨打
18678886220电话进行咨询报名。

同时，2020江河卫士公益活
动也面向大家征集您身边的环
保人物和环保故事以及乡音话
山河的视频，您可以拨打活动热
线18678886220进行咨询,环保
故事和乡音诵读作品可投稿至
qiluzhiyuanzhe@163 .com邮箱。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天天正能量
官方邮箱 z h e n g n e n g l i a n g@
alibaba-inc.com及天天正能量官
方微信（id：zhnlali）直接报名或
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保卫家乡山川河流 人人都是江河卫士

7市12支志愿团队周末集中行动
纪念九一八事变89周年
一起来学习人防知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翟小凡

大多接种点“断顿”
有的干脆无法预约

“昨天就接种完了，目前已经有
三百多人预约，在排队等待下一批
流感疫苗。”9月17日下午，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在济南市民族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该中心首
批到货100多针流感疫苗，一天时间
就“秒光”。

“目前还没到货，只能先预约”
“还得再等等，不知道下一批什么时
候能来”……9月17日下午，记者采
访济南十多家预防接种门诊，大都
得到如上回复，可见目前济南的流
感疫苗处于十分“抢手”的状态。

“我们这边暂时也没货，下一批
什么时候到不一定，而且现在我们这
边都已经预约一千多人了，光排队
的。”山东大学校医院趵突泉校区分
院预防接种门诊工作人员表示。而在
腊山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兴福街道金科世界城社区卫生服
务站，也都已经预约了两三百人。

有的接种点直接表示无法预
约，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来货。

济南市机关医院预防接种门诊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9月4日他
们就结束了流感疫苗预约，因为前
期光预约就到了将近两千人，但是
后期疫苗到来的时间和数量，目前
来看都还是未知数。

个别的接种点，还有为数不多
的存货。章丘白云湖预防接种门诊
表示三周岁以上的流感疫苗，下周
一差不多可以接种。历城区精神卫
生防治中心也有三岁以上流感疫
苗，因为量太少无法预约，可以下周
二8点直接过去接种。

接种高峰提前不少
全省疫苗都很紧张

“接种开始时间早，供不应求是
今年流感疫苗的显著特点。”疫苗预
约接种平台“约苗”的工作人员尹荣
真表示，去年九月底十月初才开始流
感疫苗预约接种，而今年提前到九月
初就开始了，可以说高峰将近提前了
一个月，并且需求在不断持续中。

从约苗的数据来看，去年线上
最高峰时期一个月才预约接种大约
三千针流感疫苗，现在半个月已经
到了五千多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
到，其实不光济南流感疫苗紧缺，省
内其他地区流感疫苗也“僧多粥少”，
青岛甚至曾出现过凌晨四点排队等
待接种的情况。

“我们预计到今年需求量可能会
增加，所以还相应增加了采购计划，
而且提前到八月就开始采购。”济南
市槐荫区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流感疫苗属于二类疫苗，需要市民自
费自愿接种，区内各接种点会对辖区
需求进行预估并上报，再由区县疾控
中心从山东省非免疫规划疫苗集中
采购平台订货，再配发到辖区各预防
接种门诊，有的接种点一天就把流感
疫苗打完了。

“我们采购了某厂家800支四价
流感疫苗，结果就到货200支，还向一
家企业采购了2000支，结果就到货
900支。”一位负责疫苗采购事宜的疾
控系统人员表示，目前全国需求量都
很大，采购确实要比往年难很多。

老人儿童医务人员
作为优先接种人群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秋冬流感疫
苗接种需求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可
能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关。接种
流感疫苗或可减少因罹患流感而到
医院就诊的人数，避免流感和新冠肺
炎疫情叠加，减轻防控压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注意
到，不少专家都强调了接种流感疫苗
的必要性，王辰院士曾表示，新冠一
旦合并流感，鉴别诊断难度增加，隔
离人群的社会负荷会明显加大，社
会资源的耗费将显著增加，人群死
亡率会上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
全首席专家武桂珍接受媒体采访时
建议，希望大家能够注射流感疫苗，
防止发生感染以后在临床识别上有
一些困难。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指南，我
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包括三种：三
价灭活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
群接种；三价减毒活疫苗，用于3-17
岁人群；四价灭活疫苗，可用于3岁及
以上人群接种。

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印
发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
南（2020-2021）》，推荐医务人员、养
老机构、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所
机构等人群聚集场所人员，以及60
岁及以上的居家老年人、6月龄至5
岁儿童、慢性病患者等作为优先接
种人群。

“流感疫苗在流感来临
之前接种最好。”济南市疾
控中心专家提醒，省城一般
在1 2月和来年1月、2月为
流行高峰，所以最好在11月
份之前接种最好，因为接种
疫苗后需要7-14天才能产
生保护效果。而感染流感病
毒后，因为流感潜伏期一般
为1-4天，在疫苗出现抗体
之前就发病了，所以感染了
流感再接种就来不及了，当

然，在流感出现发热等症状
以后，就更不能接种疫苗
了。

因为流感极易变异，因
此，要想得到持续的预防效
果，流感疫苗需要年年接种。
不过，即使接种流感疫苗也
不是100%不得流感了，重要
的还是做好自身防护。保持
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咳
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
等遮住口鼻；勤洗手，尽量避

免触摸眼睛、鼻或口；均衡饮
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等。
避免近距离接触流感样症状
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避
免去人群聚集场所；出现流
感样症状后，患者应居家隔
离观察，不带病上班、上课，
接触家庭成员时戴口罩，减
少疾病传播；流感样症状患
者去医院就诊时，患者及陪
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
感染。

啥时接种最好，不幸“中招”咋办

葛延伸阅读

目前，流
感等秋季呼吸
道疾病开始进
入高发期，受
新冠肺炎疫情
等因素影响，
流感疫苗变得
十分“抢手”，
接种高峰较往
年提前一个月
到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
记者调查济南
多家接种门诊
了解到，疫苗
需求量较往年
上涨不少，导
致供货有些紧
张。

不少社区门

诊上百针疫苗

当天就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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