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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底，32岁的
李女士带着母亲、儿子和丈
夫，一家人去疫苗接种点接
种了流感疫苗。“既然有疫苗
可以接种，我觉得就应该充
分利用。”李女士说。

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了疫苗的作用。他们
不仅给孩子接种一类疫苗，
也开始自觉地花钱为自己和
家人接种二类疫苗。

疫苗是一类特殊药品

多年来，河南省中医院
21世纪接种门诊负责人赵
荷苹一直工作在疫苗接种一
线，对于疫苗的历史、发展以
及作用了如指掌。

《中国药典》（2015 年
版）中说，疫苗是以病原微生
物或其组成成分、代谢产物
为起始材料，采用生物技术
制备而成，用于预防、治疗人
类相应疾病的生物制品。

“疫苗是公共卫生干预
措施中最简单、经济和有效
的措施，接种疫苗代表了生
物医学的最高承诺——疾病
预防。”赵荷苹说，翻阅人类
传染病流行史，鼠疫、天花、
霍乱、脊髓灰质炎、麻疹、白
喉、破伤风、流脑、乙脑、流感
等，曾经在世界各地流行，给
人类造成无数次灾难。通过
接种疫苗，人类击退了瘟疫
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如果你和任何足够年
长的人交谈，他们都会记得
脊髓灰质炎带来的痛苦以及
由此引发的恐惧。”赵荷苹
说，现在人们认为这些预防
脊灰、麻疹、白喉、百日咳和
其他传染性疾病的疫苗是理
所当然的。但如果你去印度
的比哈尔邦，仍然会从当地
的父母眼中看到同样的恐
惧，因为他们担心子女患上
脊髓灰质炎或其他致命的传
染病。那里没有足够的疫苗
为所有孩子进行预防接种。

在赵荷苹看来，对个人
而言，接种疫苗是最好的健
康投资，可以为健康筑起一
道“防火墙”，免遭疾病的威
胁和侵袭。对社会而言，接
种疫苗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
力和加速社会文明建设的重
要手段；对经济而言，接种疫
苗可以降低公共卫生费用开
支，减少昂贵的医疗费用，提
高全民生活质量，增加社会
财富，使群体受益。

一类疫苗
和二类疫苗啥区别？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实施计划免疫40年来，我国
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也就是
一类疫苗由最初的“4苗防6
病”扩大到目前的“14苗防
14种疾病”。

其中，流行性出血热灭

活疫苗和人用炭疽活疫苗仅
在流行区域使用，我省不在
其中，所以我省的一类疫苗
是12苗防12种疾病。

那么，什么是一类疫
苗？什么是二类疫苗？

“通俗地讲，一类疫苗就
是国家出钱免费给孩子接种
的，二类疫苗就是老百姓自
费自愿接种的。”赵荷苹说，
在河南，一类疫苗有乙肝疫
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
脊灰减毒活疫苗、百白破疫
苗、白破疫苗、麻风疫苗、麻
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
A群流脑多糖疫苗、A群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
活疫苗。二类疫苗有：肺炎
疫苗（13 价结合，23 价多
糖）、轮状病毒减毒活疫苗
（单价、五价）、b型流感嗜血
杆菌结合疫苗、吸附无细胞
百白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联合
疫苗（五联）、AC群脑膜炎
球菌（结合）b型流感嗜血杆
菌（结合）联合疫苗（三联）、
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
合疫苗、ACYW135脑膜炎
球菌多糖疫苗、水痘减毒活
疫苗、流感病毒裂解疫苗、肠
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手足
口）、人用狂犬病疫苗、HPV
疫苗（2 价、4 价、9 价宫颈
癌）、霍乱疫苗等。

赵荷苹提醒，儿童年
（月）龄达到相应疫苗的起始

接种年（月）龄时，应尽早接
种。如果儿童未按照推荐的
年（月）龄及时完成接种，应
尽快到所辖接种门诊由接种
医生安排尽早补种。如果第
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接种
时间发生冲突，应优先保证
第一类疫苗的接种。

知识问答

1.（单选题）在我省，一
类疫苗是（ ）。

A.12苗防12病 B.14苗
防 14 病 C.13 苗 防 13 病
D.15苗防15病。

2.（判断题）如果第一类
疫苗和第二类疫苗接种时
间发生冲突，应优先保证第
一类疫苗的接种。（ ）

受访专家：河南省中医院21世纪接种门诊负责人 赵荷苹

增强抵抗力，疫苗功不可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编者按 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
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

健康提“素”，你我行动 88

肝脏是人体排毒器官，而现在
很多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差，使肝
脏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很容易出
现病变。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消
化内科主任黄书亮说，脂肪肝属于
较严重的肝病，且很容易检查出
来，如早期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治
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哪些人容易被脂肪肝盯上
呢？黄书亮称，酒精是损害肝脏的
第一杀手。因为酒精进入人体后，
主要在肝脏分解代谢，酒精对肝细
胞产生的毒性使肝细胞对脂肪酸
的分解和代谢发生障碍，引起肝内
脂肪沉积从而造成脂肪肝。饮酒
越多，脂肪肝越严重，还可诱发肝
纤维化，进而引起肝硬化。

长期摄入过多的动物脂肪、植
物油、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容
易导致肥胖、高血脂和脂肪肝。

肥胖或营养不良的偏瘦者，也
容易得脂肪肝。“临床经常发现有
的人很瘦也有脂肪肝，这是因为长
期营养不良，引起的营养缺乏性脂
肪肝。”

糖尿病、肝炎、甲亢、重度贫血
等慢病患者，高脂血症、高胆固醇
血症等患者，是脂肪肝的高危人
群。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
药物性肝损害。这类患者占成人
肝炎的1/10，其中脂肪肝是常见
类型。目前，学界认为，四环素、乙
酰水杨酸、糖皮质类固醇、合成雌
激素、胺碘酮、硝苯地平、某些抗肿
瘤药及降脂药等，都可导致脂肪在
肝内积聚。

因此，当身体长期处于以上异
常情况时，就要警惕脂肪肝的可能
性，及时地做好应对措施。

牙口好胃口棒
人都年轻了

“几个月前在拜博口腔
种了牙，现在体会到什么叫
牙好胃口就好了。”50岁的
郑阿姨因年轻时龋齿未及
时治疗，导致全口牙松动脱
落，整个面部凹陷，看着比
实际年龄大十多岁。后来
佩戴活动假牙，吃饭使不上
劲儿，时间一长身体也拖垮
了，去年6月，她下决心在
拜博口腔做了TPP穿翼板
全口种植牙手术。“现在年
轻人能吃的我也能吃，营
养好了。”郑阿姨笑道，牙齿
长出来，面部饱满了，从北
京回来过年的儿子、儿媳和
孙女都夸她年轻了。

今年春节
还要吃汤圆、啃甘蔗

今年57岁的陈大叔，

因长期吸烟引起牙周病致
使大部分牙齿松动脱落。
40岁开始，他的牙齿陆续

“下岗”，到种牙前已经掉了
十多颗。去年1月初，他在
拜博口腔做了半口种植修
复手术。“当天手术就完成，
拜博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
任王中杰亲自手术。”陈大
叔说，没有手术前，看到甘
蔗流口水，就是没法吃。做
完种植牙，去年大年三十啃
甘蔗，他吃得比大孙子还
快，还吃了汤圆，非常开
心。“马上又要过年了，今年
春节还要接着吃汤圆、啃甘
蔗。”已用了1年的种植牙，
让陈大叔享受了不少美食。

什么是TPP穿翼板
种植技术？

传统种植技术在解决
半口、全口缺牙、牙槽骨严
重吸收的种牙难题时，需要

耗时 8 个月到 1 年的时
间。而TPP穿翼板种植技
术是一项专门解决因牙槽
骨吸收严重萎缩、骨量不
足，无法或不愿通过植骨来
完成种植牙修复的全口、半
口牙种植新技术，当天种牙
当天啃苹果。

辞旧换新牙，健康过大年！

辞旧迎新，大河报联合
拜博口腔回馈读者：

1.半价补贴种植牙名
额大放送；

2.交 26 元获 1 次免费
种牙抽奖资格；

3.做种植牙满 1000 元
减260元；

4.看牙加1元换购3大
豪礼；

5.补牙限时特价26元/
颗；

6.普通拔牙26元/颗。

喜迎拜博26周年，种牙每满1000元减260元
种植牙半价补贴、仅26元就有免费种植牙机会，加1元可换购3大豪礼。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6个高危因素
易引起脂肪肝

心脑血管疾病是危害人类生
命和健康的第一杀手，而心力衰竭
是罪魁祸首。什么是心力衰竭？
如何才能诊断心力衰竭？日常生
活中需要注意什么，才能预防心力
衰竭？

1月 25日 15：00~17：00，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号楼21
楼会议室，将举办一场关于心力衰
竭健康知识讲座，该院心血管病专
家王丹现场讲解“心衰患者如何平
安过冬”，另有多位专家教授现场
咨询义诊。

心衰患者
如何平安过冬？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公益讲座

对于很多人而言，种植牙早
已不是新事物了。但对于广受
关注的TPP穿翼板种植技术，
很多缺牙老人还是搞不清楚这
种技术究竟是什么。近日，多位
受益于拜博口腔TPP穿翼板种
植牙技术的中老年人分享了他
们“新牙”的情况以及“新牙”带
来的生活改变。大河报种牙专
线：0371-65795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