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5 日是“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疫苗的安全性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2013 年年底，国内掀起康泰乙肝疫
苗风波，虽然事件已经澄清，康泰乙肝疫苗也被解封，但事件对疫苗接种的影响仍未消失。注射疫苗，是否安全？一部
分家长开始拒绝孩子接受疫苗接种，长期下去，疫苗接种率的减少，意味着将有更多孩子暴露在疾病的威胁之中，这
将是件可怕的事情。 为此，记者采访了海南省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

■■■■■ ■■■■■ ■■■■■

广告联系：13907683226
投稿邮箱：240572964@qq.com

医界聚焦

医界资讯

执行主编： 原中倩
主编： 卓兰花 美编： 庄和平

我省启动打击
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马珂）记者从省卫生厅获悉，我
省将于 5 月组织对全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执行
《海南省进一步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行医专项
行动方案》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据了解，此次督导检查范围为每一市县（区）
实地抽查，包括综合医院、中医院、民营医院（或
门诊部）、医疗美容机构、妇幼保健院（所）、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个体诊所、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美容场所、药店、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各 1 家，其中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个体诊所重点选择在城乡结
合部、“城中村”、开发区等流动人口聚集地，并在
流动人口聚集地暗访游医、假医和户外广告。受检
医疗机构名单由督导检查组从“国家卫生信息综
合管理平台卫生监督门户”的被监督单位有关登
记信息中确定。

■ 本报记者 马珂

受疫苗风波影响
家长犹豫 医生顶压力
“安全吗？”4月 22日下午，海口市

海府社区卫生中心里， 医生王萍再次被
来接种疫苗的孩子家长追问着。

今年 1 月，在经历了一连串的疫苗
风波后，一组数字让我省疾控人员的心
提到了嗓子眼———疫苗接种率下降
10%。

海口市海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生王萍对这组数字体会很深，“平常很
热闹的接种区，突然就变得空荡荡的，
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询问了很久，还
是犹豫地离开了， 没有选择按期接
种。 ” 王萍说， 其实担心的不只是家
长，“那段时间我们顶着非常大的压
力，生怕哪个孩子出现了头疼脑热，家
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全部算在疫苗
上。 ”

海南省疾控中心主任助理金玉明
告诉记者，虽然现在接种率有所回升，
但他们到接种点去检查工作时， 仍然
能发现一些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的家
长。 “一些社区服务站的医护人员打
电话提醒家长接种， 结果被家长骂
‘你们想我孩子出事吗？ ’” 金玉明
称，家长对疫苗安全的质疑仍在持续，
这种断然拒绝接种的做法， 对孩子极
不负责任。

疫苗接种有效保护
儿童身体健康

我省适龄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始终维
持在高水平， 各类疫苗接种率均达到
95%以上， 有效地保护了广大适龄儿童
的身体健康。实施免疫规划工作，每年约
保护全省近 75 万名 7 岁以下儿童免受
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破伤风、白
喉、结核、乙肝、乙脑等疾病的侵害。

以脊髓灰质炎为例， 我省以往是脊
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的高发区，发病
率居全国之首， 自有疫情记录以来，
1956—1993 年全省共报告脊灰病例
5003 例， 年平均发病率为 0.28/10 万，
1985年发病 725例为最高发病年。

“这些孩子都或多或少落下了终身
残疾。 ”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曾
雪霞语气里尽是惋惜。 “计划免疫实施
后， 我省自 1993 年 5 月发生最后一例
脊灰野病毒病例后， 至今已连续 20 年
无脊髓灰质病毒感染病例发生。 ”她说。

再如乙肝，我国是肝炎大国，海南省
也属于国内乙肝的高流行省份。 婴幼儿
感染乙肝病毒后，90%—95%发展成慢
性携带病毒状态；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
在将来有一定比例发展成为慢性乙肝病
人、肝硬化及肝癌，病人家庭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我省自 2003 年开始由省政府每年
出资购置乙肝疫苗，启动新生儿乙肝疫
苗纳入儿童免疫规划工作。 通过 10 年

的努力，至 2013 年，我省乙肝疫苗 3 针
全程接种率已达到 99%以上，及时接种
率均已达到 95%以上。

“我非常担心有家长因为消除不了
质疑，不给孩子接种乙肝疫苗，使孩子增
加感染乙肝病毒

的风险。 ”曾雪霞不无担忧地说。

疫苗接种安全
异常反应概率极低

接种疫苗安全吗？ 这是人们最大的
疑问。

以麻疹疫苗为例， 其接种的副反应
出现概率很低，有些副反应的出现率只
有百万分之一。

“合格的疫苗接种绝大多数是安全
的。 ”曾雪霞说，预防接种的对象是健康
人群， 疫苗安全性历来受到各国和世界
卫生组织的重视。 我国国产疫苗在获得
注册前， 都需经过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临
床研究，疫苗在上市使用前都要实施严
格的批签发制度。 在接种前、接种中、接
种后都有完整的、科学的、规范的要求，
保证预防接种的安全性。

曾雪霞介绍， 由于疫苗的生物学特
性和人体的个体差异（健康状况、过敏
性体质、免疫功能不全、精神因素等），
有少数接种者会发生不良反应。 其中绝
大多数可自愈或仅需一般处理， 仅有极

少部分人出现异常
反应，严重异常反应
的概率更低。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 各类疫苗
引起的严重异常反应发生概率为 1/10
万 -1/100万。在预防接种不良反应中，
偶合症是最容易出现的， 也最容易造成
误解。 偶合症是受种者正处于某种疾病
的潜伏期， 或者存在尚未发现的基础疾
病，接种后巧合发病（复发或加重），因
此偶合症的发生与疫苗本身无关， 疫苗
接种率越高、品种越多，发生的偶合率越
大。 近年来报道的多起疫苗事件多数是
偶合事件，不属于疫苗引起的异常反应。

注射疫苗：

一道不能失守的健康防线

疫苗接种，家长看过来
■ 本报记者 马珂

孩子在接种疫苗前后，家长该做哪
些准备， 观察孩子是否有异常反应呢？
海南省疾控中心专家给出建议。

接种疫苗前， 家长应
做哪些准备？

1、从儿童出生后，家长就要按照
疫苗的免疫程序按时带孩子去接种门
诊接种疫苗。 接种前家长应该做好充
分的准备工作，具体包括：

2、 注意孩子近几天有无发热、腹
泻、咳嗽、惊厥等症状，如果有以上症
状或者有心脏、肝脏、肾脏等疾病，一
定要告诉医生， 让医生决定是否能接
种疫苗。

3、如果孩子在前一次疫苗接种后
出现了高热、抽搐、荨麻疹等反应，要
告诉医生。

4、带上预防接种告知书，认真阅读，
了解本次需要接种的疫苗及针对的疾
病，确定孩子无相关接种禁忌症，自愿选
择接种第一类或第二类疫苗， 签字知情
同意。

接种疫苗后， 家长应
注意哪些事项？

1、合格的疫苗接种绝大多数是安
全的，但个别孩子接种疫苗后，可能出
现不同程度的接种反应， 常见的反应
如低热、局部红肿、硬结等症状，症状
较轻者一般不需要任何特殊处理，只
要加强观察，多喝开水，并注意保暖即

可；硬结可采用热敷的方法加快消散，
即用温度适宜的干净毛巾热敷， 每天
3—5次，每次 15—20分钟。 症状较重
者应请医生诊治，对症治疗。

2、 家长在孩子预防接种前应了解
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细心观察孩子接种
前几天的健康状况，并如实向接种工作
人员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
等情况；孩子在接种完疫苗后必须在接
种点停留观察 30分钟。 儿童接种回家
后哭闹不止、高烧不退、局部反应较重
等症状的、 或可能偶合其他疾病的，请
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并及时报告接
种单位。

孩子什么时候不能接
种疫苗？

假如孩子出现了以下情况时，专家
建议不宜进行预防接种：

1、对接种的疫苗成分过敏者。
2、有严重心、肝、肾等疾病和结

核病者（体质较差 ，患病器官不堪重
负）。

3、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如癫痫、脑
发育不全、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4、重度营养不良、严重佝偻病、正
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者。

5、先天性免疫缺陷、免疫功能低
下者不能接种减毒活疫苗。

6、有哮喘、荨麻疹、风疹块等过敏体
质者（可能对疫苗的某些成分过敏）。

7、既往接种疫苗曾发生严重过敏
反应等。

8、有疫苗说明书中规定的禁忌症
者。

他从事卫生防疫 27年，从自行车到摩托车，跑遍全农场 76个自
然村庄，做农场全体职工健康的保护神———

卫生防疫“骑兵”刘超健

■ 本报记者 孙慧

在海口市三江农场，提起刘超健可
谓是家喻户晓。 今天孩子接种哪一针？
去问刘超健； 孩子接种疫苗没抗体，去
问刘超健； 给狗给猫咬了去找刘超健。
那口井的水浑浊了去找刘超健……。这
就是刘超健，作为海南省农垦三江医院
的防保组组长，公共科科长，群众视他
为三江农场职工健康的捍卫者、 守护
神。

在防保岗位从业 27 年来， 三江农
场的 76个村庄里， 都留下了刘超健深
深的脚印， 他每日奔波在田间村落，头
顶骄阳，脚踩泥石，为的是能让全农场
一万多名职工群众的安危和健康得到
保障。

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在三江农场，从三岁小孩到垂垂老
人，都熟悉这位朴实、勤奋的汉子。他所
带领的防保工作组， 虽然仅有 3 个人，
却保护着全场一万余名职工群众的安
危和健康。

在刘超健的家里，那辆改装成三轮
的摩托车是他最为宝贵的财产。 每天，
他要骑着这辆摩托车，跑遍全农场的每
一个角楼， 去寻找每一个卫生死角，不
错过任何一个未接受免疫防护的儿童。

“刚工作那会儿，农场给我们发的
是自行车， 每天骑着下村给新生儿打疫
苗，76 个村庄刚好跑完一圈就是一个
月。每个新生儿要连续打 3个月疫苗，一
轮工作完成就得 3个月。 ”回想起当年
骑自行车的日子，刘超健唏嘘不已。

后来，自行车骑坏后，农场又配备
了一辆摩托车。 刘超健有时候骑到半
路，遇到暴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只
能在树下躲雨，很快就淋成了落汤鸡。

27年里，刘超健熟悉了农场里每一
个作业区，每一个村庄。 很多家庭连续
两代人， 都在刘超健的手下打过疫苗，
建起了身体健康防护的“第一道门”。

灾难面前勇挑重担

防保工作，不仅担任着做居民健康的
“守门人”， 还是灾难前线上卫生防疫的
前锋。2003年非典期间，作为农村防疫工
作的“先锋”，刘超健始终坚持在防非工
作的前沿。 每天早晨 5点半，刘超健就骑
摩托车跑遍全场六所学校为每位学生进
行晨检，测体温，同时分派人员在农场入
口设岗，对外来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及医学
追踪观察，每天实行零报告制度。

2010 年 10 月，三江农场遭受百年
罕见的水灾， 全场有 15 个自然村、72
口水井被污水浸泡，转移职工群众 500
多人，灾情相当严重。洪水消退后，防疫
人员需对每个受灾村庄、水井进行全面
消杀，要确保大灾之后无疫情发生。 刘
超健每天在 30多度高温下， 穿着防护
衣戴着人工喷雾器，对全场 5 个职工转
移安置点进行消杀，带领职工清理卫生
死角，发动群众对全场受灾的饮用水井
清洗消毒，确保饮用水的安全。

做人民群众“卫生兵”

工作 27 年来， 刘超健的工作量不

曾减少，可月工资现在只有 1000 多元
左右。

2010 年水灾后， 负责救济赈灾的
领导看到防保工作如此辛苦，每天都难
得吃上一口热饭，便从救灾物资中抽出
一箱方便面送给医院防保人员外出工
作时加餐，可被刘超健拒绝了，并解释
说救灾物资应当拿来救济灾民。

刘超健的另一个身份是医院卫生
监督协管员，他经常不定期组织工作人
员深入乡村对非法行医人员和非法行
医场所进行调查、踩点并配合好上级主
管部门迅速出击，发现一家取缔一家。

在刘超健的协助下，三江农场共取
缔过 3 家非法行医场所。 而这 3 家诊
所， 其中两家是刘超健相处多年的朋
友，另一位是带他上岗工作的前辈。 有
人认为，徒弟带人抓师傅，简直不可理
解， 可刘超健在流言蜚语前从未退却，
坚持将工作原则摆在第一位。

共事 23 年来，三江医院院长莫如
敦十分熟悉这位老同事工作上所作出
的每一次努力，积极推荐他为全省最美
预防接种员。 朴实的刘超健听说后不
好意思起来：“干啥写那东西， 我干活
只为求踏实， 求心安， 对得起群众就
行，不需要宣传。 ”

我省新农合建立
医保智能审核系统

本报讯（记者马珂）近日，记者获悉，我省新农
合建立医保智能审核系统，防范过度医疗、医疗保险
欺诈等行为。

据了解，我国正在从自费医疗大国跃升为全民
医保大国， 几何级增长的医保费用覆盖了 13亿中
国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然而，各级政府却发现：我们
能统计医保支出的数字，却难以控制医保支出的增
长，更无法有效审核医保支出的去向。

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利用虚假发票、虚假病例
方式套取医保资金等行为屡见不鲜。 我省新农合
发展过程中， 欺诈风险也日趋严重。 建立系统高
效的新农合反欺诈体系迫在眉睫。

据了解， 我省新农合已经建立了擎方智能医
保大数据审核定制方案， 最大程度降低各级政府
的医保支付风险，跳出随机抽样的遗漏、笼统筛查
的模糊、 人工操作的重负， 打造一个能够全面扫
描、迅捷审核、智能挖掘、开放自主的创新医保支
付洞察机制。

据了解，该系统由海南鹰海公司开发建设，目
前已在我省洋浦、临高两地试点运行，获得较好的
反响。

海南最美
预防接种员
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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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健在工作中。

我省严查饮用“大桶水”
生产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杨靖）近日，海南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通知， 为加强饮用
“大桶水”的质量安全监管，加大“大桶水”监督
抽检力度，如果不合格特别是发现大肠菌群、致病
菌等指标不合格，将依法严厉查处。

通知要求，“大桶水” 生产企业首先要落实主
体责任， 严格自查生产过程中质量安全控制情况。
自查重点突出以下内容：应具备相关管理部门的鉴
定和批准开采文件； 灌装线必须采用自动化设备，
严禁人工灌装和封盖；矿物质水添加矿物质必须采
用自动化控制设备，严禁采用人工方法添加；严禁
成品露天堆放或靠近热源，产品不得与有毒、有害、
有腐蚀性、易挥发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装运输；不得
使用以回收废旧塑料为原料制成的桶和盖等。

此次专项行动，我省将加强飞行检查、突击检
查，随机、快速、不定时地进行监督检查，严厉查处
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生产加工“大桶水”的违法
行为，坚决取缔无证生产、制售假冒伪劣“大桶
水”黑窝点黑作坊。 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
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肺炎疫苗有望纳入
免费接种范畴

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免疫
规划管理处处长李全乐表示， 目前我
国婴幼儿乙肝疫苗接种率下降趋势已
有所回升，但速度缓慢。 此外，中国疾
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项目办公室副主
任余文周与网友在线访谈中表示，我
国将逐步扩大免费接种疫苗的种类及
服务人群，肺炎疫苗、水痘疫苗将考虑
逐步纳入免疫规划。

余文周表示，我国免疫规划一直
在逐步扩大疫苗接种服务的人群以

及疫苗的种类， 从原来的四种疫苗
到五种、六种，再到现在的 14 种疫
苗。 同时，对于免疫效果非常好，但
价钱较高的疫苗，如肺炎疫苗、水痘
疫苗等等， 将逐步考虑将其纳入免
疫规划。

据介绍， 到目前为止， 经初步统
计， 全国接种疫苗不良反应补偿经费
已超过 4000 万元， 且随着经济的发
展，这一标准将逐年提高。

（北青）

欢迎加入海南日报
健康周刊读者 QQ群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海南日报健康周

刊创刊一年来，得到了众多医疗机构业内
人士与热心读者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全
体采编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今后更加方便与业内人士以及
读者之间的互动， 同时也进一步拓宽我
们的报道思路与范围， 我们近日专门开
设了读者 QQ 群（群号：240572964）。 大
家可以在 QQ 群内给我们提出建议和批
评、新闻采访线索，讨论医疗、药品食品
等业内热点以及保健、 养生等读者关注
的话题， 同时也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稿
件。 欢迎海南各医疗机构业内人士与热
心读者踊跃加入。

小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