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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鼻喷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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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湖南首批鼻喷流感疫苗开始接种的相关报道

妈妈，
这次
“打针”
一点都不痛

湘中、
湘南部分地区中雨
本报长沙讯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
9 月 29 日至 30 日，省内自北向南将迎新一轮降
雨天气过程，其中 9 月 29 日湘西、湘南局地大到
暴雨，9 月 30 日湘东南局地大雨；10 月 1 日至 2 日
白天，
全省大部分地区仍将多阵性降雨发生；
10 月
2 日晚至 3 日，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较强降雨、
降温、风力加大天气过程发生。气温方面，近期
冷空气较活跃，气温偏低；湘西、湘北寒露风持
续达 8 天以上；10 月 3 日还有较强冷空气影响。
具体来看，9 月 29 日 8 时至 30 日 8 时，全省阴
天有小雨，其中湘中、湘南部分地区中雨，怀化、
邵阳、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娄底、衡阳北部、株洲
中部局地大雨；北风 2～3 级；最高气温湘东南为
24～26℃，
其他地区为20～22℃；
最低气温方面，
湘
东南为 18～20℃，其他地区则为 16～18℃。9 月
30 日 8 时至 10 月 1 日 8 时，湘中以南阴天有小雨，
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
云；北风 2～3 级；最高气温湘南为 21～23℃，其
他地区为 23～25℃；
最低气温为 18～20℃。
针对近期湖南天气趋势，气象专家提醒，关
注降雨期间道路湿滑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注
意防范寒露风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同时，加
强防范局地较强降雨过程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
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
记者陈诗娴

湖南首批鼻喷流感疫苗开始接种，
适用于3至17岁人群，
每剂327.5元
本报记者张树波 实习生符雪娇
通讯员李合锋 长沙报道
“妈妈，这次‘打针’一点都不痛！”9 月 28 日，在雨花
区洞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里，刚满 4 岁的
右右接种完湖南首批鼻喷流感疫苗后，笑着对妈妈说。
当天上午，国内首个冻干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湖南省首
喷仪式在长沙举行，三位小朋友成为首批鼻喷流感疫苗
受益者。据悉，该疫苗适用于 3 岁至 17 岁人群，接种价
格为每剂 327.5 元。

身高1.2米的袖珍妈妈成功分娩

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

9月28日，
长沙雨花区洞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务人员正在给小朋友接种鼻喷流感疫苗。组图/记者杨旭

对着鼻孔轻轻一喷，
一分钟内接种完成

适用3至17岁人群，
接种门诊已开始预约

不用打针，对着两个鼻孔轻轻一喷，不到一分钟，流感
疫苗接种顺利完成。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与以往接种疫苗
不同，使用鼻喷流感疫苗的孩子们显得十分淡定。当天上
午，4 岁的女孩右右、6 岁的男孩慕慕和 13 岁男孩昊昊，成
为湖南首批鼻喷流感疫苗接种者。
“以前打疫苗都要给孩子做心理疏导，这次很轻松。”
右右妈妈余女士说，这种疫苗对孩子来说更容易接受些。
对此，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张淑君主
任医师介绍，本次接种的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相比目前
已经在国内上市的流感疫苗而言，无须打针，为有凝血障
碍和不愿打针的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她表示，全体人群
对流感病毒都普遍易感染，原则上接种单位应为≥6 月龄
所有愿意接种流感疫苗且无禁忌症的人提供接种服务。
这款鼻喷流感疫苗适用于 3 至 17 周岁的人群，每年接种一
次，每次接种 1 剂，在两个鼻孔内各喷入 0.1 毫升即可达到
预防流感的效果。

我国每年约有 20%至 30%的儿童和 5%至
10%的成年人感染流感，约 8.8 万人因流感相关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和
慢性基础疾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患流感后出现
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较高。接种流感疫苗
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可以减少流感相关
疾病带来的危害以及对医疗资源的占用。
张淑君介绍，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有以下
四个优势：首先就是接种方式采用鼻喷接种，
鼻腔黏膜免疫，受种者的依从性好；第二可诱
导机体产生黏膜免疫、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免疫效果好；第三在婴幼儿、学龄儿童的免疫
反应较成年人好，具有良好免疫原性，适用于 3
岁至 17 岁人群。第四就是免疫保护产生快，据
报道，接种鼻喷流感疫苗 3 日后就可产生黏膜
免疫，更适用于流感流行季节的应急接种，
“总

医务人员
有份福利请查收

初到宿舍她就收到鲜花和贺卡
女生坐轮椅11年，
休学5年后考上大学；
学校帮母女免费提供宿舍

本报长沙讯 9 月 26 日晚，湖南省 55 名医务人员踏上
了免费游新疆的旅途。他们都是来自湖南各大医疗机构
的医护工作者，这次活动他们将来到美丽的新疆，开启 8
天的畅玩之旅。
医护工作者们用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打赢了抗疫战，
为了答谢医务工作者，湖南携程旅游、湖南宝中旅游、湖南
省中青旅、湖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湖南省国旅、国旅环球湖
南分公司、湖南中铁旅游七大旅行社共同发起了“疆爱天
使”
大型公益活动。
为湖南所有医护人员提供新疆全免旅游服务（不含往
返机票），参与医护人员仅需支付长沙至乌鲁木齐往返机
票及保险费用，旅行社将为参与医护人员全免本次新疆旅
游所含景区门票、七晚酒店住宿、八顿正餐费用、全程大巴
及导游服务费用。只要你是湖南支援湖北的医护工作者，
你就能参加活动，另外，还能携带一名直系亲属（仅限配
偶、
父母、子女）参与活动。
当天，坐上飞往新疆航班的还有 58 岁的戴利华是长
沙康乃馨医院的一名护士，此次参与活动，她十分开心，她
说：
“我是接到了旅行社的邀请，知道了有这个活动。于是
便叫上了我的同事一起”。这次能参加“疆爱天使”的活
动，
也是社会对她们的一种关心和认可，她非常感激。
24 岁的李娇媚是湘潭市石潭镇卫生院的护士，她说：
“真的能感受到大家对医护工作者的帮助和爱护，真的很
开心。”
据了解，
“ 疆爱天使”在 9 月 27 日、10 月 3 日均有组织
医护工作者免费游新疆。10 月 12 日至 16 日还有少量名
额，湖南省内医护工作者可以在湖南各大旅行社及门店咨
询、报名。
记者朱清

铁路等部门备战假期出行高峰
据新华社电 国庆中秋假期将至，出行客流
快速攀升。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出行高峰，铁路、
电力、民航等部门增加运力投放、加强安全检查，
确保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
示，9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 1.08 亿人次，日均 982 万人次。10 月 1 日为客
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 1300 万人次，将创疫情
发生以来铁路日均客流新高。
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网预测显示，今年国庆
中秋假期，国内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 10%，预计
国内民航运送旅客将超过 1500 万人次，有望创下
历史新高。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重庆航空在重
庆至南昌、温州、杭州等地进一步加密航班。9 月
30 日至 10 月 8 日，南方航空贵州公司将增加贵阳
往返北京、广州、揭阳、泉州四城市航班，为旅客
假期出行提供最大便利。

湖南师大有个00后作家成长营

9月28日，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和妈妈在
一起的贺晨欣。
图/记者李楠

本报记者李楠 长沙报道
时不时露出开心的笑容，眼神明亮的贺晨
欣，如果不是坐在轮椅上，很难将她与高位截
瘫联系在一起。9 月 28 日，贺晨欣带着妈妈入
住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提供的“新家”。
从女儿初中开始，贺晨欣的妈妈王茨英开
始了陪读的生活。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推
着女儿走 30 多分钟的路到校园，白天在学校的
厨房帮忙给学生打饭菜，晚上再推着女儿回
家。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 11 年。

5年后重回课堂，
因霍金燃起对学习的热情
12 岁那年，姑姑带贺晨欣去逛街买衣服。
买衣服时，姑姑发现她有些高低肩，建议去医
院看一下。后来，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脊柱侧
弯，医生建议做手术治疗。经过十多个小时的
手术，等到王茨英能近距离探望时，她听到女
儿说：
“妈妈，我感觉我的腿在空中。
”
原本将入读初中的贺晨欣，手术后身体从
胸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从此开始了与轮椅相
伴的日子。为能够更好地治疗，贺晨欣休学五
年。她说：
“当时很绝望，还好有大家跟我讲霍
金的故事，让我重燃对学习的热情。”于是，她
重回了课堂。
从初中开始，王茨英开始了陪读的生活。
每晚放学回家后，王茨英要给女儿做 40 分钟的
腿部按摩。因为坐了一整天，贺晨欣的腿肿得

9 月 26 日晚，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免费游新疆的医务
人员。
图/记者杨旭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的来讲，具有无创伤、保护范围广、免疫效果
好、抗体产生快等特点。
”
据了解，本次接种的鼻喷流感疫苗已纳入
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流感疫苗行动计划，2011
年经世界卫生组织的许可，鼻喷流感减毒活疫
苗技术转移至中国，此前内地使用的流感疫苗
以灭活疫苗为主。本次上市的鼻喷流感减毒
活疫苗，实现了与国际同步。目前，湖南省接
种价格是每剂 327.5 元，各预防接种门诊已经
可以开始预约接种。
专家提醒，鼻喷流感疫苗并不是对所有人
群都适用。除了对流感疫苗成分过敏如鸡蛋
过敏者不能接种外，有免疫缺陷、免疫功能低
下或正在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患有哮喘以及
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
等，目前暂不能接种，鼻炎患者也不能接种。

本报长沙讯“太感谢了，你们让我们有了一
个完整的家！”一个月前，身患严重先天性脊柱畸
形、胸廓畸形，身高仅 120cm 的孕妇小傅由外院
经湘潭市中心医院危重孕产妇救治绿色通道转
诊收治至医院产科。9 月 18 日，产科成功为其行
剖宫产术。
随着孕周期的不断增大，加之小傅自身脊柱
畸形导致的特殊体位影响，胎儿已经严重压迫到
了她心脏和肺等重要脏器。在 33 周孕期时，小傅
显得更加脆弱，轻微的活动就会出现心慌、气促、
乏力。此时，继续妊娠将会危及母胎生命，也是
终止妊娠的最佳时机。
术前，医护团队再次组织多方会诊，为小傅
制定周密的手术方案。专家团队制定了周密的
手术方案。仅 42 分钟，
宝宝出生，母女平安。
记者梅玫 通讯员卢贝 王小婵 谭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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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萝卜一样，小腿一按就是一个坑，唯有按摩
与热敷才能缓解。
家人的陪伴下，贺晨欣在今年的高考考出
538 分（理科）的好成绩。填志愿时，她报了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并被顺利录取。

宿舍有惊喜，
想把双人床留给妈妈睡
贺晨欣所住的宿舍里贴好了对联和画作，
桌子上摆放了鲜花与贺卡。原来，这是贺晨欣
的同学们提前准备好的。她表示，除了大家的
帮 助 外 ，她 一 直 在 用 行 动 表 达 对 家 人 的 关
怀。看到宿舍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双人床，一
张是铁架高低床，她毫不犹豫地说：
“ 大床给
妈妈睡。”
新的校园、新的环境，贺晨欣更坚定了自
己要继续努力的信念：
“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
有无数双手在给予我支撑，有无数颗爱心给我
鼓励，
我会带着大家的鼓励一直走下去。”
得知贺晨欣的家庭情况后，学校开始行动
起来。考虑到贺晨欣的身体情况和妈妈陪伴
的现实，学院第一时间腾出了房子，并为她免
去住宿费和水电费。为了让王茨英更好地照
顾女儿，又能贴补家用，学校给王茨英找了一
份保洁工作。
学院也出台了对贺晨欣的帮扶措施，学生
中成立了生活帮扶小组，主要负责接送她进出
教室。老师们则成立了学业帮扶小组，希望在
专业学习上多给予她一些关注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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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开学不久的 9 月，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2019 级“写作与演说”创新班的班级群里
接二连三传出好消息。
继《中国校园文学》九月号刊出何媛的小说
《一筐落日》后，
该杂志十月号同期刊发了种嘉睿的
小说《厄里倪厄斯》和贺欣然的随笔《百里渡舟》。
几乎与此同时，大型文学月刊《雨花》第十期
以“雨催花发”专栏形式重点推出了种嘉睿的小
说《终点站》和她的创作谈《三棵白杨树》。据其
指导老师郑朋透露，种嘉睿已被江苏作协列为江
苏“00 后作家”培养对象，江苏作协拟邀她参加十
月下旬举办的“江苏省作协青年作家研修班”
。
在此之前，由纪红建老师指导的报告文学写
作团队在湖南、宁夏、内蒙三省调研，写出了以农
村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报告文学《胜利的曙光》，即
将由《湖南报告文学》发表。该杂志在今年三月号，
已经发表贺欣然的报告文学作品《他们在等待》。
据“写作与演说”创新班项目负责人李作霖
老师介绍，创新班创办一年来，已经逐步建立了
著名作家汤素兰、纪红建、郑朋老师主持的三个
工作坊。著名作家谢宗玉、沈念和草树也将建
立自己的工作坊。
“ 未来两到三年，我们要在他
们中间培养出‘00 后’作家的代表人物！”李作霖
老师说。
通讯员杨柳 石嘉 记者李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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