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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专栏

1、目前我国的新冠疫苗有哪几种？
答：我国目前已有4款新冠疫苗获

批附条件上市，按疫苗生产工艺可分为
2种，分别为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
公司、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和康希
诺生物股份公司生产的重组新型冠状病
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

2、天津市目前使用的是哪种新冠
疫苗？

答：目前天津市使用的新冠疫苗是
灭活疫苗。此类疫苗是通过化学方法使
新冠病毒失去感染性和复制力，同时保
留能引起人体免疫应答能力而制备成的
疫苗。后续本市将根据疫苗上市和供应
情况随时调整疫苗使用品种。

3、新冠疫苗保护的持久性有多长？
答：目前新冠疫苗刚获批上市使用，

因此免疫持久性仍在持续观察中。
4、接种新冠疫苗对病毒变异或其

他国家毒株也有效果吗？
答：从全球对新冠病毒变异的监测

情况看，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某些国家的
病毒变异会使现有的新冠疫苗失效。

5、我国新冠疫苗实施接种的人群
范围？

答：在重点人群优先接种的前提下，
同步开展18-59岁人群接种。2021年
下半年，适时启动老年人（≥60岁）、基础
性疾病患者等人群接种；同时还会根据
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进展，及时调整
免疫策略。本区将按照国家上述安排开
展相应人群的接种。

6、新冠疫苗接种是免费吗？
答：是。新冠疫苗在知情同意的前

提下实施免费接种政策，确保应接尽接。
7、在哪里接种新冠疫苗？

答：本区在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已设置了15家新冠疫苗接种点，近期
将设置大型临时接种点和移动接种队，
详细信息请关注“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天津市东丽区疾控中心”微
信公众号等相关信息发布平台。

8、接种新冠疫苗如何预约？
答：有工作单位的人员由单位统一

安排接种，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在小区居
委会登记预约、组织安排接种。

9、有哪些情况不建议接种新冠疫
苗？

答：根据已开展的临床试验数据，
以下人群暂不列入本次接种范围：（1）
既往发生过疫苗过敏反应者；（2）患急
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性
发病期和发热者；（3）妊娠期和哺乳期
妇女，接种3个月内有生育计划的女性；
（4）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
系统疾病者，有格林巴利综合症病史
者。具体以疫苗说明书为准。

10、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慢
性胃炎等慢性疾病能否接种新冠疫苗？

答：慢性疾病如果通过治疗处于控
制稳定状态，血压、血糖、血脂等实验室
指标控制稳定，慢性胃炎处于非发作期，
可以接种。

11、注射过免疫球蛋白可以接种新
冠疫苗吗？

答：注射过免疫球蛋白者，应间隔1
个月以上再接种新冠疫苗，以免影响免
疫效果。

12、新冠疫苗是否可以与流感、
HPV、带状疱疹、狂犬病等疫苗同时接
种？

答：暂不建议同时接种，如需接种，
两剂次间隔应大于14天。如与狂犬病
疫苗接种冲突，应优先接种狂犬病疫苗。

13、接种新冠疫苗前要准备什么？
答：（1）带好身份证和口罩；（2）接

种时带接种证；（3）接种当天穿着可以
露出上臂三角肌的上衣；（4）充分了解
自己的健康状况、过敏史、疾病史、既往
有无疫苗反应等情况，方便接种时如实
向医生告知。

14、接种新冠疫苗后有哪些注意事
项？

答：接种后在现场留观30分钟，接
种后一周内避免接触个人既往已知过敏
物及常见致敏原。

15、接种新冠疫苗后有什么常见不
良反应？

答：接种疫苗后发生局部不良反应
以接种部位疼痛为主，还包括局部瘙痒、
肿胀、硬结和红晕等，全身不良反应以疲
劳乏力为主，还包括发热、肌肉痛、头痛、
咳嗽、腹泻、恶心、厌食和过敏等。

16、出现不良反应怎么办？
答：回家后如出现身体不适，可通过

知情同意书上的联系方式咨询接种点医
生，必要时及时就医。

17、接种新冠疫苗后会导致核酸检
测呈阳性吗？

答：不会。目前上市使用的新冠疫
苗成份中均不含活性新冠病毒，故不会
因接种疫苗导致患新冠肺炎，也不会因
接种疫苗使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18、接种新冠疫苗后血清抗体检测
呈阴性，是否能认为本次接种疫苗没有
效果或者需要再次接种？

答：不能。对于尚未具备中和抗体
检测条件的机构，采用一般方法（如灵
敏度相对较低的胶体金、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等方法）检测IgM、IgG，可能会
显示阴性，这不一定代表未产生免疫
应答。

19、接种新冠疫苗后还会得新冠肺
炎吗？

答：有可能。到目前为止，任何疫苗
的保护效果都不能达到100%，部分人
接种后仍有感染或发病的可能。

20、新冠疫苗是否需要像流感疫苗
一样每年接种一次？

答：流感疫苗是因为病毒变异，每
年流行的亚型不同而进行调整。新冠
疫苗仍需持续观察，基于目前研究数
据，完成全程接种后暂不需要进行补种
或加强免疫。

21、接种新冠疫苗后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防护是否还需要？

答：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后还要做
好个人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离、勤洗手等。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疫
苗的保护率达到100%。在当前群体免
疫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即使接种
了疫苗，防护措施仍然不能减，以更好地
保障大家的安全。

22、接种新冠疫苗能替代核酸检
测吗？

答：不能。接种新冠疫苗可以降低
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或减少重症病例发
生率，但任何疫苗的保护效果都不能达
到100%，部分人接种后仍有感染或发
病的可能。综合考虑疫苗保护效果、预
防感染、阻断疾病传播的能力等因素，人
群免疫屏障尚未建立，接种新冠疫苗不
能替代核酸检测。

23、在天津接种新冠疫苗需要户口
证明吗？

答：不需要。只要是适龄人群无论
户籍是否在津，均可接种。但为保证全
程接种，若在津时间不足2周，建议回居
住地进行接种。

（区卫建委 供稿）

提及与摄影结下的深厚的缘，岁月的
镜头便拉得很长很长，聚焦那些不曾忘记
的日子。

穿越时空的隧道，我仿佛又回到了那
个初中的年纪。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求
知的欲望促使我加入了学校组织的冲洗相
片课外小组。由此，对冲洗相片产生了极
大的兴趣。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就学会了
曝光、显影、定影。我还可以自己制作曝光
箱，买来药粉和相纸，在家里为小伙伴和邻
居们洗相片，在他们的拍手称奇的赞扬中，
心中充满自豪的我，慢慢探索着走向了一
条摄影之路。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子一天天
的富裕了，我便买了第一台梦寐以求的照
相机，用它记录着美好生活或旅游中的点
点滴滴，在一次又一次的拍摄中，提高自己
的摄影技能。那时候的我，非常羡慕区摄
影协会老师们拍摄的摄影作品，但因为胶
卷成本费用较高，消费不起，也只好作罢。

光阴荏苒，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中期，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那些旧式相机
很快就被数码相机取代。为了方便工作，
区电视台为我们配备了一台数字摄像机
150p，里面带有照相功能。虽说这款相机
当时只有三十万像素，但我还是如获至
宝。每次都利用采访的机会尝试着拍一些
照片。看着自己用镜头留下的一个又一个
难忘的瞬间，更加坚定了我走在摄影之路
上的脚步！直到2006年2月，我又参加了
东丽区摄影艺术协会组织的艺术摄影培
训。培训课上，我认真听着雷平、冯伟烈等
摄影家的生动地讲解，深受启发，拓宽了我
的视野，让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转眼到了2008年，我离岗内退了，为
了让以后的时间过得更充实，也是为了此
生唯一的爱好，我立即买了一台索尼单反
数码照相机，先从东丽公园、东丽广场用
心寻找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开始练习拍
摄，摸索经验，镜头里留住了我不算成熟
的作品，同时也为我保存了一个又一个的
美好回忆。欣慰的是，次年，东丽区举行
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摄影展，镇里让
我报送作品，我心喜若狂，精心挑选了几
幅自己满意的作品参展。其中一幅标题
为“东丽公园”的作品有幸被选中，当时我

开心得像个孩子，虽说这是我学习摄影以
来第一次参展，但是，通过参加那次活动，
我知道了我没有白白的努力，对以后拍出
更好的作品信心十足！之后，我的作品
“东丽新景观”（组照），获东丽区“经典六
十，精彩瞬间”网上摄影大赛一等奖。同
年7月16日，我的照片“东丽交通四通八
达”第一次在《今日东丽》刊登。展出、获
奖、登报，更加激发了我摄影的积极性。
以前只是随意拍，没人指导，照片发到网
上点赞的多，却没有给提出意见的人。自
从认识天津市摄影家协会的朱刚和张瑞
杰老师，他们对我的作品指出了不足和改
进建议，让我在摄影道路又上了一个台
阶，并在很多摄影比赛中获奖。近几年，
我的新闻照片和摄影作品多次被各大报
刊采用。2015年被吸收为东丽区艺术摄
影协会会员、天津市老年摄影艺术研究会
常务理事、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丽人，我热爱自己
的家乡，自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决心用自己的相机把家乡
的美景拍下来。2014年6月的一天，我从
市老年摄影艺术研究会开会回来途中，发
现天空难得蓝天白云，我兴奋起来，在跃进
路下了车，拍下了“蓝天白云下的东丽广
场”。然后又坐车去新立花园广场拍摄。
有一次，我看到坐落在外环线上的纪念碑，
灵光一闪，这不正是展现我们东丽的祥和
与文化的标志吗？于是，经过多次踩点，决
定在这里拍日出。不巧的是，第一次去，时
间过了。第二次去灰蒙蒙的云雾遮住了
太阳。第三次，我5点钟就到达了现场。
当时天气非常好，并有少量的云，我严阵以
待。5点10分，太阳终于露头了，我不失时
机地连拍，记录下了日出冉冉升起的过
程。这幅“外环日出”在北方网和天津电台
主办的摄影节目中，受到市摄影家协会老
师的好评。

军粮城街道是我学习、工作过的地方，
我对那里情有独钟。退休后，随着城市化
建设不断加快，各村村民面临搬迁。我想
应该把农民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记录下
来，作为永久的纪念。我与村干部探讨这
个问题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于是，
从2011年开始我走访镇里的大安、后台、

苗街、东堼等十一个村近万户家庭，用了总
计一个多月的时间拍摄街道、胡同、住宅、
院落的视频和部分照片。军粮城新市镇建
成直至入住，我多次对此美景进行拍摄，还
在通钢立业大厦四十几层楼上拍了新市镇
的鸟瞰全景。2015年，我拍摄的军粮城新
旧对比组照“家园涅槃”在东丽区“迎七一
川铁杯美丽东丽摄影大赛”中获得一等
奖。2019年，这幅组照在《今晚报》举办的
“今晚·城美摄影展”中获得特别奖。

地铁9号线在我区穿过，我便利用轻
轨反映都市美景，多次登上凯德大厦进行
考察，最后决定拍夕阳。记得那是在2016
年8月27日下午，我紧盯着天空，预感到要
出夕阳，18点半我上了楼，十分钟后，橘红
的夕阳映红了天空，渲染了远方的高楼大
厦，我等待着轻轨列车的到来。18点44分
列车徐徐而来，夕阳映红了轨道，映红了列
车，也映红了高架桥下的车流，我立即按动
快门，定格住了这美丽的瞬间。这幅“都市
夕阳”的作品，曾多次在市、区展出。我国
的高铁建设发展很快，和谐号列车直穿我
区。新立郊野公园就在铁路旁，远处还有
高层建筑，是拍摄的好地方。我采取追焦
的方式进行拍摄，列车清晰，前景和背景产
生线条虚化，动感十足。我把这幅作品当
成了自己的孩子，给她起了一个诗意的名
字：“高铁从我家乡过”。

在东丽道德公园，我发现“雷锋”塑像
附近有块“雷锋精神永不忘”的公益广告，
我想很好地利用一下。于是用手指做框，
试着“镜头”。还请来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的
大姐们配合拍照，于是，又一幅正能量的摄
影作品诞生了。几年来，我不仅在张贵庄、
丰年村、新立、军粮城街道拍，还去离我居
住较远的无瑕、东丽湖、华新、万新街道拍

摄，我的摄影足迹几乎遍布了全区。很多
照片都用于区政府和各街道创城的公益广
告以及楼门贴、抽纸盒等。经常有一些区
级部门、街道、社区、团体邀我为开展的活
动拍照，我都义不容辞地配合。2014年
起，我和王家虎老师组织一些老年摄影爱
好者成立了“东丽摄影沙龙”，每周四上午
在东丽公园学雷锋爱心驿站活动，我们秉
承“快乐摄影，健康生活”的原则，交流摄影
技术，参加人数达二三十人。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为了把这特
殊时期、特殊事件记录下来，我冒着危险，
戴好口罩，背着相机，一连几天，骑车走访
了丰年村、张贵庄、万新、新立街道的社区
和东丽开发区、宜家等值勤点位，记录下
这些党员、志愿者值守岗位、抗击疫情的
动人情景。有的照片在《群众摄影》报上
刊登，在区美术馆和网上展出。

路漫漫其修远兮。数十年的风风雨
雨，我已由那个翩翩少年步入古稀，而我的
摄影作品也随之成长，日趋成熟。为了宣
传正能量，我还申请了个人微信公众号“肖
光影像”，发表摄影作品、报道参加活动的
消息和照片以及朗诵、音像作品等。截至
目前，我的微信公众号已经850多期，发表
照片26000幅。从最初500人关注到现在
2900人，日最高点击量超过4000次，留言
近400条。

沏一杯淡茶，欣赏着自己拍下的照片，
从中领略着生活的美好和时代的变迁，心
情豁然开朗。摄影爱好不仅让我锻炼出健
康的身体，还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成为了
我的精神支柱。我热爱美丽的家乡—天津
东丽，往后的日子里，我还会继续用镜头留
住和宣传家乡的美丽和变迁，让每一个难
忘的瞬间成为岁月的永恒！

留在镜头里的美好记忆
张宝海/文并摄

一群叽喳的小鸟，在枝桠间欢叫
几只慵懒的小虫，在草棵里睡着
清简的冬日在静谧祥和中料峭
醉了田野，醉了云霄

忽然间，北风呼啸
裹挟着沙石尘土肆虐地咆哮
静谧的田野瞬间狼藉、混沌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惊醒的小虫不知所措
惊起的小鸟四散奔逃
惊得老树颤栗
惊得小草枯槁

面对风暴我痛心疾首
我要抗争，我要搏斗
哪怕我只是一株枯槁的小草
我不能苟活，死也要死得高傲
我引燃了星星之火
万千星火瞬间汇聚成熊熊的火苗
火焰染红了田野，点亮了云霄
我耗尽了最后的气力
向着田野呼喊

“田野啊田野，我要燃烧！
田野啊田野，我要燃烧……”

于是，我死了！我太不自量力了
我变成了一滩灰烬
泪水滴落在脚下的泥土
泪水里装满了不甘、不屈和不挠
我死了，我的灵魂
埋葬在这片我深爱着的土地
我沉沉地睡着
睡在她温暖的怀抱……

春潮澎湃，雪融冰消
柳出梢，燕归巢
小虫醒了，伸着懒腰
小鸟来了，吹着口哨
田野多么热闹
我抖了抖身上的泥土
哇！春天来了，是春天来了
我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深情满怀地向着春天呼喊
“春天啊春天，我来报到！
春天啊春天，我来报到……”

春天啊春天，我来报到
刘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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