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
安区浮山社区的王女士咨询，夏季如何养
胃护胃？

市疾控中心有关医务人员介绍，减
盐控盐。长期的高盐饮食会导致胃黏膜
萎缩、肠化、癌变。像夏天喜欢吃的烧
烤和腌制食品不仅含盐量高，且富含亚
硝基化合物，会增加胃癌的发病率。建

议日常减少富含盐
的食物以及腌制品
的摄入，控制饮食中
的盐每人每天 6g，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不吃隔夜菜。夏季食物不易保存，当

出现轻微变质而不自知时，摄入过多就容
易导致肠胃炎出现。建议尽量少吃或不吃
隔夜菜。

少喝高度酒和碳酸饮料。如果一定要
饮酒，要选择低度酒，勿空腹、过度饮酒。
碳酸饮料里面含有二氧化碳，易引起嗳气、
腹胀，也应少喝。

细嚼慢咽，吃饭时少说话。吃饭说话
和大口吞咽会导致大量的气体吞咽，容易
出现嗳气等消化不良的表现。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
安区金桂社区的周女士咨询，久坐族如何
站出健康？

市疾控中心有关医务人员介绍，养成
经常站立的习惯，每天站够2—3小时，能
为我们的健康加分。“站”出健康要把握好
以下原则：

能站着就不坐。比如，尽量少开车，多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站起来接电话；晚饭后
站着看电视，或给花浇浇水，给鱼喂食，做
做家务，开窗眺望一会，都能让你远离沙
发。

把握好午餐时间。如果条件允许，尽
量能饭后散散步，既可以缓解困倦感，又能
增加运动量，为下午的工作带来活力。

想方设法走“远一点”。
下班回家不妨提前一站下车走回家，

既锻炼身体，又能看看沿路景色，缓解整日
的疲劳。

需要提醒的是，站立也要适度，并非站
得越久越好，而且长
时间站在原地不动也
损害健康，站立的同
时要多走动。

如何站出健康？ 夏天如何养胃护胃？

全市卫健系统举办

疫苗接种工作推进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刘念、通讯员姚国薇报道：为推

动2021年下半年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安全、有序、规
范实施，确保接种工作平稳推进，7月29日，市卫生健
康委召开全市卫健系统疫苗接种工作推进培训班，交
流疫苗接种经验，明确下一步工作任务。

“开设18个疫苗接种点，办事处宣传到社区、
网格、小区、楼栋，乡镇宣传到村、组、户、人……”咸
安区疾控中心以“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共筑健
康免疫长城”为题，从充分谋划部署迅速、压实责任
进行宣传、多措并举进行饱和宣传、齐抓共管进行
立体宣传、传统模式进行平面宣传、丰富载体进行
创新宣传、以案说法进行警示宣传、示范引领进行
带动宣传、建章立制、指导督办齐头并进等方面，就
如何加强组织宣传，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交流
了工作经验。

崇阳县疾控中心从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包保责
任、深化宣传引导、科学规划接种点，强化接种服务
保障、配齐接种设备设施、开展全员排查、因人因地
施策、强化查漏补种等方面，介绍了疫苗接种工作
情况，交流了摸底建账工作经验。

随后，各县市区卫健局、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
进行座谈交流。

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明确任
务，高质量推进全民疫苗接种工作，确保尽早建立
全社区、全县、全市的人群免疫屏障，构筑守护市民
生命健康安全的铜墙铁壁；各地要迅速动员，分解
任务，明确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创新宣传动员方
式，针对群众需求不断优化接种服务，确保做到应
接尽接；各地要开展全面摸底，对辖区内常住人口
基数、流入人口、流出人口、禁忌症人群等情况要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

我市疾病预防又挥大手笔
控制体系建设项目奠基

本报讯 记者刘念、通讯员姚国薇报道：7月
29日上午，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项目和
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库项目奠基仪式举行，标志着项
目正式启动建设。

据悉，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项目，建
设一栋综合楼，建筑面积约8400平方米，一栋保障
楼，建筑面积约1600平方米，总投资10274万元，
项目功能涵盖应急指挥、公共卫生信息化、传染病防
治、P2+实验室、健康科普、健康管理、应急值守、应
急保障、检验检测等。应急物资储备库项目，建设面
积3000平方米，总投资1000万元。

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相继出台了疾控体
系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市疾控中心积极谋划、抢
抓机遇，争取到了总投资1.1274亿元的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建设项目和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库项目。
项目建设意义重大，是针对我市疾控体系建设补短
板、堵漏洞、强弱项的具体措施，也是我市疾控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希望市疾控中心和施工
单位强化时间意识、质量意识，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争分夺秒、大干快上，力争项目早投产、早达产、
早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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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疫苗仍被感染打了疫苗仍被感染，，
为何还要倡导接种为何还要倡导接种？？

近期我国南京等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病例，传播链已波及多个省市。新冠肺炎救治专
家、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杨毅7月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南京
确诊病例中绝大部分都接种过疫苗。

打了疫苗，为什么还会感染新冠病毒？疫苗对于病毒的防御还有效吗？在医学上，这
种打了疫苗还发生感染的情况被称为“疫苗突破性感染”。今天，我们来说说有关新冠肺
炎疫苗突破性感染的问题。

市中医医院举办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会
本报讯 通讯员徐超报道：为扎实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7月27日，市
中医医院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报
告会邀请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专家、市委党校
校委委员、副教授解全胜进行授课。院领导班子、
全体党员、民主党派人士、中层干部参加了报告
会。报告会由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周天一主持。

解全胜教授以《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在应
对危局和困境中谱写精神谱系》为题，以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发展为基线，结合生动鲜活的党史案例，
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党用鲜血、勇气、智慧，书写救
国、兴国、强国的百年奋斗史，以及奋斗过程中的重
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任务等红色史实。对红船
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
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等进行了深刻解读。

4 接种疫苗仍很有必要
尽管存在疫苗突破性感染，仍应大力推

广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因为新冠肺炎疫
苗可以保护大部分人不被感染，并减少重症
的风险，新冠病毒的流行程度也会降低。

最近，我国科兴公司发表了灭活疫苗

在3岁-17岁儿童和青少年中的研究结
果，证明灭活疫苗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是安
全有效的。随着我国多个省市逐步开展对
儿童和青少年的疫苗接种，我国的群体免
疫效果将更为可观。

在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的情况下，
公众要时刻保持对病毒的警惕，在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一定佩戴好口罩，减少暴露
于新冠病毒中的风险。这次南京疫情也给
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防控意识松懈敲响了

警钟，随着我国对疫苗突破性感染发生率、
变异病毒、疫苗加强接种必要性和时机等
方面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相信我们的疫苗
防疫将会更加有效，疫苗突破性感染的风
险也会明显降低。 （本报综合）

3 四种情况易致“突破”
新冠病毒突破了疫苗为机体筑成的免

疫防线，侵入人体导致突破性感染，与人体免
疫、病毒变异、病毒量多少等多种原因有关。

首先，当机体免疫功能下降时，如体弱
多病的老年人、正在化疗的肿瘤患者或服
用糖皮质激素等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
对疫苗的刺激反应可能较弱或无反应。以
色列的几家医院一共为686例风湿病患者
接种了辉瑞公司的mRNA（信使核糖核
酸）疫苗，接种后血清抗体阳性率为86%，
抗体平均水平为132.9单位/毫升。使用糖
皮质激素治疗的患者血清抗体阳性率为
66%，用一种单抗类生物制剂治疗的患者
血清抗体阳性率仅为41%。而未患风湿病

的普通人群接种疫苗后，血清抗体阳性率
为100%，抗体平均水平为218.6单位/毫
升。

这些数据说明，一些疾病和药物可能
影响疫苗接种后抗体的产生。这些接种了
疫苗而没有产生抗体或产生抗体水平较低
的人，就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第二，不同疫苗接种后，突破性感染的
发生率也不同。北加利福尼亚学术医疗中
心 22053 名 护 理 机 构 工 作 人 员 接 种
mRNA疫苗后，有26人发生疫苗突破性感
染，感染率为0.12%。在印度，同样是针对
医务人员的研究，总共113人接种了疫苗，
其中28人接种灭活疫苗，85人接种了腺病

毒载体疫苗，有15人发生突破性感染，感
染率达到13.3%。目前各国专家均提出，
对于免疫作用较弱的疫苗可通过增加接种
针次（即加强免疫）来减少突破性感染的发
生。

7月3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
闻发布会，疾控专家表示，初步观察，对已
完成免疫接种一年以内的普通人群，暂无
必要进行加强针接种；但对完成免疫6-12
个月，且免疫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和有基础
性疾病的患者，以及因工作需要要去高风
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在国内从事高暴露风
险职业的人群，是否有必要、何时开展加强
针的接种，正在进行研究。

第三，长时间暴露在有新冠病毒的环
境中，或者一次性感染的新冠病毒数量太多，
体内抗体不足以对抗侵入的大量病毒，也会
造成疫苗突破性感染。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
作人员中发生的突破性感染，很可能与长时
间暴露在有新冠病毒的环境中相关。

第四，病毒变异同样可能帮助病毒突
破疫苗为机体筑成的免疫防线，导致突破
性感染。印度对6例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后
发生突破性感染的新冠病毒序列分析发
现，其中4例为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感
染。目前，我国也已发现，南京疫情主要由
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所致，可见突破性
感染的发生与变异病毒高度相关。

2 这类感染者无症状和轻症居多
之前我们就讲过，所有疫苗预防疾病

的效果都不能保证100%。比如，接种了流
感疫苗，还可能得流感；接种了乙型肝炎疫
苗，仍有极少数人不产生抗体。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
2021 年 1月-4月美国有超过 1.01 亿人
完成疫苗接种，收到突破性感染报告

10262 例，发生率约 0.01%。但是，这个
数据完全是靠人们自愿上报的，因此这
种突破性感染的发生率可能被低估。佛
罗里达州对当地居民的调查显示，接种
新冠肺炎疫苗后的突破性感染发生率为
0.05%；而芝加哥一项对养老院 7931 位
居民和6834位工作人员的调查显示，两

个群体在疫苗接种后的突破性感染发生
率均为0.15%。

由于我国开始推广疫苗接种之后，并
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疫情暴发，所以疫苗突
破性感染的发生率尚不清楚。接种新冠肺
炎疫苗后，疫苗会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
抗体和抗体生成的记忆细胞。因此，大多

数疫苗突破性感染者都是无症状或轻症患
者。但是要注意，无症状感染者传播新冠
病毒更具有隐匿性，会增加疫情防控的难
度，而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患者或免疫抑制
患者一旦成为疫苗突破性感染者，是可以
发展为重症患者的，或者导致原有疾病加
重，甚至死亡。

1 什么是疫苗突破性感染
疫苗突破性感染是指完成推荐剂量的

新冠肺炎疫苗接种14天后，又查出感染新
冠病毒。

注意，这里需要强调两点，并加以说明。
一是强调“完成推荐剂量”的疫苗接

种。所谓“完成推荐剂量”是指应接种2针
疫苗者（如灭活疫苗）完成了2针的疫苗接

种，应接种3针疫苗者（如重组蛋白亚单位
疫苗）完成了3针的疫苗接种，只有腺病毒
载体疫苗接种1针即算“完成推荐剂量”的
接种。

二是强调接种疫苗“14天后”发生的
感染。这是因为接种疫苗后抗体是逐渐产
生的，并随着接种针次的增加而逐渐升高，

一般在“完成推荐剂量”至少14天后抗体
才能升高至可以抵御病毒感染的水平。例
如，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新冠病
毒灭活疫苗在一项为≥60岁老年人接种的
临床试验中，第1剂疫苗接种后28天，仅有
54.2%-62.5%的老年人产生了中和抗体，
抗体平均滴度的水平（即抗体浓度）仅有

6.9-9.1；在接种第 2 剂疫苗 28 天后，有
95.7%-100%的老年人产生了中和抗体，
抗体平均滴度的水平升高到54.9-64.4，抗
体浓度提高了好几倍。

因此，如果只打了1针灭活疫苗或打了
第2针后还不到14天，因为抗体产生不足而
感染新冠病毒，并不属于疫苗“突破性感染”。

本报讯 通讯员李志鹏报道：为
提高工作效率，实现车辆定位管理，实
时跟踪车辆轨迹，并利用无线监控系
统，进行短信收发、见车拨号，从而方
便出租车驾驶员之间及驾驶员与公司
之间沟通。7月26日，中国联通咸宁
分公司与湖北咸宁咸运集团嘉鱼鸿昌
运输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的“出租车综
合管理平台项目”正式运行。该平台
为提升出租车运营企业全方面、多维
度的管控，打造“智慧交通”服务运营
提供了新模式。

据悉，作为打造湖北绿色交通行
业“平台+应用+终端+专属产品”的新
标杆项目，该项目为嘉鱼县139台出
租车提供安装视频监控车载终端设备
和相配套的电话卡，通过云上平台及
司机端APP对出租车进行日常管理，
将给市民朋友及出租车司机带来高

效、智能、畅快的信息服务新体验。
随着科技的发展，5G通信技术应

用更加的广泛，中国联通不仅重视5G
基站的建设投入，更重视5G通信在各
行业中的实际应用，该项目车载终端
设备通过5G网络可支持出租车定位
功能，在后台地图上显示车牌位置、速
度；语音功能、支持驾驶员、后台人员
和出租车公司进行实时通话，同时支
持公司管理部门下发语音通知；具备
一键报警功能，在驾驶员或乘客人身、
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可通过安装在
角落的报警按钮触发报警；音视频功
能支持实时播放，也支持历史视频的
回看；具备安全防撞预警功能提示、驾
驶员身份智能识别、乘客预约系统智
能派单等多项功能。

该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提升了市民
乘坐出租车出行的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

性，同时更好的保障出租车驾驶员的安
全，为更好解决出行过程中产生的事故和
纠纷提供了强有力的判定依据，获得了市
民和出租车司机们的一致好评。

中国联通咸宁分公司此次成功签
约“出租车综合管理平台项目”，为全
省“智慧交通”的平台应用+工作手机
创新发展模式树立新标杆。下一步，
中国联通将持续打造开发、共享的智
慧交通发展平台，提升交通运输综合
服务水平、提速行业转型发展，助力高
水平交通强省建设。

咸宁联通助力嘉鱼打造“智慧交通”标杆

近日，应急管理部发布《关于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1年面向社
会招录消防员的公告》，正式启动消防
员招录工作。7月31日以后，招录对象
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
员招录平台（http://xfyzl.119.gov.
cn）查询招录公告、招录计划、政策法规
等信息，注册报名。此次湖北省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面向社会公开招录
消防员418名，均为男性。其中，消防
救援队伍招录385名（高校应届毕业
生、退役士兵各130名，社会青年125
名），森林消防队伍招录33名（高校应届
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各11名）。
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31日18时。

这是公安消防部队和武警森林部
队改革转隶后，湖北省公开招录的第
四批消防员。2019年招录的两批消

防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已正式分配到
全省各消防救援站工作，2020年招录
的第三批消防员正在全省各地进行第
二阶段集中教育训练。此次招录人员
年龄范围为18周岁以上、22周岁以
下，出生时间为 1998 年 9月 1日至
2003年8月31日；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士兵、具
有2年以上灭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
职消防队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
年龄可以放宽至24周岁（1996年9月1
日以后出生）；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
特殊专业人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
可以进一步放宽，原则上不超过28周
岁（1992年9月1日以后出生）。其中，
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含研究生培养
单位）招生统一考试且取得全日制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和相应学位的毕业生，荣

立个人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士兵、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荣立个人三等
功以上奖励的退出消防员，招录考核合
格的直接录用。有意者可登录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
（http://xfyzl.119.gov.cn），查询浏览
招录信息，注册进入消防员招录在线报
名系统。通过资格审查的招录对象参
加后续招录考核，考核项目包括体格检
查、体能和岗位适应性测试、心理测试、
面试、政治考核，合格人员经公示后录
用，10月入营培训。各招录程序开始
时间、成绩结果，测试、面试场地等信
息，湖北省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将
适时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
员招录网站发布，招录对象可自行登
录进行查询。联系方式：咸宁市消防
救援支队 0715-8138008。

国家召唤 人民需要

湖北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面向社会公开招录418名消防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