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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青岛早报联办

接种 HPV 疫苗 提前做足功课
“价”表示病毒类型 但无须追求
“高价数”

宫颈癌是女性高发恶
性肿瘤，是威胁女性健康
的主要“杀手”，也是目前
唯一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
癌症。今年 8 月底，九价
HPV 疫苗适用人群从 1626 岁女性拓展至 9-45 岁
女性，这一消息受到诸多
适龄女性的关注。近日，
扩龄后的九价 HPV 疫苗已
开始在济南接种。
记者从青岛市卫健委
了解到，目前扩龄后的九
价 HPV 疫苗还未在青岛落
地，
何时拓宽年龄段接种，
仍然需要等有关部门通
知，同时也需要官方明确
具体哪些批号能“扩龄”
接
种，方可针对 9-45 岁女性
群体开展预约接种。
“HPV
疫苗的接种人群和接种程
序是怎样的？”
“ 打了四价
HPV 能不能再打九价？”针
对市民在关注咨询的热点
问题，
专家也进行了解答。

崇尚健康
远离疾病

HPV即
“人乳头瘤状病毒”
，
HPV感染
是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必要条件。感染
HPV 一定会得宫颈癌吗？不一定。据报
告女性一生中感染HPV的概率达80%，
感
染后8个月至一年内80%以上的感染者可
靠自身免疫力清除病毒，
只有持续感染高
危型 HPV 才有可能引起宫颈癌前病变及
宫颈癌。但宫颈癌的最佳预防方案就是，
接种HPV疫苗和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
世卫组织建议，
9至14岁是接种HPV
疫苗的黄金年龄，
“尽早、
尽小”
接种HPV疫
苗才能达到更好的保护效果。目前市面上
有三种类型的HPV疫苗：
二价、
四价、
九价，
“价”
指病毒的类型，
价数越高，
能预防病毒
的类型就越多。这三种的起始接种年龄目

前均为9岁。其中，
四价和九价HPV疫苗只有
进口品牌的产品，
接种程序均为0—2月—6月
各 1 剂，
共 3 剂。适种人群均为 9 至 45 岁女
性。二价 HPV 疫苗有国产和进口品牌的产
品，
其中，
进口品牌和其中一种国产品牌产品
的接种程序为0—1月—6月各1剂，
共3剂，
适
合9至45岁女性。另一种国产品牌产品为0—
2月—6月各1剂，
共3剂，
适合9至30岁女性。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无须一味追求高
价 数 ，尽 早 接 种 更 重 要 ，二 价 疫 苗 中 的
HPV16 和 HPV18 预防型别是最常见的，在
我国超过 84.5%的宫颈癌病例都与这两种
类型病毒有关，因此接种二价 HPV 疫苗也
可以有效预防。感染过 HPV 的女性也仍然
有必要接种 HPV 疫苗，
可预防再次感染。

只要全程规范接种 持久性保护至少 11 年
如果已经打完二价或四价 HPV 疫
苗，理论上还可以接种九价 HPV 疫苗。
根据九价 HPV 疫苗说明书，
“如果完成 3
剂四价 HPV 疫苗说明书接种后需要接
种本品，则至少间隔 12 个月后才能开始
接种本品，且接种剂次为 3 剂”。所以，
如果已经全程接种了四价 HPV 疫苗，需
要 间 隔 至 少 一 年 再 接 种 九 价 HPV 疫
苗。不过，目前国内外权威指南均暂未
推荐在已经全程接种某种 HPV 疫苗后
再接种更高价的疫苗。虽然全程接种二
价和四价 HPV 疫苗并非九价 HPV 疫苗
的接种禁忌，但鉴于前两者保护的持久
性，短时间内再接种九价 HPV 疫苗的性
价比较低。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经济情况
再决定。
只接种了一剂或两剂二价或四价
HPV 疫苗，则不建议改打九价 HPV 疫
苗。不同生产企业的产品交替接种，往
往缺乏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数据，各
产品疫苗说明书中也并不支持。由于不
同疫苗的抗原、辅料和佐剂的成分及含

量均不同，所以不推荐在已经接种了一剂
或两剂二价或四价 HPV 疫苗后再改打九
价 HPV 疫苗，而应当使用同一产品完成全
程接种。
哺 乳 期 并 非 HPV 疫 苗 的 接 种 禁 忌
证。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哺乳期女性接种
HPV 疫苗后，母亲和婴儿发生疫苗相关不
良反应的风险并未升高。由于缺乏临床试
验数据，明知已经怀孕的女性应避免接种
HPV 疫苗。如果女性在接种 HPV 疫苗后
发现怀孕，不用担心，建议中断接种，将后
续剂次推迟至妊娠结束后接种即可。备孕
期和月经期妇女如无不适，可以正常接种
HPV 疫苗。接种后也随时可以怀孕。
国内外研究表明，
不论是二价、四价还
是九价 HPV 疫苗，只要全程规范接种，均
可以产生持久的保护，对于女性低级别和
高级别生殖器癌前病变保护效果可以持续
至少 11 年。曾有研究人员采用数学统计
模型预测，HPV 疫苗的保护作用可以长达
20 年甚至 50 年。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饿出“进食障碍”别拿减肥换抑郁
特色科室

过度节食健康亮红灯

看着眼前这位好像一阵风就能吹
倒的瘦弱姑娘，徐玮晟亲切地问道：
“吃饭不好肯定很长时间了吧，
心里肯
定也不舒服，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
小琪点了点头。徐玮晟又问，
“那你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想吃东西的？”
小琪
说，
“我是一名大学生，
从初中时就觉得
自己很胖。上大学后，
终于脱离了父母
的管束，
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
每天
只吃一些青菜，
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
体重下降得很明显，胃口也变得越来
越小。可是后来……”小琪叹了口气
接着说，
她出现了掉头发、
月经紊乱，
也
感觉不到饿，
由于消瘦得太厉害，
又很
焦虑。

“我很焦虑，吃不下饭，也感觉不到饿……”一位瘦弱的女孩小琪（化名）走进了青岛
市市立医院临床心理科门诊，她说自己已经看过消化科了，但消化科医生建议她到心理
门诊看一下。临床心理科专家徐玮晟介绍，其实在心理门诊有很多消化科推荐过来的
患者，
那是因为很多心理问题都会反映在身体上，
尤其表现出消化系统的功能紊乱。
“经过诊断，这名患者为进食障碍，
并且存在营养不良和抑郁情绪。这样的
问题在临床中是比较常见的。
”
徐玮晟解
释，
多数患者起初仅仅是有减肥的想法，
但随着病情不断进展，逐渐出现扭曲的
认知——即便身体已经十分瘦弱，但仍
然认为自己是肥胖的，直到身体健康亮
起红灯，内心压力也逐渐累积出现了抑
郁的情绪。目前经过多方面的治疗，小
琪的病情在慢慢好转。

饮食和抑郁症关系密切
徐玮晟介绍，目前营养精神病学的
研 究 表 明 ，饮 食 和 抑 郁 症 存 在 很 大 关
系。当人处于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发生
抑郁症的风险明显升高。而我们所说的
营养不良不单单是营养摄入缺乏，体重

过高和维生素的缺乏同样属于营养不良。例
如在人体维生素 B12 缺乏引起韦尼克脑病
时，患者会出现幻觉、痴呆等严重精神症状。
另外，根据目前的研究，饮食、情绪障碍和肥
胖之间的多因素关系是双向和复杂的，分析
数据显示，肥胖症的男性和女性患抑郁症的
风险增加 55％，而抑郁症的个体患肥胖症的
风险增加 58％。
专家提醒爱美的朋友们，千万别拿减肥
换抑郁。只有保持均衡的营养、健康的饮食
和适度的锻炼，才会对身体和心理两方面都
具有明显的好处。生活中，当我们体重明显
增长时，
要积极控制体重，
但需要注意以健康
的饮食方法进行替换，
循序渐进，
而不是进行
单纯节食或过度运动等存在健康风险的行
为，以避免必需的营养素摄入减少而对身体
产生损害。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热线：82888000
吸烟是脉管炎
明确危险因素

问：最近我的腿部出现了脉管炎，
这是什么疾病？和我长期吸烟有关吗？
李强（海慈医疗集团血管外科中
心二科主任）：脉管炎全称血栓闭塞性
脉管炎，
是发生于血管的变态反应性炎
症，导致中小动脉节段性狭窄、闭塞，
肢端失去营养、出现溃疡、坏死，是一
种较顽固的血管疾病。此病一旦发
生，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需要及时就诊。
近日就有一位仅 36 岁的脉管炎
患 者 因 左 足 坏 死 、剧 烈 疼 痛 才 来 就
诊。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好发于男性青
壮年，
吸烟者发病率明显升高，
这个病
刚开始时比较隐匿，
往往忽略了疼痛、
发凉怕冷、皮肤色泽改变等早期症状，
病情进展缓慢，
常常是周期性发作，
经
过较长时期病情才逐步加重。患者应
警惕行走时疼痛的情况，有时形成间
歇性跛行，
重者疼痛剧烈而持续，
夜间
更厉害；皮肤会因动脉缺血导致皮色
苍白，
也可能出现潮红或青紫；
约一半
以上的患者还会反复在足背和小腿浅
静脉出现静脉炎。
要特别提醒大家，吸烟是脉管炎
明确的危险因素，因此戒烟是最基础
的措施。此外还要防止受冷、受潮和
外伤，有指导、有计划地进行运动锻
炼，避免外伤，劳动时适当变换体位，
防止肢体血管长时间受压而影响血液
流动。

冬季心梗高发
老人要多防范

问：
秋冬时节心梗高发，
家里的老
人应如何防范？
于忠祥（海慈医疗集团心脏中心
主任、心血管二科主任）：冬季是心脏
病患者死亡的高发期。研究表明，气
温每下降 1 摄氏度，心梗风险就增加
2%，75 至 84 岁的冠心病老人更易受
影响。在秋冬交替时节，应注意以下
几点来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首先是合理膳食，老年人的饮食
要以高营养、高蛋白、高纤维素、清淡、
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适当减少钠盐的
摄入，
不吃或少吃辛辣刺激食物，
定时
进餐，
不暴饮暴食，
戒烟、戒酒。第二，
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每周至少运动
5 天，每天不少于 30 分钟，如步行、骑
车、慢跑、打太极拳、跳舞、游泳等，生
活作息时间规律，
保证充足睡眠，
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三是保持心理健
康，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心胸开阔，
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若出现身体不
适及时就医，防治病情恶化贻误诊疗
时机。
此外，要控制危险因素，对高血
压、高脂血症、糖尿病、肥胖超重等代
谢性危险因素早期预防，可以减少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还要特别注意保
暖，
秋冬季室内外温差较大，
心血管在
寒冷天气会收缩甚至痉挛，造成血液
循环受阻，
进而引起梗塞，
外出时要尽
量做好保暖工作。心血管病人不适宜
早晨锻炼，应选择温度较高的时间段
进行运动。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