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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问：“我已打了第一针，
下一步是不是等通知？”对此，宁波
市疾控中心的专家进行了解答。

如果您已经接种了第一针灭活
疫苗或CHO疫苗，原接种点会以
短信或电话等形式通知您接种后续
剂次，请您按照短信里的时间、地
点，按时前往接种点接种。

接种疫苗时，请您全程佩戴口

罩，保持前后1米社交距离，听从现
场工作人员安排，切勿大声喧哗，扰
乱接种秩序。

如果第二针接种时间到了，但
没有收到去接种的短信，您可以主
动和接种点联系。另外，需要说明
的是，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
指南（第一版）》，迟种者无需重新开
始，补种相应剂次即可。

新冠灭活疫苗打过一针后，第二针可以不打吗？

疾控专家的权威解答来了
疫苗接种是预防控制疫情的最有力举措。根据国家和浙

江省的近期接种计划安排，6月10日至30日，宁波全力做好新
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的接种工作，有序衔接第一剂次，全面保
障接种对象实现完整的免疫程序。针对市民关心的一些热点
问题，宁波市疾控中心和海曙区疾控中心的专家给予了回复。

接种完疫苗后，有的人可能会出
现肌肉酸痛，全身乏力、恶心、呕吐，甚
至发热，请不要过于担心，大多属于正
常反应，也就是一般反应，很快就会恢
复的，专家建议接种后注意休息。

如果接种第一针后出现了严重

反应，建议第二针暂缓接种。
如果您的身体正处于某种疾病

的急性期，或者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
期，建议暂缓接种，或者有曾经接种
疫苗出现过严重反应的，也建议暂时
不要接种。

当前宁波地区使用的新冠病
毒疫苗以灭活疫苗为主，需要接
种2剂次。但有的人认为：“新冠
灭活疫苗打一针就够了，第二针
如果没时间就算了！”这样真的可
以吗？

海曙区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
事实上，第二针是非常重要的。灭
活疫苗安全性较高，但是刺激机体
产生抗体的能力相对偏低，需要多
次接种。例如乙型脑炎灭活疫苗共
接种4针、甲型肝炎灭活疫苗共接
种2针。

根据免疫机理，接种第一针灭
活疫苗，人体只是产生“初始化免疫
应答”，仅产生低水平的抗体。接种
第二针疫苗后，绝不是简单的“1+
1=2”效果，而是刺激人体产生“二
次免疫应答”，抗体水平会发生“1+
1=N”的爆发式几何增长。

所以说，第一针是“篱笆墙”，第
二针是“长城”。免疫程序完成全程
接种是疫苗发挥最佳预防效果的基
础。就像生病吃药，大家都要遵医
嘱，不能自己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也
不能自己想停药就停药。

根据国家和浙江省的近期接种
计划安排，我市在6月10日至6月
30日期间主要针对已经接种过1剂
次疫苗的人群集中开展第2剂次接
种。对因出国等紧急原因需要接种

疫苗的人群继续接种第 1 剂次疫
苗。7月1日起，将继续免费全面开
展市民新冠疫苗的第1剂次和第2
剂次疫苗接种。
见习记者 任诗妤 通讯员 林慧波

什么时候重新开启第一针接种？

可以凭第一针接种记录，主动与
接种点联系。接种点会要求提供具
体接种信息，并按推荐的时间间隔完
成后续剂次的接种。

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
指南（第一版）》，现阶段建议用同一

生产企业的疫苗产品完成接种。如
遇疫苗无法继续供应、受种者异地
接种等特殊情况，无法用同一种疫
苗产品完成接种的，可采用相同种
类的其他企业生产的疫苗产品完成
接种。

第一针在外地打的，第二针能在宁波打吗？

打完第一针后不太舒服，还能接种第二针吗？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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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第一针，下一步是等通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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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针可以不打吗？

疫苗接种剂次与抗体水平、保护效果关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