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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曾舸） 最近天气渐
寒， 这个时节流感病毒也在悄悄复苏， 准
备大干一场了。 那么该如何有效地预防流
感呢？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
防控制科专家提醒， 流感流行季节来临前
接种流感疫苗是最为有效的预防手段。

接种流感疫苗， 可以刺激机体产生抵
抗流感病毒的抗体， 减少感染流感病毒发
病的机会， 降低发生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
大幅度减少因流感而产生的疾病负担； 可
以重点保护老年人、 幼儿、 孕妇、 慢性病
患者、 体弱多病者等高危易感人群。

《中国季节性流感疫苗应用技术指南》
推荐孕妇、 6 月龄-5 岁儿童、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 医务人员及 6 月龄
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为优先接
种对象。 禁止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包括：
对鸡蛋或对疫苗中任一成分过敏者、 格林
巴利综合征患者、 急性发热性疾病患者、
慢性病发作期、 严重过敏体质者、 12 岁以
下儿童不能使用全病毒灭活疫苗以及医生
认为不适合接种的人员。

接种流感疫苗是安全的， 通常接种流
感疫苗 2-4 周后， 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
抗体， 6-8 个月后抗体滴度开始衰减， 因
此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每年流感活
动高峰一般为 12 月至来年的 3 月份， 为
保证受种者在流感高发季节前获得免疫保
护， 一般在每年的 9-11 月接种流感疫苗，
整个流行季节均可以为未接种的对象提供
接种服务。 流感疫苗只针对流感病毒起预
防作用， 对一般感冒无预防作用。

������本报讯 （通讯员 黄配） 10
月 29 日是第 12 个 “世界卒中
日”。 为提高广大群众对脑卒中
的认识和关注， 实现脑卒中的早
预防、 早诊断、 早治疗， 10 月
25 日， 长沙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名医工作室的 10 余名专家， 在
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区社区开展
了一场大型义诊宣传公益活动。

脑卒中俗称中风， 是一种突
然起病的脑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
其死亡率、 致残率和复发率均非

常高。 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病人
约 250 万人， 长沙市在全国范围
内属于卒中的高发地区， 该病已
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严重疾病之
一。 不过卒中并非不可预防， 该
院王爱民教授表示， 高血压、 吸
烟、 高血糖、 高血脂、 肥胖以及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脑卒中的主
要危险因素， 在日常生活中只要
积极预防 “三高”， 养成健康规律
的生活方式， 注意合理膳食、 适
量运动、 戒烟等， 就能在很大程

度上降低脑卒中的发生。
为使卒中患者能得到早发

现、 早识别、 早治疗， 该院神经
医学中心向公众推荐 “中风 1-2-
0” 这样一个便于公众理解的卒
中迅速识别 、 即刻行动的新策
略： “看到 1 张不对称的脸， 查
两只手臂平举是否有单侧无力下
垂， 聆 (零) 听讲话是否清晰”，
如果通过这三步观察怀疑发生了
卒中， 立刻拨打急救电话 120，
尽快就医。

接种流感疫苗
哪些人需优先？

“中风 1-2-0”：卒中早发现

�������10 月 24 日， 长沙市第三医院援藏工作队队员、 西藏贡嘎县卫
生服务中心医生吴樱等， 带着长沙市仰天湖小学三年级 48 位小学
生捐赠的一批课外书籍和文具用品， 来到贡嘎县吉雄镇中心完小，
开展爱心阅读捐赠活动。 (图一： 长沙的小朋友在写祝福卡 图二：
西藏小朋友表达感谢和祝福)�� �通讯员 王泽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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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重阳节， 许多网友
晒出父母年轻时的照片， 照片里的
俊男靓女， 如今已经步履蹒跚、 满
头华发。 “只愿时间走得再慢些”
“岁月请别伤害他们”， 网友的祈
愿， 代表着许多人的心声。

让每一位老人都能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
这种愿景如今已逐渐成为现实。 养
老保险覆盖超过 9 亿人， 覆盖率超
过 90%， 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安
全网已梁柱稳立； 基本养老保险水
平与年俱增， 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改
革破冰前行；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
新修订的法律法规， 也为实现“儿

女常回家看看” 开辟了绿色通道。
“独生子女护理假” 已经在多个省
区市从立法走向实践。 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让众多老年人拥有了“健康
守门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经
覆盖了 4.3 亿人……保障更多、 服
务更全、 焦虑更少， 正因这些长足
进步， 让我们有信心迎接老龄化社
会的到来。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 在物质层
面的“老有所养” 得到基本保障的
格局下， 老人们的生活陪伴、 精神
慰藉、 幸福安康问题也日益凸显出
来。 “你爸躺在地上， 你却在通讯
录里”。 不久前， 一则关于空巢老

人的报道， 引发许多人的共鸣 。
“通讯录里的孩子” 固然可以通过
电波送去关怀， 但终究不能弥合子
女同父母分开生活后造成的养老鸿
沟。 这还只是老龄化问题的一个侧
面。 让老人有尊严地享受晚年生
活， 成为养老获得基本保障、 生活
达到全面小康之后， 一个亟须提上
日程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 65 岁以上老年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7％提高到
14％， 法国用了 130 年， 澳大利亚
和美国用了近 80 年， 而我国只用
27 年。 “老年人口数量最多， 老龄
化速度最快， 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

最重”， 显示出世所罕见的复杂性
和特殊性， 进一步加大了养老服务
供给的压力。 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而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 养老保障的水
平较低， 广大老年人过上幸福晚年
生活的期盼不断提高而政策措施、
工作基础、 体制机制等还存在明显
不足， 这是“银发浪潮” 带给我们
的新考题， 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
盾在养老领域的典型呈现。 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不仅没有休止符， 更需
要以跑步姿态打造适应新时代需要
的升级版， 满足好数量庞大的老年
群众多方面需求。 (摘自 《人民日
报》 2017 年 10 月 30 日）

新时代， 养老事业呼唤升级版
□李 斌

“马兜铃酸致肝癌”引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