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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亚娜 沈菁

湖南女性在预防宫颈癌方面又多
了一道利器。 适合9岁至25岁女性的二
价宫颈癌疫苗来到湖南不到1个月，11
月27日， 适合20岁至45岁女性的四价
宫颈癌疫苗也登陆湖南了。

11月27日上午，湖南省预防医学
会、湖南省疾控中心在长沙召开湖南
省宫颈癌疫苗上市新闻发布会，湖南
日报记者现场采访了中国医学科学
院赵方辉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主任谭先杰教授、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妇科主任龚颖萍等专家，就老百姓关
心的宫颈癌疫苗相关问题作了解答。

为什么要接种宫颈癌疫苗？
提及宫颈癌， 不少女性心里都会

有一种担忧。宫颈癌是女性恶性肿瘤的
第二大杀手，仅次于乳腺癌。 全国每年
新发宫颈癌病例9.89万，每年因宫颈癌
死亡的人数约3.05万，相当于每小时有
3个中国妇女死于宫颈癌。

几乎所有的宫颈癌病例的样本
中都能找到HPV（人乳头瘤病毒），从
而印证了HPV是宫颈癌致病病毒的
观点，也使得宫颈癌成为目前唯一可
以通过疫苗预防的癌症。

专家介绍， 目前发现HPV型别有
200多种，根据致癌性的不同，分为高危
型和低危型：高危型HPV可能导致宫颈
癌等癌症；低危型HPV则可能造成皮肤
疣和生殖器疣。 女性被HPV感染后，可

被自身免疫机制自行清除， 所以多数
HPV感染是一过性且无临床症状的，但
某些高危型HPV持续感染会导致宫颈
癌的发生。

二价和四价疫苗
该怎么选择？

目前我省上市的是二价和四价
疫苗。 专家介绍，“价”的多少代表了
疫苗可预防的HPV病毒种类。 二价疫
苗主要预防HPV16型和HPV18型，这
两个亚型是导致宫颈癌的主要亚型。
四价疫苗在二价疫苗的基础上增加
了HPV6型和HPV11型的预防， 这两
个亚型可导致生殖器疣。

那么，二价和四价疫苗，女性朋
友该如何选择？ 中国医学科学院赵方
辉教授表示， 对于宫颈癌的预防来
讲，两价和四价是没有差别，都是预
防HPV16型、HPV18型两种高危型别
引起的宫颈癌。 这两个型别的病毒是
全球约70%宫颈癌的致病原因，而在
中国人群中更高，可达85%左右，也就
意味着可以预防约85%的宫颈癌。

不过， 四价疫苗还可预防HPV6
型和HPV11型两个低危型别感染，也
就是预防尖锐湿疣等生殖器疣。 相比
二价适用于9岁至25岁人群， 四价适
用人群更广泛，适用于20岁至45岁女
性。

专家建议， 越早接种效果越好，
已接种二价疫苗的不推荐也没必要
再接种四价疫苗。由于我国女性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第一个

高峰在“17岁至24岁”，第二个高峰在
“40岁至44岁”，所以应在感染高峰到
来之前，尽早完成疫苗的接种。 根据
我国青少年初次性生活的平均时间，
专家建议我国青少年女性最好在11
岁至12岁期间进行接种，尽早进行人
为干预。

有性生活的女性
还可以接种吗？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谭先
杰教授介绍，HPV主要通过性传播，
对于已有性生活但无HPV感染的成
年女性群体，接种疫苗可得到有效的
保护。 对于已有性生活并且可能感染
过HPV的女性群体，也可以接种。 因
为同时感染多种HPV型别的可能性
非常小，接种HPV疫苗对那些未感染
的型别依旧有良好的保护效果。

目前还不推荐孕妇接种HPV疫
苗，但如果接种者在接种期间发现已
经怀孕，并不需终止妊娠。 如已完成3
针疫苗注射，建议在完成注射半年后
再备孕； 如果半年内计划怀孕的，也
不建议接种，可以等到生完孩子再接

种。 哺乳期妇女慎用！
赵方辉教授介绍，这个疫苗在国

外男性可以接种，但在国内暂时不能
打。 因为是进口疫苗，所以进入国内
时，要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在进行试
验中，对于预防男性生殖器疣的数据
不充分，所以国家暂时没有批准。

专家补充， 在注射第一针以后，要
观察半个小时看看有没有过敏反应，有
的话第二、第三针就不要再打了。

打了疫苗
就不会得宫颈癌吗？
是不是打了疫苗，就能高枕无忧？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龚颖萍介
绍， 无论是二价疫苗还是四价疫苗，以
及还未在内地上市的九价疫苗，都无法
完全预防所有的HPV亚型病毒。

接种疫苗是宫颈癌的一级预防
屏障，大大减少了妇女患宫颈癌的风
险， 并不代表对HPV病毒完全免疫，
仍旧有患上宫颈癌的可能。 因此，对
于21岁以上的女性或有性生活3年以
上的女性， 无论是否接种HPV疫苗，
建议至少每两年做一次宫颈筛查。 如
果发现病变，要立刻就医治疗。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亚娜 沈菁）今
天上午， 湖南首家四价宫颈癌疫
苗接种点———湖南省疾控中心门
诊部，迎来了首批接种者。 记者在
现场看到，截至上午10时，已经有
近百位女性排着长队， 等待接种
四价宫颈癌疫苗。

省疾控中心主任李俊华介
绍，首批到货约2万支，按照二类
疫苗的流通渠道，省级平台招标、
区县级疾控中心根据采购需求计
划进行采购。 预计12月中下旬，全
省各市、区县可陆续接种，有需求
的女性可向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咨询预约、自费接种。
据悉， 相比上个月我省上市

的二价宫颈癌疫苗， 四价宫颈癌
疫苗既能预防HPV（人乳头瘤病
毒）16型、HPV18型这两种高危型
别引起的宫颈癌，又能预防HPV6
型、HPV11型这两种低危型别引
起的生殖器疣。 它是世界上第一
个研发出来的宫颈癌疫苗， 全球
的使用时间超过了10年，接种过2
亿多剂次。 适宜接种的主要人群
为20岁至45岁的女性， 接种程序
为0、2、6月各接种一剂次，全程免
疫3针次，共计价格约在2500元左
右。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符晴)今天上午，一对年轻
夫妻抱着1岁多的女儿来到长沙市中心
医院，将一束鲜花送到了该院妇产科李
名花医生的手上。女孩的妈妈姜女士哽
咽着对李医生说：“终于找到你了，如果
那天没有遇到你，孩子也许就凶多吉少
了。 ”

原来，11月18日中午，姜女士和丈
夫带着女儿逛街， 没想到孩子突发抽
搐、意识障碍、口吐白沫，呼吸微弱。 正
当夫妇俩惊慌失措、大喊救命时，在附
近买鞋的一位女士立即冲上前，口对口
帮孩子吸出了痰液， 做了人工呼吸，并

陪同家长一起将孩子送到附近的长沙
市中心医院救治。 幸亏抢救及时，孩子
转危为安。

“等我们缓过神来，才发现施救的
人已经不见了，最近一个多星期我们一
直在找这位好心人。”姜女士告诉记者，
孩子住院10多天，目前病情平稳，已出
院回家休养。 好心人救人后就离开了，
没留联系方式和名字，他们回到事发现
场找了很久，最终从鞋店的店员口中得
知救人者是长沙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就
特意来到医院，通过监控视频终于找到
了救命恩人。

李名花回忆， 当时自己正在试鞋，

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喊“救命”，出于医
生的本能她立即从鞋店跑出来，发现孩
子情况紧急。 她二话没说，果断地从女
子手中抱过孩子，先口对口给孩子吸出
了两口痰液，接着给孩子进行人工呼吸
和胸外心脏按压，边抢救边询问孩子病
情。连续两个循环后发现孩子仍无明显
好转，她抱着孩子紧急送医院。 匆忙之
中， 她穿着没有付款的新鞋跑了出去，
事后才转回去交钱。

面对大家的赞扬，李医生腼腆地回
答：“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也是一名医
生，这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职责，救人
是一种本能，没有时间考虑。 ”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李传新） 省食药监局日前通报了
近期组织监督抽检餐饮食品、淀
粉及淀粉制品、豆制品、糕点、酒
类等7大类355批次食品的抽检情
况， 本次抽样检验项目合格食品
339批次，不合格食品16批次。

据了解， 此次抽检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 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的16批次食品， 涉及的被抽样单
位、标称生产企业、产品包括：长
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东玺门
购物广场销售的榨菜、海带、外婆
菜和折耳根均检出苯甲酸及其钠
盐(以苯甲酸计)项目不符合标准
要求； 张家界吃香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十年老柴葛、 野葛粉和十
年老柴葛(盒装)检出铅(以Pb计)项
目不符合标准要求； 湖南超级小
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素羊肉串
（湘味熟食、挤压豆粉熟食）、菩提
碳烧素牛排（香辣味）和菩提碳烧
素牛排（烧烤味）均检出脱氢乙酸
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项目不
符合标准要求； 平江县锦琪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泡泡干（非发酵
豆制品）检出山梨酸及其钾盐（以

山梨酸计）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
攸县喜盈盈食品厂生产的麻花检
出甜蜜素 (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 武陵区德
行天下商行销售的石门县望羊桥
食品厂生产的麻花（油炸类糕点）
检出糖精钠（以糖精计）项目不符
合标准要求； 湖南鸿达园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葱油酥饼检出酸价
（以脂肪计） 项目不符合标准要
求； 慈利县宏英食品厂生产的土
家甜酒（杯装）和土家甜酒检出糖
精钠（以糖精计）项目不符合标准
要求。 以上检验机构均为湖南省
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不合格食
品的生产经营单位， 省食药监局
要求当地食药监管部门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的规
定， 责令生产经营企业及时采取
停止销售、 召回不合格食品等措
施，彻查问题原因，全面整改，对
相关企业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并
于12月20日前将调查处理、 产品
控制、违法行为查处、原因排查及
生产经营企业整改情况向社会公
布，并报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宫颈癌疫苗到来，这些问题需了解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吴志鹏） 什么阶段该
开始儿童性教育？尺度如何把握？这
些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父母的难
题。 今天，一场以“儿童性教育的美
学”为主题的‘首届儿童性教育国际
研讨会’在长沙拉开帷幕，探讨儿童
性健康教育的科学方法。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美国、日
本等国家的性教育界专家带来了
儿童性侵害、性的美学教育、国外
儿童的性教育、人格教育、乡村儿
童性教育路径探索等主题讲座。
儿童与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家胡
萍作了中国本土儿童性健康教育
创新与研究成果的报告， 为父母
和教师提供了性健康教育的教育

内容和具体教育方法。 女童保护
发起人孙雪梅带来了主题为《儿
童防性侵教育，可以很好“玩”》的
专题讲座。 来自美国的专家Hoda
则分享了用艺术治疗的方式帮助
儿童修复心理创伤。

主办方之一的湖南教育出版
社党委书记、社长黄步高介绍，湖南
教育出版社将与胡萍联手成立“胡
萍工作室”， 共同录制50堂儿童性
健康教育系列课程； 将在家校共育
网上开设儿童性健康教育频道，为
家庭进行性健康教育提供支持；还
将出版一系列儿童性健康教育读
本，将更科学、更专业的儿童性健康
教育传递出去， 持续推进儿童性健
康教育事业的发展。

27日起，湖南女性
可接种四价宫颈癌疫苗

适宜人群为20岁至45岁的女性

首届儿童性教育国际研讨会
长沙召开

责令召回，彻查原因
全面整改，依法查处
省食药监局通报16批次不合格食品

孩子突发抽搐窒息 试鞋医生勇吸痰液

� � � �四价宫颈癌疫苗

� � � � 11月27日， 湖南省疾控中心门诊部， 市民在接种四价宫颈癌疫苗。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