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願第一時間為孩子接種
●北京 15歲中學生母親
在一家教育私企工作的張女士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因為工作性質的問
題，丈夫和自己出差都很頻繁，因
此，也時常會擔憂會將未知的感染風
險帶回家中。1978年出生的她，家
中15歲的獨子正在備戰中考，她希
望如有機會，疫苗緊急使用年齡放開
後，能第一時間為孩子預約接種，為
全家建立起一道安全屏障。

●廣州 13歲中學生母親
鄭女士的女兒目前13歲。此次廣

州出現疫情反彈，她看到一些與女
兒年齡相仿的孩子受到感染，十分
揪心，更期待新冠疫苗能盡快在青
少年中推廣接種。近日有關專家引
用臨床反饋結果指出，疫苗對預防
重症有突出效果，這個更增強了她
對國產疫苗的信心。此次國家批准
擴大疫苗緊急使用年齡範圍是個好

消息，如果廣州開放青少年預約接
種，他們一定積極響應。

●廣州 4歲和7歲小孩父親
方先生是兩個小朋友的父親，他

表示，對於兒童青少年打新冠疫
苗，作為家長肯定首先會關心疫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問題。但如果疫
苗是經過國家批准可使用的年齡範
圍的，也證明該疫苗是經過國家論
證並安全的，因此會放心接種。何
況，兒童青少年較多時候處在校園
等相對聚集的環境中，一旦感染，
容易出現擴散；因此，他們這一群
體都打疫苗的話，為實現群體免疫
又近了一步。

擔心孩子身體無法承受
●北京 8歲和6歲小學生母親

在事業單位工作的80後桑女士表
示有些猶豫。「我家大寶剛過完8歲
生日，小兒子還不到6歲，害怕他們

幼小的身體機能承受不起。」她表
示，自己還是想再觀望一下，屆時會
根據孩子接種的必要性、疫苗的安全
性，以及其他低齡孩子接種後的反
應，再做盤算。

●深圳 5歲半幼兒園學童家長孫女士

從事審計工作的80後孫女士表示，
暫時不會給孩子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更多的還是考慮以傳統手段加強防護。
她指，接種疫苗一般是接種健康人群，
做預防的產品，大人的抵抗力較強，
而小孩則會有更多身體素質上的擔憂。
「譬如有些免疫系統的疾病，甚至是
罕見病，都是在十幾歲左右的年齡高
發，本身這類疾病的誘因就很複雜。
太小的年齡接種疫苗，不知道對日後
的身體成長會不會有影響。」她建議，
如果開放18歲以下年齡接種，可以先
從高中到初中，再到小學，最後才是
幼兒園，逐步進行，也比較好管理。

內地家長怎麼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朱燁及郭若溪

內地將適時對3歲以上人群接種
專家已對疫苗安全性有效性進行論證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副

主任、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疫苗研

發專班負責人曾益新近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

示，我國新冠疫苗使用人群已覆蓋18歲以上，接種者年齡最大超過了100歲。目

前專家已經對3歲至17歲人群使用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進行了論證，經國家有

關部門批准後，也會根據需要在這一人群中使用。他還透露，預計到今年年底前

中國國內完成至少70%的目標人群接種。

曾益新回顧指出，3月24日，中國正式啟
動新冠疫苗接種的「日報」制度。5月以

來，疫苗接種進入「加速跑」，目前全國新冠
疫苗接種超7億劑次，中國疫苗被世界上更多
國家認可與接受。「近日發生的本土病例提
示，防控形勢依然嚴峻，共築『免疫長城』，
減少『疫苗猶豫』，需要你我助力。」

中國已有21疫苗進入臨床
據介紹，中國已有21個新冠疫苗進入臨床
試驗階段。曾益新表示，中國目前有4個疫苗
在國內獲批附條件上市，3個疫苗在國內獲批
緊急使用，8個疫苗在國外獲批開展Ⅲ期臨床
試驗，1個mRNA疫苗在國外獲倫理批准，實
現了境外臨床試驗滅活疫苗、重組蛋白疫苗、
腺病毒載體疫苗、核酸疫苗技術路線的全面覆
蓋。

提前做好變異株疫苗研發
針對外界關注的病毒變異對疫苗的影響，曾
益新指出，中國積極推進新冠疫苗後續相關研
究，包括真實世界研究、免疫持久性研究等，
為疫苗進一步大規模使用提供參考。目前研究
表明，現有疫苗能控制現有的病毒變異。但一
定要未雨綢繆，在病毒仍然在全球範圍內快速
傳播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嚴密監測病毒變異情
況，提前做好新冠病毒嚴重變異株疫苗的研發
工作。積極推動更多疫苗開展Ⅲ期臨床試驗，
推動更多疫苗上市，形成更大的產能，最終目
標是加大疫苗供應量。他也提到，鼻噴疫苗也
是我們最早布局的技術路線之一，目前有關單
位正在開展鼻噴和霧化吸入式新冠疫苗的臨床
試驗，並收集數據統計分析，待數據基本齊全
後，我們將適時組織專家論證其安全性和有效
性。
曾益新特別提出，中國方面倡議，世衞組織

能根據全球疫情防控的實際情況，對新冠疫苗
進入緊急使用清單的規則適時作出調整。比
如，對於動物實驗、Ⅰ/Ⅱ期臨床試驗效果很
好，生產也完全符合GMP標準（即「良好生

產規範」，世界衞生組織將GMP定義為指導
食物、藥品、醫療產品生產和質量管理的法
規，編者註），就應該考慮豁免Ⅲ期臨床試
驗，以中和抗體作為替代指標，這樣能大幅度
提升疫苗的供應量。

外貿司：支持疫苗企業以自營方式出口
另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

興乾7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支持中國國藥、
北京科興和天津康希諾公司以自營方式組織出
口，歡迎有需求的國家和國際組織與這些企業
直接開展洽談合作。
他表示，中國已向40多個國家出口了疫
苗，並確定向「新冠疫苗實施計劃」首批提供
1,000萬劑中國疫苗。中國鼓勵疫苗產品已在
中國附條件上市的4家生產企業積極擴大出
口。李興乾稱，中國還將繼續支持中國企業加
強與世衞組織和「新冠疫苗實施計劃」交流合
作，積極支持對外開展疫苗聯合研發與合作生
產。除支持本國企業出口疫苗外，中國還在積
極開展疫苗援助工作。據官方數據，截至今年
6月6日，商務部已組織完成向66個國家和1
個國際組織援助疫苗及配套注射器的發運工
作。
商務部稱，目前已建立了疫苗援助項目管理

台賬和進展日報、周報制度，確保疫苗能夠以
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交付受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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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科興疫苗 泰國擬擴至3周歲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及新華社報
道，當地時間7日，泰國副總理兼衞生部
長阿努廷透露，根據中國科興新冠疫苗的
安全性方面的信息，泰國計劃將中國科興
疫苗接種者年齡下限調整到3周歲以上人
群。而此前，中國科興疫苗在泰國接種年

齡下限是18周歲。泰國各類學校開學即將
來臨，泰國目前主要使用的中國科興疫
苗，接種年齡下調至3周歲，將覆蓋泰國
幼兒園、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的學生，
中國疫苗將為泰國學前和基礎階段學生保
駕護航。

孟加拉國批准科興疫苗緊急使用
另據新華社報道，孟加拉國藥品管理總

局6日批准中國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
限公司研發的新冠滅活疫苗「克爾來福」
在孟緊急使用。

這是孟加拉國批准在該國緊急使用的第
二款中國新冠疫苗。孟政府於4月底批准
中國國藥新冠疫苗在孟緊急使用，並於5
月下旬首次組織當地民眾接種中國國藥新
冠疫苗。
孟加拉國1月下旬啟動新冠疫苗接種工

作。據孟衞生部門公布的數據，截至目前
該國已接種新冠疫苗約900萬劑。除兩款
中國新冠疫苗外，孟加拉國還批准了俄羅
斯「衛星V」等3種新冠疫苗在該國緊急
使用。
據孟衞生部門6月6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數
據，該國前一日新增確診病例1,676例，累
計確診810,990例；新增死亡病例38例，
累計死亡12,839例。

就美國 3 議員近日乘美軍運輸機竄
台，中國外交部昨表示堅決反對，並向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國台辦發言人亦敦
促美方停止同中國台灣地區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美國政客乘軍機
竄台，是打着防疫的旗號公然給「台
獨」勢力和圖謀撐腰。中國在涉及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上，絕不會
有半點退讓餘地，美國反華政客必須停
止任何自欺欺人的挑戰「一中」把戲，
勿再向「台獨」勢力傳遞錯誤信號，以
免損害中美關係大局和台海穩定。

此次竄台的3名美國政客，不乘坐行
政專機，選擇搭乘機身有明顯「美國空
軍」標示的美軍C-17運輸機，並高調
降落在台北松山軍民兩用機場；他們宣
稱訪台是為了贈台疫苗，實際上軍機沒
有一劑疫苗。這些別有用心的安排，露
骨顯示所謂的「贈台疫苗訪問」，具有
濃厚的政治、軍事意味，明顯是美反華
政客與民進黨當局合演的一齣以疫謀
「獨」的政治騷。

按 1979 年中美建交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美方必須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不
能與中國台灣地區有任何形式的官方
往來和軍事聯繫。但近年來，美國為
一己政治私利，把台灣當做遏華棋
子，不斷以各類花招挑戰紅線，民進
黨當局則如獲至寶，全面唱和。特朗
普政府曾借美國在台協會（AIT）落成
和搬遷，派美官員訪台，並派美海軍
陸戰隊便服執勤；又借防疫之名，派
衞生部長訪台。再向前追溯，2009

年，美國曾經借協助台灣處理莫拉克
風災之名，派出包括 C-130 軍機協助
運輸救援物資；2015 年，曾經有兩架
美軍戰機因為引擎故障要緊急降落在台
灣，之後美軍派出軍機運載零件和維修
員到台灣，維修故障戰機後離開。台灣
媒體形容，美國軍機過去到台灣都十分
低調。這次3名美國反華政客高調乘軍
機竄台，顯然是搞「印太聯盟」圍堵中
國的小動作，試圖替「台獨」勢力撐腰
打氣，慫恿他們替美國遏制中國效犬馬
之勞。「台獨」勢力則乘機大肆炒作，
宣稱「台灣有事、美日協防」體系成
形。

美反華政客把衝擊「一中」紅線的行
為視為「試水溫」、「測底線」，鼓動
放棄對台「戰略模糊」，改為公開支持
「台獨」的「戰略清晰」。這種操弄
「台獨」抗中的伎倆，極其危險而愚
蠢。正如內地《環球時報》的社評形
容，美國參議員訪問台灣的做法，是
「切香腸戰術又下了離手指更近的一
刀」。

今年2月1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
國總統拜登通電話，習近平主席強調，
台灣、涉港、涉疆等問題是中國內政，
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美方應該尊
重中國的核心利益，慎重行事。中國在
事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
上，絕不會有半點讓步，豈能容忍反華
政客「試水溫、測底線」？美國反華政
客、「台獨」勢力絕不要有任何幻想和
誤判，以免玩火自焚。

美國政客勿向「台獨」傳遞錯誤信號
本港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兒童感染新冠病毒可

能有嚴重後遺症，包括多系統發炎症候群或味覺
嗅覺問題等等。為了保護兒童和青少年免受新冠
病毒感染，內地已在充分科學實證後，批准將國
產疫苗接種年齡調低至3歲，本港也應該在認真
審視相關數據後積極跟進，研究推行為中小學生
接種新冠疫苗。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有必要努力
提升教職員的接種率，確保9月開學時能給予師
生更安全的防疫屏障。

本港經歷四波疫情，過萬人感染新冠病毒，其
中近千人是兒童，更有一名兒童曾入住深切治療
部。香港醫學雜誌昨日公布的研究報告指，部分
兒童即使康復之後，仍然出現味覺嗅覺喪失，嚴
重的甚至有多系統發炎症候群，出現類似心肌炎
的症狀，說明新冠病毒對受感染兒童同樣有非常
嚴重的後患。美國的數據亦顯示，英國的Alpha
變種病毒會增加兒童患重症的機會，嚴重的併發
症甚至可致命，凸顯青少年兒童接種疫苗的緊迫
性。

內地科興控股董事長尹衛東日前透露，科興疫
苗已獲國家批准緊急使用的年齡範圍擴大到3歲
以上，臨床實驗顯示兒童接種與成人組同樣安
全，且抗體水平一樣，國家衞健委將有秩序推動
不同年齡組的疫苗使用。

過去一段時間，各大疫苗藥廠都先公布了成年
組的臨床數據，以獲得批准在各地緊急使用。這
讓部分人誤解為未成年人不適宜接種新冠疫苗。
事實並非如此，早前復必泰的數據就顯示，12至
15歲的青少年接種疫苗後，有效率達100%，比成
年人更好，包括本港在內的不少地方已迅速將復
必泰疫苗的適用年齡擴大到12歲以上。而科興疫
苗的臨床數據顯示，該疫苗在3歲以上人群可安
全有效使用，為兒童接種疫苗帶來希望。科興亦

是本港採用的疫苗之一，衞生當局應積極與藥廠
聯絡，將兒童接種數據交由專家委員會檢視，積
極考慮擴大接種範圍。

本港所有嬰兒從出生至小學六年級，最少要接
種19劑次不同類型的疫苗，第一針在嬰兒出生
後半小時內就會接種。兒童接種疫苗早已成為人
類抵抗傳染病的最重要手段，越早接種越安全。
對此，政府宜加強宣傳，讓家長釋除疑慮、消除
誤會，認識到科學接種疫苗才是戰勝疫情的根本
有效手段，支持將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擴大至兒
童。

本港疫苗接種計劃開展以來，至今有略多於二
成人接種了第一劑，但全港學校教職員的接種率
僅有18%，比社會整體接種率低。教職員接觸大
量少年兒童學生，一旦感染傳播風險較高，理應
是優先接種對象。香港醫學雜誌公布的研究報告
數據亦反映，最有效保護兒童的方法，是家長及
照顧者接種疫苗，為未能打針的小朋友建立保護
屏障。香港兒科醫學院院長謝詠儀稱，會接觸兒
童的人包括教師、補習老師、校巴司機等，都應
該接種疫苗。學校教職員無論對自己的健康，還
是對學生的健康和學業負責，都應該積極接種，
各辦學團體更有責任努力達至學校群體免疫，恢
復正常的教學秩序。

美國疾控中心早在今年2月就已發布中小學恢
復面授課程的指導方針，要求優先為教職員工接
種疫苗；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月初也宣布，將
會在9月開始的新學年向 12歲以上的學齡兒童接
種疫苗，希望實現正常的教學和考試。特區政府
必須積極行動，將接種疫苗作為新學期恢復正常
面授課程的前提條件，在暑假期間積極組織教職
員和學生接種，為廣大學生早日創造正常的教學
環境。

積極推行兒童接種 建立校園防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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