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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犹豫尽快接种，为建立群体免疫屏障助一“臂”之力
专家逐一解答接种新冠疫苗热点九问，并向市民呼吁———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截
至 5 月 29 日 20 时 ， 本市累计接种

2567.45 万剂，1478.22 万人已接种第一
剂次，1107.49 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其中，

在沪外籍人士累计接种 49057 剂， 在沪
港澳同胞累计接种 7828 剂，在沪台胞累
计接种 17810 剂。

打完新冠疫苗就感冒？

当新冠疫苗持续提速接种时，“副作
用”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我昨
天打了疫苗，今天就感冒，是不是疫苗引
起的？”“默默问一句，有没有打完疫苗后
腹泻的？ 我昨天拉肚子了”“有没有打完
想睡觉，不想上班的？ ”……

请注意，千千万万个症状中，总能找
到一两个和你感觉相似的， 但这些真的
是疫苗引起的吗？发生在你身上的，真的
是疫苗的“不良反应”吗？对此，市疾控中
心给出专业解答：疫苗接种后出现的一些
情况也可能是巧合，并不是不良反应，因为
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偶合症。

所谓偶合症， 是指受种者在接种时
正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前驱期，

接种后巧合发病。 偶合症不是由疫苗的
固有性质引起的， 即偶合症的发生与疫
苗本身无因果关联。

偶合症的类型多种多样。 最常见的
是偶合急性传染病， 例如冬春季好发的

麻疹、流感，夏秋季好发的肠道传染病
等。 一旦这类疾病的症状出现在接种
疫苗后的几天内， 都容易被误以为是
打疫苗引起的。此外，还有偶合内科疾
病、神经精神性疾病、窒息或猝死等。

是偶合症还是
不良反应，分不清怎
么办？

虽然一部分偶合症可以根据其特
点进行鉴别， 但还有一些偶合症的鉴
别相当困难， 尤其是偶合了一些病因
不明或者由多种病因造成的疾病时，

更是不好判断。

而对受种者来说， 无论是偶合症
还是不良反应，处理办法是相同的。如
果症状轻微，注意观察休息即可；如果
接种后出现较严重的反应， 应及时就
医治疗，并报告接种点，由相关专家组
进行调查和鉴别诊断。

接种疫苗后一旦如果出现了不适
症状，不要总是把“锅”扣在疫苗身上，

请及时就医， 临床医生会帮大家做出
准确判断并妥善治疗。

如何避免偶合
症的发生？

1.疾病急性发作期 ，病情本身不

稳定，建议暂缓接种。

2.接种疫苗前后，高血压患者、糖尿
病患者等仍应按医嘱常规用药。若擅自停
药导致病情波动，反而会危害自身健康。

3.不要空腹接种疫苗 ，避免因低血
糖、紧张而导致晕厥等情况的发生。

4.打完疫苗后一周内避免接触个人
既往已知过敏物及常见致敏原， 尽量不
饮酒、不进食辛辣刺激或海鲜类食物，清
淡饮食、多喝水，适当休息。 这主要也是
怕因吃坏肚子、 食物过敏或者剧烈运动
而导致身体不适。

疫苗“保护期只有
半年”，是真的吗？

上海目前在用的新冠疫苗包括灭活
疫苗以及腺病毒载体疫苗这两种类型。

关于灭活疫苗的保护时间， 追溯到
最早提出 “6 个月保护时间” 的说法是
在去年， 当时距离疫苗研发成功和试验
也就半年多， 只观察到了 6 个月的抗体
水平， 所以当时的说法是 “有效期至少

6 个月”。

以 6 个月为限的提法， 是为了满足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药品审评中心对疫
苗保护持久性的基本要求： 至少提供 6

个月的保护。事实上，截至目前已经获得

9 个多月的抗体检测数据， 显示抗体仍
有一定水平， 后面还会继续监测以进一
步观察抗体的维持时间。

腺病毒载体疫苗目前的观察期已经
超过 6 个月， 根据此前陈薇院士对采用
同种腺病毒载体技术的埃博拉疫苗所做
的免疫持久性观察结果， 接种两年之后
仍具有足够的保护力。

病毒特性也与疫苗效果有关， 随着
对病毒和疫苗的认识不断深入， 更多疫
苗使用数据的更新以及不同时期的防控
需求，可能会有相应的免疫策略的调整。

进口疫苗优于国
产疫苗？

目前全球上市的所有疫苗， 没有任
何一款疫苗公开了已完成的三期临床数
据，也就是说，现在下结论说哪个疫苗更
好还为时过早。

另外， 从接种疫苗到形成免疫力需
要一定时间， 当下全球的疫情形势也充
满了危机和挑战， 冷不丁就会发生点什
么。 目前看来，尽早接种疫苗，远比纠结
于选哪个品种、哪个厂家的疫苗更重要。

别人都打了，我就
可以不用打了？

所谓免疫屏障， 是指当大多数人都
获得免疫疾病的能力时， 他们就像组成
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围墙， 使得疾病很难
在人群中扩散， 无法对人群造成太大影

响。按照新冠病毒传播系数计算，一般需
要 70%-80%的人接种疫苗，才可以有效
控制疫情传播， 如果大家都想做被保护
的 20%-30%，那么谁来做 70%-80%？！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不会广泛传播，

并不代表个体不会感染。 病毒不会专门
挑已经打过疫苗的人， 如果正好碰上没
打疫苗的你，就算周围 99.99%的人为你
建立了免疫屏障，你还是会中招。

上海疫苗供应是
否充足？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表示，目
前上海的疫苗供应充足， 欢迎市民朋友
在适合的条件下随时前往接种点接种新
冠疫苗。 上海还将稳步推进“应接尽接”

工作，考虑到国外疫情肆虐，国内依旧有
风险，提倡大家尽早来接种，这样才能尽
早建立人群免疫屏障。

成年人打疫苗可
以保护未成年人？

张文宏注意到，很多朋友此前为“打
不打、什么时候打疫苗”犹豫，但近期看
到局部出现疫情，只要有疫情的地方，大
家打疫苗的态度一下就变得坚决了。

“应该充分认识到接种疫苗的重要
性，病毒不会自行消失。”张文宏表示，世

界打开的方式、 个人获得出行自由的方
式，目前来看可能会和疫苗接种有关。

暑假即将来临， 孩子们接触社会的
机会将增多， 家里有孩子的人更应该尽
快打疫苗，因为目前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
人还没有开放接种疫苗， 成年人接种疫
苗，是在给未成年人提供保护屏障。

不接种疫苗会有
哪些“麻烦”？

针对社会上存在疫苗接种犹豫情
绪，张文宏再爆金句：是因为你懂得太多
了！ “出生时我们都接种了诸如麻疹、白
喉、百日咳等疫苗。 长大了开始懂了，不
愿意打了。 ”

针对要不要打疫苗、 再等等的观望
情绪，钟南山也多次发声。 他说，这是实
现真正群体免疫的方法。 如果再不打疫
苗，可能会遇到以下这些“麻烦”：一是感
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加大； 二是公共场所
出入可能受限制； 三是疫苗接种免费可
能取消；四是跨省流动可能会受影响。

由于各地接种疫苗的进度不一致，

将来在各省间可能会形成免疫 “落差”，

疫苗接种慢的地区可能会受到限制，跨
省务工、求学、出差、旅游、商贸等可能会
受影响。 在对待自己的健康问题上，落
后、犹豫，实在不值得，与其听信谣言，不
如给自己穿上无形的防护服，接种疫苗，

利己利人。

关爱儿童成长 助飞儿童梦想
本报讯 （记者占悦） 在 “六一” 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

际， “唱响未来” ———上海市儿童基金会庆 “六一 ” 暨成立

40 周年音乐会， 昨天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举行。

音乐会上， 推广儿童原创音乐的喜清文化合唱团、 上海第
一支全部由听障儿童组成的合唱团蜗牛宝宝合唱团等带来了精
彩的表演。

现场， 上海市儿童基金会 “儿童原创音乐文化艺术发展基
金” 正式揭幕， 该项基金致力于推广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儿童
歌曲， 让孩子们通过合唱、 童谣来认识世界， 了解不同地域的
文化和丰富的历史人文。

“一切为了孩子， 为了一切孩子， 为了孩子的一切。” 这
是上海市儿童基金会始终坚守的准则。 市儿基会在市妇联的指
导下， 始终坚持公益为先、 慈善为本， 恪守 “关爱儿童成长、

守护儿童健康、 助飞儿童梦想” 宗旨， 推出 “8·18” （帮一
帮） 助学、 “放心家园安心暑托班”、 “邻家妈妈———监护缺
失关爱” 等品牌。

副市长宗明出席。

“关爱青少年成长特别贡献奖”揭晓
本报讯 （记者张鹏） 昨天， 第三届 “关爱青少年成长特

别贡献奖” 颁奖仪式暨 “让每位学生都有绽放出彩机会·精彩
人生” 专题研讨会在上海中学举行。

为表彰和弘扬社会各领域长期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 为上
海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典型人物的情怀和品格， 上海市教
育发展基金会于 2018 年设立了 “关爱青少年成长特别贡献
奖”。 2021 年， 经组委会提名并广泛征询意见， 唐盛昌、 顾泠
沅两人获第三届 “关爱青少年成长特别贡献奖” 荣誉称号。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 上海市副市长
陈群出席。

超级大乐透第 21060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9+13+25+31+33 03+07

一等奖 8 5714074 元

一等奖（追加） 4 4571259 元

二等奖 105 62392 元

二等奖（追加） 45 49913 元

三等奖 178 10000 元

四等奖 2430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509405220.73 元

排列 5 第 2113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4 9 9 6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13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4 9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洋山今年首批岸吊进港安装
四期装卸能力将提至每年630万标箱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昨天， 载着两台桥吊、 六台轨道
吊的 “振华 31” 轮顺利靠泊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 这是今
年以来洋山深水港迎来的首批岸吊进港安装。

据介绍， 今年 1-4 月， 洋山港四期码头集装箱吞吐量 175

万标箱， 比 2020 年同期增长约 58％。 目前， 四期码头装卸货
能力每年 500 万标箱。 为了进一步扩能升级， 四期码头计划今
年引进 5 台桥吊、 12 台轨道吊， 每新增一台桥吊每年能提高

25 万多标箱， 届时四期码头装卸能力将提高到每年 630 万标
箱， 满足日益增长的集装箱吞吐量需求。

洋山港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金良刚介绍， “振华 31” 轮
所装载的桥吊、 轨道吊左侧超出船舷 73.74 ?， 右侧超出船舷

32.63 ?， 连船总宽为 149.37 ? ， 甲板以上高度达 89.27 ? ，

属于超宽超高货物进港， 对洋山港正常水上交通秩序产生较大
影响。

为保障 “振华 31” 轮的安全进港， 洋山港海事局提前协
调码头、 船方、 引航、 代理等单位共商保障措施， 并召集各方
协调， 细化进港方案。 进港期间， 洋山港海事局提前对洋山港
进出口船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进口期间巡逻艇全程护
航， 一旦发现隐患立即开展应急处置， 为该轮安全进港开辟绿
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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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水压机，一个跨越时代的符号
重温“万吨故事”，感悟历久弥新的“万吨精神”，书写核心技术自立自强新辉煌

亲身走近这台巨型机器， 方能更好理
解何为 “压力山大” ———5 层楼高的巨大
机器， 发出冲击耳膜的低吟， 6 根亮闪闪
的活塞柱， 顶着巨大的压砧， 将大小超过
一辆汽车的火红钢锭， 像揉面一样不紧不
慢地揿扁 。 如此举重若轻 ， 源于它的力
量———这台设备最大可提供超过 1 万吨的
压力。

位于上海电气集团所属上海重型机器
厂内的这台万吨水压机， 是我国首批自主
研制的基础性重大装备 。 过去 60 年来 ，

它为我国的造船、 电力、 冶金、 矿山、 国
防等行业锻造了许多重量级部件， 为我国
重工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 作为 “万吨精神” 的载体， 以
及屡屡被收入教科书的 “国宝”， 这台水
压机也一直在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无论
面对何种困难， 我国工人阶级始终以 “万
吨重担万人挑 ， 泰山压顶不弯腰 ” 的劲
头 ， 知难而进 、 奋发图强 ， 不断战胜挑
战， 突破壁垒， 最终创造出技术奇迹。

岁月打磨经典， 先任其黯淡， 再令它
耀眼。 如今重温 “万吨故事”， 感悟历久
弥新的 “万吨精神”， 将有助于我们更加
从容自信地应对 “压力山大”， 不断书写
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新的辉煌。

留下1.5吨图纸才
确定设计方案

闵行重工业基地虽远离上海中心城
区， 但这里的江川路也曾和淮海中路、 新
华路一道 ， 入列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林荫
道。 当年， 上万名工人曾在朝阳下穿过树
影， 走进上海重型机器厂。 而今， 传统工
业的全盛时代已然远去， 但江川路的香樟
依然常绿， 万吨水压机也一直在这里。

万吨水压机是我国第一台万吨级自由
锻造装备。由于它能通过反复锻压，提升钢
材性能，假如缺乏此类大型锻造设备，就造
不出各类重大装备，也就谈不上工业化。

上重厂的万吨水压机， 高 16.7 ?，重

2000 多吨， 能以 350 个大气压的压强，推
动 6 根活塞柱 ， 最终达到每个活塞 2000

吨、整机 1.2 万吨的压力。 多年来，万吨水
压机早已不单是一台工业品， 它巨大的身
型，也是一个跨越时代的符号和象征。

1958 年 5 月 ， 自建万吨水压机的任
务被下达到上海， 成立了由沈鸿任总设计
师、 林宗棠任副总设计师的设计班子， 而
领命参加这场 “大会战” 的包括江南造船
厂、 上海重型机器厂等几十个工厂。

当时， 别说画图纸、 查资料， 亲眼见
过万吨级水压机的也只有寥寥几人， 就连
沈鸿也只是在几年前趁着到访苏联时粗粗
看了一下万吨水压机。 在此情况下， 广大
设计人员跑遍了全国有锻造水压机的工
厂， 仔细考察设备结构、 原理及性能， 用
纸片、 木板、 竹竿、 铁皮、 胶泥等制作模
型。 经过 15 次总图绘制， 留下 1 万多张、

约 1.5 吨图纸， 才确定了设计方案。

为了避免返工和浪费 ， 在着手建造

1.2 万吨水压机前 ， 大家先造了一台 120

吨和一台 1200 吨的试验水压机， 积累经
验。 事实证明， 这种 “摸着石头过河” 的
方法十分重要而有效。

“土法+科学”成功
突围“过五关”

设计完成只是一小步， 而后实打实的
建造， 更充分展现了那个年代技术专家与
工人并肩携手大胆创新的勇气与精神。

万吨水压机由 4 万多个零部件构成，

最重要的是 13 个大件， 包括支撑起整台
设备的 4 根长度超过 17 ?的大立柱， 上
中下共 3 根横梁， 以及 6 个产生高压的工
作缸。 总体上， 水压机超过 50 吨的部件
有 20 多个， 超过 100 吨的 10 多个。

但在 60 年前，国内最大的机床都远不
及万吨水压机的一个零件，那该怎么办？接
下去这段突破“技术天堑”的故事，经过不
断流传提炼，被赋予了强烈的戏剧色彩，其
核心情节，就是在加工工艺上过“五关”，包
括电 （电渣焊 ）、木 （起重运输 ）、火 （热处
理）、金（金属加工）、水（水压试验）。

水压机有许多超大零件， 由于国内缺
乏一次成型能力， 专家和技师们首先突破
了先进电渣焊技术的难关； 然后， 通过高
超的工艺手段和精密计算， 化零为整， 将
一众小部件焊接成大构件。 其中， 4 根长

17 ?、 直径 1 ?的巨型立柱， 是用 10 多
段钢柱焊接而成的 ， 每条焊缝都要耗时

10 个小时； 重达 260 吨的下横梁 ， 更是
将 100 多张厚钢板一张张焊起来， 高温处
理后， 总体形变还不能有丝毫超标……

整体上 ， 万吨水压机的 “过五关 ”，

充满了类似 “土法上马” 的桥段， 而且，

其经验还被总结为一句句读起来颇像演义小
说的章回题目。 比如， 用焊接 “化整为零”，

就是 “巧缝百家衣”； 而 “大摆楞木阵”， 说
的是在没有大型起重机的情况下， 几十位老
师傅就分头操作几十台千斤顶， 一毫?一毫
?将数百吨的构件顶升到高处。 再如， 由于
铣床太小， 零件太大， 工人们就反其道而行
之， 把设备固定到零件上进行切削， 这个方
法后来被称为 “蚂蚁啃泰山”。

当然，除了“土办法”之外，万吨水压机的
研制，高度遵循了科学规律。工人师傅和技术
专家既合作无间，又各施所长，通过周密的数
学计算、参数设置，以及高超的工艺，使得“土
法”没有带来精度和质量的损失。

四年一晃而过 。 1962 年春天 ， 万吨水
压机完成总装， 一次调试成功。 试验中， 它
最高所提供的极限压力甚至超过 1.6 万吨 ，

随即被投入应用， 进而成为许多重大项目、

重要装备的 “母机”， 并且名扬四海。

“万吨精神”流传，新
故事不断书写

万吨水压机的研制， 不仅是技术和工艺
的重大突破， 也是精神力量的凝练和升华。

所谓的 “万吨精神”， 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醇
化， 其实质就是相信群众、 发动群众， 自力
更生、 艰苦奋斗， 知难而进、 自主创新。 虽
然时代背景在不断变化 ， 挑战风险不尽相
同， 但 “万吨精神” 的内核始终释放着光芒
和能量。 特别是作为万吨水压机的研制方和
使用方， 上海重型机器厂的发展虽然也经历
过高潮和低谷， 但在 “万吨精神” 的感召和
鼓舞下， 企业一直在努力奋发向前。

继万吨水压机之后， 上重人先后研发成
功多种高端重大装备， 逐步成为国家发展重
型装备制造业的大型骨干企业 。 特别是在

2009 年， 也就是万吨水压机启动研制 50 周

年之际， 上重公司通过自主创新， 制造出全
球最大的 1.65 万吨油压机。 从万吨水压机
到 1.65 万吨油压机 ， 从 “中国第一 ” 到
“世界第一”， 这种跨越让攻关组成员感叹万
千 。 大家发自内心地说 ： “这份成功属于
‘万吨精神’。”

自那以后， 上重人继续大胆创新， 又先
后成功研制了另两项 “世界第一” 的顶级装
备， 包括 630 吨/?操作机 ， 以及 450 吨电
渣重熔炉， 从而为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 坚
持走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奠定了硬件基础。

2015 年，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上海市
政府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要求， 在上
海电气集团支持下， 上重公司深化国资国企
改革， 成立了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几年来， 在一系列国家重大专项中， 上重人
如前辈那般， 敢啃最硬的骨头、 敢挑最重的
担子。 国家核电 CAP1400 重大专项示范工
程项目中， 复杂锻件制造是绝对的卡脖子技
术。 在上重人和潘健生院士团队的努力下，

项目在数学建模、 计算机仿真、 生产工艺等
方 面 填 补 了 许 多 技 术 空 白 ， 成 功 实 现

CAP1400 核电主设备蒸汽发生器、 稳压器、

堆内构件、 主泵大锻件的国产化和产业化。

而在 2019 年 ， 上重人实现了 “华龙一号 ”

核反应堆压力容器、 蒸发器、 堆内构件主设
备大锻件整体成套交付的突破， 有力支撑了
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核电技术的核岛
主设备国产化研制任务， 使其成为我国高端
制造业走向世界的 “国家名片”。

60 岁的万吨水压机， 如今依然在奋战。

十年前的一场大修， 让它的机械部分再次焕
发活力， 同时， 外观上的修旧如旧， 也最大
程度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情怀。 “万吨重担万
人挑， 泰山压顶不弯腰” ———万吨水压机一
直在以它的方式提示我们， 无论高峰还是低
谷，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只要始终牢记我们
来自哪里， 力量来自何方， 就能战胜各种艰
难险阻， 从一次次挑战中不断胜出。

荨国内第一台 12000 吨水压机。

茛刚出炉的巨型大钢锭正准备送入万吨水

压机的 “大嘴”。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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