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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莫鑫、谢樱

　　“500 个九价 HPV 疫苗名额！这是什么
‘神仙’学校！”一位采访对象在朋友圈中写道。
　　今年 3 月 8 日是第 112 个国际妇女节，浙
江大学开展了关爱女性健康活动之九价疫苗进
校园专场预约活动，500 个九价 HPV（人乳头
瘤病毒）疫苗接种名额向浙大全体 16 至 26 周
岁的女同学开放。据悉，本次活动为自愿自费接
种，接种价格为 1298 元/针+28 元接种手续费/
次，全程接种三针，总费用为 3978 元，与公立
医院接种价格一致。
　　“浙江大学以九价为礼过妇女节”的话题随
即引爆全网，在当日多个社交媒体平台“霸榜”。
浙大在这一天成为“顶流”，也反映出当前九价
HPV 疫苗市场的持续火热。
　　不少适龄女性感叹“我为何没赶上这个‘神
仙’学校”。有些即将年满 26 周岁的女性备感
焦虑，加价千余元还一苗难求，甚至有人不慎栽
进“骗局之中”。
　　接种 HPV 疫苗，必须“抢”在 26 岁之前上
九价？双价、四价疫苗效果与九价差异几何？网
上预约接种如何防止掉入“陷阱”？带着这些问
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展开了调查。

九价难抢，陷阱难防

　　下午一点半，小婷在课上偷偷拿出手机，打
开一家私立医院的微信小程序，一遍又一遍点着

“我的订单”。十几次后，“待支付”字样终于露了
出来。来不及核对订单信息，小婷赶紧付款，看着
三针九价 HPV 疫苗“支付成功”的字样出现在手
机屏幕上，她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可算落了地。
  还没等退出支付页面，小婷就收到淘宝商
家的信息：“已经支付成功了吗？别忘了点击收
货呀！”小婷点击“确认收货”，600 元的疫苗代
抢费瞬间打入商家账户……
  小婷是浙江温州人，今年 21 岁，是北京某
高校的大二学生，她将接种九价 HPV 疫苗列
入这学期的必做清单。
  HPV 疫苗可以预防某些类型的 HPV 感
染，从而降低罹患女性子宫颈癌、阴道癌，男性
阴茎癌，男性和女性肛门癌等疾病的概率。目前
上市的 HPV 疫苗有双价、四价、九价三种，对
应着可以预防的 HPV 型别数量。
  “感觉最近疫苗短缺特别严重，大一那年，
校医院有一批九价 HPV 疫苗，但自己没抢到。
我也试过在公立医院、私立医院约苗抢苗，但每
次都无果而终，实在没办法了才在网上找人代
抢。”小婷讲着自己的经历。
  向小婷提供“代抢”服务的商家，其实是一
家“技术黄牛”，不光可以代抢疫苗，还可以代抢
演唱会门票、火车票等票证。私立医院的疫苗放
出之前，商家和小婷同时登录小婷在私立医院
小程序的账号，商家通过技术手段第一时间抢
到疫苗后，订单信息就会同步出现在小婷的手
机上，小婷付款即可。
  “即便没有抢到，600 元的代抢费也不退，
就看敢不敢赌了，还好我赌赢了。”小婷说道。
  小婷接种的三针九价 HPV 疫苗，总价高
达 5680 元。记者打开某 HPV 疫苗预约小程序
发现，私立医院的三针九价 HPV 疫苗普遍在
5300 至 6400 元之间，且均为断货状态。
  记者询问了北京市西城区某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九价 HPV 疫苗的相关情况，得到的回复
是——— 每针价格 1323 元，无需加价，但最早的
预约接种时间是 2023 年 5 月，且接种者户籍
必须在该社区。
  目前，九价 HPV 疫苗在内地的适用接种
对象是 16 至 26 岁的女性。在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等网络渠道，很多即将年满 26 岁的女性，纷
纷“吐槽”自己的抢苗经历，其中不乏受骗者。
  眼看自己就要 26 岁了，小黛有些着急，

“打社区电话预约，每次都被告知缺苗，也数次
在 App 上抢苗，可每次都是‘秒光’……”
  无奈之下，小黛在微博上搜索到一位自称能

代约疫苗的中介。“对方承诺交 500 元定金就能
帮忙代约，代约成功后再付清全款，一周后就能
安排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小黛没
多想，交了定金后，果然收到了一条前缀为“医
鹿”的预约成功短信，然后付清了 4500 多元
尾款。
  当小黛把付款截图发给中介时，对方却开
始“找茬”。“说我没有在付款时备注‘姓名+尾
款’，后台识别不了、配不了苗，又承诺一个小时
内会自动退款，并要求我重新支付。”
  求苗心切的小黛，按照对方要求又转了
4500 元。她一直催促对方退款，可对方却消失
了。小黛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小黛把受骗经过发布到社交媒体后，没想到有
相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有人甚至被骗了 3 万
余元。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博主分享自己找黄
牛代约接种的案例。想着博主已经成功接种了，
就按照她的方法联系上了黄牛，结果被骗近 1
万余元，这才发现博主和黄牛是一伙的。”25 岁
的雯雯向记者透露。
  朋友曾建议雯雯去香港或澳门接种，“九价
疫苗要打三针，往返好几次，交通住宿费用都不
低，加上还有疫情影响，我还是选择在本地接
种，可没想到陷阱这么多。”雯雯懊恼地说。
  求苗者众现象的背后，是对 HPV 感染的
担忧。2019 年 12 月《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刊发
的《子宫颈癌等人乳头瘤病毒相关疾病免疫预
防专家共识（简化版）》（以下简称《共识》）则提
出，子宫颈癌的发生是 HPV 感染后的偶发
事件。
  《共识》提到，绝大多数 HPV 感染为无症
状的一过性感染，组织学上可表现为子宫颈低
级别病变，超过 80% 的感染可在 6 至 24 个月
内被机体清除。超过 60% 的低级别病变会自然
好转，仅有约 1% 低级别病变可进展为子宫颈
癌。通常 HPV 持续感染需要经过 10 至 20 年
的自然演化发展为癌。

“越早越好，而不是越贵越好”

  “要打就打九价疫苗”“宁可多花点钱，也要
提高疫苗对病毒的防护力”……记者调查发现，
许多年轻女性接种 HPV 疫苗时普遍选择“就
高不就低”。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已从人体中鉴定出大

约 200 种 HPV 型别，根据致癌潜力，分为高
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包括 HPV16/18/31/
33/35/39/45/51/52/56/58/59/68，共 13 个
型别。其中，HPV16/18 是“危中之危”。研究
表明，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在预防 HPV16/
18 感染的效果上基本相当。
  以子宫颈癌为例，其根据病理类型可分
为鳞癌和腺癌。中国两项研究结果显示，子宫
颈 鳞 癌 患 者 中 ，高 危 型 H P V 感 染 率 为
97.6%，HPV16/18 是最常见的型别，感染率
合计为 84.5% ；子宫颈腺癌患者中，高危型
HPV 感染率为 74.5%，HPV16/18 同样是最
常见的型别，感染率合计为 65.7%。
  《共识》提到，3 种进口 HPV 疫苗（英国
葛兰素史克双价 HPV 疫苗、美国默沙东四
价 HPV 疫苗、美国默沙东九价 HPV 疫苗）
均可对 HPV16/18 提供高的保护效力。而且
双价和四价 HPV 疫苗可对除 HPV16/18 外
的高危型 HPV 提供某种程度的交叉保护，
特别是对 HPV31/33/45 。2019 年 12 月获
批 上 市 的 国 产 双 价 H P V 疫 苗 ，同 样 对
HPV16/18 具有较强的持久性防护效果。
  “对于 HPV 疫苗接种，建议越早越好，
而不是越贵越好。”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妇产科
主任张瑜表示。
  相关研究也显示，9 至 17 岁女性接种双
价 HPV 疫苗后的抗体滴度（用来衡量某种
抗体识别特定抗原决定部位所需要的最低浓
度），是 18 至 25 岁女性的 2 到 3 倍。9 至 15
岁女性接种四价 HPV 疫苗后的抗体滴度，
可达 16 至 26 岁女性的 1.4 到 2.8 倍。
  张瑜同时提醒道，许多人认为接种了
HPV 疫苗就不用再担心患上子宫颈癌，但事
实并非如此。接种疫苗后的女性仍需定期进
行子宫颈癌筛查，进一步降低子宫颈癌的发
病率。一方面，部分女性进行疫苗接种时可能
已感染 HPV，另一方面，HPV 疫苗无法覆盖
所有的高危型 HPV 感染。
  “45 岁以上不再建议接种疫苗，坚持筛
查尤为重要。”张瑜说。

26 岁之限从何而来

  由于存在“必须在 26 岁之前接种九价
HPV 疫苗”的想法，导致不少即将年满 26 岁
的女性，宁愿花高价找黄牛接种九价，也不愿

意在正规渠道接种双价、四价。后两种疫苗的
接种对象分别为 9 至 45 岁女性和 20 至 45
岁女性。
  更有甚者，已经接种了双价疫苗，依然希
望在 26 岁之前，能够补种九价疫苗，以期加
强预防效果。“26 岁之后接种不了九价怎么
办？”成为许多人的困扰。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部分九价 HPV 疫
苗在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适用的接种年
龄范围并非 16 至 26 岁，而是 9 至 45 岁均
可以接种。因此，也有不少年龄超过 26 岁的
女性，不惜搭上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远赴
海外接种九价 HPV 疫苗。
  九价 HPV 疫苗生产商默沙东在其官网
发布的“HPV 疫苗接种建议”中提到：“九价
HPV 疫苗建议用于年龄在 11 或 12 岁（但可
以在 9 岁开始）的所有男孩和女孩，以及在 26
岁以前没有进行过疫苗接种或未充分接种疫
苗的人。所有 27 至 45 岁成人应与临床医生
共同决策讨论，以确定是否应该接种疫苗。”
  这也就意味着，默沙东官网给出疫苗接
种建议中，9 至 45 岁都可以接种九价 HPV
疫苗。值得一提的是，记者查阅默沙东在内地
上市的九价 HPV 疫苗说明书却发现“本品适
用于 16 至 26 岁女性的预防接种”等字眼。
  那么 16 至 26 岁的年龄限定到底是怎
么被确定的呢？记者找到了 2018 年 10 月默
沙东九价 HPV 疫苗在内地获批上市后，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评审中心发布
的《九 价 人 乳 头 瘤 病 毒 疫 苗（酿 酒 酵 母）

（JXSS1800008/9）申请上市技术评审报
告》，其中作了如下说明：
  “本品此次进口注册申请依据境外临床
研究数据，未在国内开展临床试验。按照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42 号文精神，考
虑以境外临床研究数据支持本品进口注册。
本品全球临床试验数据，基本证实东亚人群
与总人群的安全性、免疫原性、保护效力的一
致，可以考虑依据境外数据有条件批准本品
在国内上市。
  “鉴于目前本品境外临床数据中，东亚裔
人群(尤其中国人群)低年龄组证据尚不足，
加之我国女性性生活较西方国家偏晚，兼顾
卫生经济学等诸多因素，暂定 16 至 26 岁女
性为本品适用接种人群，待申请人提交国内
临床试验数据，充分证明本品在低年龄组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再对说明书进行更新。”
  九价 HPV 疫苗的适用年龄由此在内地
被确定，并延续至今。同时，该项说明也意味
着，16 至 26 岁的适用年龄，并非不可更改，
至少随着国内临床试验数据的积累，能够在
16 岁前接种九价 HPV 疫苗是有可能实
现的。
  事实上，九价 HPV 疫苗针对内地女性
更大年龄范围的试验正在有序开展。公开资
料显示，默沙东公司已于 2019 年 3 月开展
了一项名为《评价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V503）在 9 至 45 岁中国女性中免疫原性
和安全性的 3 期开放性临床研究》，共计划
招募 1990 名内地女性参与试验，其目的是
测试该公司的九价 HPV 疫苗在 9 至 45 岁
内地女性中的安全性。
  目前这项研究的受试者招募工作已经完
成，试验正在进行中。

双价免费接种正在路上

　　今年全国两会上，HPV 疫苗的接种和子
宫颈癌的防治等为代表所热议，已有多位人
大代表提交了关于为适龄女性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徐萍建议，
将国产二价 HPV 疫苗纳入免疫计划；全国
人大代表蔡卫平建议，通过修改社会保险法，
将包括 HPV 疫苗、狂犬疫苗等在内非免疫
规划疫苗纳入支付范围。
  国际癌症研究署 2021 年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0 年全球新发子宫颈癌病例达 60.4
万例，其中近 11 万例在中国。2020 年全球
子宫颈癌致死病例约为 34.2 万例，近 6 万例
在中国。过去 20 年，子宫颈癌在中国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并趋向年
轻化。
  HPV 疫苗的诞生让子宫颈癌有望成为
人类首个可以全面消除的恶性肿瘤。截至
2020 年 1 月，全球已有超过 104 个国家和
地区已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
前，HPV 疫苗在内地仍属于非免疫规划的二
类疫苗，接种者遵循“知情同意、自愿自费”的
原则进行接种。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0 部门联
合制定了《健康中国行动——— 癌症防治实施
方案(2019 — 2022 年)》，其中明确提出，要
促进 HPV 疫苗接种的科学宣传，促进适龄
人群接种。加快国产 HPV 疫苗审评审批流
程，提高 HPV 疫苗可及性。通过价格谈判、
集中采购等方式，推动 HPV 疫苗供应企业
合理制定价格，探索多种渠道保障贫困地区
适龄人群接种。
  2020 年以来，国产双价 HPV 疫苗的免
费接种工作正在全国多地持续开展中，内蒙
古、福建、山东、四川、江苏、海南等多地已陆
续开展此项工作。
  国家卫健委表示，中国将全力支持世
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加速消除子宫颈癌全
球战略》，该战略明确，到 2030 年，将实现
全球 90% 的女孩在 15 岁之前完成 HPV
疫苗接种。通过疫苗接种、筛查和治疗等三
级防治路径，推动全球实现消除子宫颈癌
的目标。
  针对持续存在的进口 HPV 疫苗的高价
和短缺问题，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
婷表示，国产双价 HPV 疫苗“馨可宁”使用
自主创新的大肠杆菌技术平台生产，使以更
低的成本大规模生产疫苗成为可能。
  2021 年，“馨可宁”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
的预认证，这意味着国产 HPV 疫苗产品有
机会进入海外市场，供联合国系统采购。厦大
团队研发的九价 HPV 疫苗目前也已进入三
期临床试验，预期在 2023 年获得初步有效
性数据，并有望在 2023 年或 2024 年上市。
     （文中小婷、小黛、雯雯均为化名）
    （参与采写：张思林、刘晨、张怡然）

高价找黄牛抢苗屡屡被骗，不惜时间金钱成本远赴海外接种

接种 HPV 九价疫苗，非得抢在 26 岁之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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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了 1000 只羊还没睡着，怎样摆脱特“困”生？
  新华社长沙 3 月 21 日电（记者帅才、黄
筱）数了 1000 只羊还没睡着，怎样才能摆脱
特“困”生？“90 后”“00 后”也有失眠困扰？追
崇保健品、忌讳安眠药？3 月 21 日世界睡眠日
之际，记者调查发现，睡眠问题成为很多人的
困扰。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睡眠欠债”太多危
害大，告别特“困”生，要身心同治、综合调理。

特“困”生年轻化趋势明显

　　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发布的《2022 中
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我国 44% 的 19
至 25 岁年轻人熬夜至零点以后，19 至 35 岁
青壮年是睡眠问题高发年龄段。特“困”生年轻
化趋势明显。
　　高三学生李翔军饱受睡眠障碍的痛苦，每
天身体很疲倦，大脑却并不困，睡前逼迫自己数

羊，却越数越精神。最近他到医院就诊，发现自
己患上了慢性失眠症。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周旭辉介
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青少年在家上网
课，作息时间不规律，有些学生晚上也在刷手机
看视频，睡眠质量令人担忧。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教授李学军分
析，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加剧青少年睡眠障碍的
发生，夜间暴露在手机和平板电脑发出的低强
度光线下，使得褪黑素合成减少，昼夜节律紊
乱，睡眠质量降低。
　　目前工作压力、学习压力是青少年失眠的
重要诱因，尤其是初三和高三学生面临升学考
试，学习压力大，经常性睡眠不足、存在睡眠障
碍，这些睡眠问题让孩子出现精神不佳、神经衰
弱或抑郁等问题，甚至有的孩子因为失眠无法
上学。

追崇保健品、忌讳安眠药

　　随着睡眠障碍年轻化趋势，“90 后”“00
后”也逐渐重视起这个问题，而在保健品市场
上悄然走红的褪黑素成为他们的首选。
　　杭州某互联网公司程序员陈涛因为睡不
着，被同事推荐购买了一款褪黑素保健品，吃
了两个多月，“好像也并没有太大改善，但心
理上可能会有暗示，今天我吃褪黑素了，晚上
应该能睡着了。”陈涛说。
　　浙江省精神卫生中心医疗办公室副主任
陈正昕介绍，褪黑素有依赖性，不建议长期使
用，它针对中老年褪黑素分泌减退会有一定
作用，大部分青少年并不存在分泌减退问题。
　　“追捧保健品、褪黑素，但是忌讳安眠药，
是一个常见的现象。”陈正昕补充道，很多人

还是对安眠药有抵触心理，觉得它毒副作用
强、依赖性强，甚至有病耻感。
　　“其实这是误解，安眠药不可怕，解决失
眠问题它是最快速有效的，只要遵医嘱服用，
就不用担心依赖问题，但是切忌服药期间摄
入酒精，严重时会有生命危险。”陈正昕说。

告别特“困”生，好好睡个觉

　　湖南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
主任曾宪祥指出，偶尔失眠没有关系，关键是
不能让偶尔失眠变成慢性失眠，连续一周失眠
或一个月中每周超过三天失眠应尽快就诊。
　　长沙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贺国华
建议，青少年应戒掉睡前玩手机的习惯，多参加
户外运动；如果严重失眠短期内得不到改善，可
以在医生指导下适量服用安眠药改善睡眠。

　　针对睡眠障碍人群，曾宪祥提醒，核心还
是定时睡觉、定时起床，不要在床上做任何与
睡眠无关的事情。可以尝试放松疗法，晚上上
床之后，可以放慢、加深呼吸，让全身肌肉放
松，进入身心松弛状态。
　　此外，专家表示，睡得好、睡得不好，睡得
多、睡得少更多是人的主观感受，比如一些人

“秒睡”“入睡快”其实也是疾病征兆。长沙市中
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定刚
介绍，有很多患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看
上去睡眠很好，躺在床上就“秒睡”，一睡就打呼
噜，很多人认为这是“睡得香”，其实恰恰相反。
　　周定刚说，睡眠期间呼吸反复暂停，身体
重要部位缺血缺氧，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呼
吸系统疾病等，“鼾症就像睡眠中的‘沉默杀
手’，长期嗜睡或肥胖伴经常打鼾者要及时就
医，排除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