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员接种

儿童 COVID-19 疫苗

针对父母和照护者的常见问题解答
如何给我的孩子接种 COVID-19 疫苗？
给您的孩子接种 COVID-19 疫苗有几种方式。鼓励预约
儿科疫苗接种。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预约：
+ 致电您的儿科医生
+ 拨打 1-877-VAX-4NYC (1-877-829-4692)
+ 使
 用 vaccinefinder.nyc.gov 上的 NYC Vaccine
Finder，其中包括药房、社区卫生中心、纽约市运营
的疫苗诊所、流动疫苗接种厢式货车和巴士
+ 访
 问 forms.cityofnewyork.us/f/home 申请在家接种
疫苗。鼓励预约儿科疫苗接种。接受有限的无预约
接种。请访问 covid19.nychealthandhospitals.org/
COVIDVaxEligibility 为您的孩子预约接种。如果您有
关于儿科疫苗供应的疑问，请联系我们的医院。
请访问 vaccinefinder.nyc.gov 或拔打 877-829-4692 获
取更多有关在何处接种疫苗的信息。

NYC Health + Hospitals 可为 5 岁以下儿童提供哪
种疫苗？
NYC Health + Hospitals 为 6 月龄至 4 岁儿童提供
Pfizer COVID-19 疫苗。
为什么要给我的孩子接种 COVID-19 疫苗？
COVID-19 对儿童可能很危险，并且会让他们得重病。
重病的儿童可能需要医院治疗或出现长期健康问题，如
肌肉疼痛或呼吸困难，甚至死亡。COVID-19 是美国儿
童十大死因之一。避免孩子感染 COVID-19 的最佳方法
是接种疫苗。
疫苗可以安全有效地防止 6 月龄至 17 岁的儿童罹
患 COVID-19 重症。接种了疫苗的儿童感染和传播
COVID-19 的可能性较小。给孩子接种 COVID-19 疫苗
也有助于保护您的家人和社区。

续

COVID-19 疫苗对年幼的孩子是否安全？
是！Pfizer COVID-19 疫苗在数千名 6 月龄至 17 岁的儿
童中进行了测试，被证明非常安全有效。这些孩子都没
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接种 COVID-19 疫苗后，我的孩子会出现任何健康问题
（如心脏问题）吗？

我的孩子需要接种多少剂 COVID-19 疫苗才算完成全程
接种？

没有证据表明 Pfizer COVID-19 疫苗会导致长期的健
康问题。接种 COVID-19 疫苗的 5 至 11 岁儿童可能存
在极低的心脏炎症风险，但在针对 5 至 11 岁儿童的临
床试验中，没有出现心脏炎症的病例。在 12 至 17 岁
青少年中发现的少数病例中，大多数症状轻微，通过使
用处方药和休息后均得到了改善。事实上，如果导致
COVID-19 的病毒使孩子生病，则出现长期心脏问题的
风险要大得多。

6 月龄至 4 岁儿童应接种三剂 Pfizer COVID-19 疫苗。
第一剂和第二剂间隔三周，第二剂和第三剂间隔八周。

COVID-19 疫苗会影响孩子的生育能力吗？

5 至 11 岁儿童应接种两剂 Pfizer COVID-19 疫苗，两剂
间隔三周。您的孩子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两周后即被视为
完成全程接种。5 岁及以上免疫力低下的儿童应在接种
基础系列疫苗的第二剂 Pfizer 疫苗后，至少间隔 28 天
接种追加剂次（共三剂）。

我的孩子已经感染 COVID-19，现在情况有所好转。我
还应该让孩子接种疫苗吗？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密切监督了测试过程。疾病控
制与预防中心和其他专家仍在监测接种了 COVID-19 疫
苗的儿童的任何安全问题。

儿童使用的 COVID-19 疫苗与其他人使用的疫苗是否
相同？
6 月龄至 4 岁儿童接种的 Pfizer COVID-19 疫苗为 3
微克，相当于青少年和成年人剂量的十分之一。5 至
11 岁儿童接种的 Pfizer COVID-19 疫苗为 10 微克，
相当于青少年和成年人剂量的三分之一。研究人员发
现，这种较低的剂量对年幼儿童的副作用较少，但预防
COVID-19 重症的效果与更高剂量相同。
我的孩子接种 COVID-19 疫苗是否会出现副作用？
6 月龄至 17 岁儿童接种 Pfizer COVID-19 疫苗出现的副
作用通常很轻微。而且不会像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副作用
那样常见或不舒服。儿童在接种疫苗时可能会感到少许
疼痛，就像接种任何其他疫苗一样。之后，他们可能会
手臂酸痛，感到疲倦或疼痛，出现头痛或发烧。这些副
作用表明他们的身体正在建立对抗 COVID-19 的保护机
制。副作用通常会在一到两天后消失。

没有证据表明 Pfizer COVID-19 疫苗会导致生育问题。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其他健康专家建议想要孩子的
人接种疫苗。

建议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接种 Pfizer COVID-19 疫苗，
不管他们是否感染过 COVID-19。研究表明，完成全程
接种疫苗的人抵御 COVID-19 的能力比 COVID-19 康复
者更佳。而且，我们不知道 COVID-19 康复后对该疾病
的抵御能力可持续多久。给孩子接种疫苗是防止再次感
染 COVID-19 的最佳方法。
我的孩子马上就 12 岁了。我该等到孩子满 12 岁再给孩
子接种更高剂量的疫苗吗？
我们建议尽快给您的孩子接种疫苗。
如果我的孩子第一次接种时 4 岁，第二次接种前满 5 岁
了，或如果我的孩子第一次接种时 11 岁，第二次接种
前满 12 岁了，是否会给孩子接种更高的剂量？
可以。疫苗剂量取决孩子接种疫苗时的年龄，但也可以
选择较低的剂量。
我的孩子是否能在接种其他疫苗（如流感疫苗）的同时
接种 COVID-19 疫苗？
可以。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同时接种 COVID-19 疫
苗和其他疫苗，包括流感疫苗。接种之间不需要等待。

续

完成全程接种后我的孩子还会感染 COVID-19 吗？

是否建议儿童接种加强针？

如果您的孩子在完成全程接种疫苗后接触导致
COVID-19 的病毒，有很小的几率会被感染。然而，疫
苗在预防重症疾病、医院治疗需求、长期并发症和死亡
方面非常有效。如果您的孩子接种了疫苗，他们传播病
毒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目前，鼓励所有 5 岁及以上的人员接种加强针。在至少
五个月前接种过 Pfizer 基础系列疫苗的 5 至 17 岁的人
员方有资格接种 Pfizer 加强针。某些免疫力低下的 5 至
11 岁儿童可以在接种第二剂疫苗的 28 天后再接种一剂
Pfizer 疫苗。5 岁及以上免疫力低下的儿童都应该在接
种 Pfizer COVID-19 基础系列疫苗的追加剂次后，至少
间隔三个月接种一次加强针（共四剂）。与您孩子的初
级保健医生讨论，了解更多信息。

我的孩子是否需要接种 COVID-19 疫苗才能上学？
我们强烈建议给孩子接种疫苗以预防 COVID-19，从而
保证孩子及其同学的健康。目前，上公立学校不要求接
种疫苗。私立学校、日托机构和营地可能要求接种，所
以最好向您的提供者核实。接种 COVID-19 疫苗将使您
的孩子在教室里、参加课外活动和体育运动以及与朋友
相聚的时候更加安全。

我孩子的免疫系统很弱。
COVID-19 疫苗能保护我的孩子吗？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免疫系统虚弱的人接种 Pfizer
疫苗，因为这类人群更容易患上 COVID-19 重症。即
使在接种疫苗后，与其他接种疫苗的人相比，免疫系统
虚弱的人受到的保护也较弱。当社区里的更多人接种疫
苗后，免疫系统虚弱的人（包括儿童）可以更好地抵御
COVID-19。为此，让尽可能多的纽约人接种疫苗非常
重要。某些免疫力低下的 5 至 11 岁儿童可以在接种第
二剂疫苗的 28 天后再接种一剂 Pfizer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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