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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指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蒙w

带宝宝打疫苗要
注意哪些问题呢？

专家介绍，首先，
接种疫苗前，家长要确
保宝宝是健康的，给宝
宝换上干净、宽松的衣
服，以便露出接种部
位。要携带好宝宝的预
防接种证，并知晓本次
需接种的疫苗品种和
了解疫苗的接种禁忌；
确保宝宝有充足的睡
眠。口服脊灰疫苗、轮
状病毒疫苗时，前后半
个小时不能喂奶、喂热
水或其他热食物，以免
影响接种效果。

到达接种门诊，家
长取号后进入儿童保
健室，由专业的儿保人
员对宝宝身体状况进
行检查，家长需主动向
医生说明宝宝的健康
状况，如有感冒、发热、
咳嗽、湿疹、腹泻、皮肤
过敏等情况，则应暂缓
接种。如宝宝正在生病
服药期间，则应在宝宝病情稳定停药3
至5天后再来接种。

接下就到了宝宝打针的环节了，
家长应如何抱着宝宝打针呢？宝宝的
腿要在大人两腿之间固定好位置，充
分暴露上臂三角肌、大腿股外侧肌，这
样才能减少宝宝哭闹，预防意外。

正确处理接种后的反应

打针后不要急着回家，在留观区
休息30分钟，观察是否有急性过敏反
应。回家后2天内，接种部位保持干燥
清洁，以防感染。避免食用鱼虾海鲜、
辛辣刺激性食物，以防过敏，多喝水，2
至3天避免剧烈运动。

部分宝宝接种后可出现一些全身
和局部反应，应加强观察，一般不需特
殊处理，必要时多喝水，防止其他继发
感染。如果接种部位红肿，可以在早期
冷敷，以减少充血，后期出现硬结，热
敷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宝宝接种后出现发热现
象：如宝宝体温<38 . 5℃，不需要服药，
给予物理降温，多饮水多休息即可；如
体温>38 . 5℃，可服用退烧药，一般2-3
天自行消退。

全身严重反应者可对症处理，高
热不退或伴有其他并发症者，应密切
观察病情，必要时送医院观察治疗。

接种小绿本有大作用

作为宝宝接种疫苗的凭证，“小绿
本”究竟有哪些用途？济南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赵建云说，作为
儿童接种疫苗的证明性文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托幼机构
和学校是儿童入托入学接种证明查验
工作的主体，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其
提供培训和技术指导，并做好相关的
补证、补种等工作。

如果儿童在入托入学前未完成相
应免疫程序，家长往往会担心孩子无
法顺利入托入学。赵建云表示，其实查
验接种证明的目的，就是保证儿童能
及时完成免疫程序，从而得到最好的
保护，请家长务必配合预防接种证查
验工作，经查验需要补种的针次，一定
尽快带孩子完成相应的免疫程序。

另外，预防接种证还是孩子出国
留学时不可或缺的证明材料，所以家
长一定要保管好孩子的接种证，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接种证一般在新生儿出生后由医
疗机构产科接种室办理。出生时未办
理接种证的，监护人应在孩子出生后1
个月内，到儿童居住地的接种单位办
理。逾期未办者，可到接种单位补办。

预防接种证遗失，应及时到原预
防接种单位补办。户籍在外地的适龄
儿童暂住在当地≥3个月，由现居住地
接种单位负责预防接种并建立预防接
种卡(簿)，无预防接种证者，需同时建
立或补办预防接种证。在暂住地居住
<3个月的流动儿童，可由现居住地接
种单位提供预防接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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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重症肺炎由链球菌引起

如果让家长选择“最不愿让
孩子患上的疾病”，肺炎肯定高居
榜首，因为肺炎的“杀伤力”实在是
太大了。“高烧咳嗽没精神，住院大
半个月才好。”宝妈张青说，一到冬
天最怕孩子得肺炎，每次生病都得
大半个月去不了幼儿园。

肺炎是儿童最常见的严重疾
病，也是5岁以下儿童的头号“杀
手”。世卫组织资料显示，2016年，
肺炎在全球造成近100万名5岁以
下儿童死亡。“肺炎是低龄儿童最
常见的疾病，也是导致儿童住院
最多的。”济南市中心医院儿科主
任、主任医师赵红洋说，肺炎链球
菌感染是儿童细菌性肺炎的最常
见起因。

引起肺炎的“元凶”(病原体)
有很多，病毒、细菌、真菌、支原
体、衣原体，甚至寄生虫。在儿童
重症肺炎中，约50%是由肺炎链球
菌引起的。

4岁的琪琪(化名)高烧三四
天不退，最高时发烧超过40℃，精
神萎靡食欲不振，吐黄痰,呼吸沉
重，白细胞数量明显增多。医生为
其进行了细菌学检测，无论是痰
培养还是支气管肺灌洗液培养，
全都是肺炎链球菌感染。

“肺炎链球菌性肺炎好发于3
-7岁儿童，除了有肺炎的共性症
状，比如发烧、咳嗽、呼吸急促、有
啰音之外，还有自己明显的特
征。”赵红洋说，肺炎链球菌感染
导致的大叶性肺炎也比较多。

肺炎链球菌广泛分布于自然
界，常定殖于人类鼻咽部，健康儿
童鼻咽部携带率为27%—85%，发
展中国家儿童携带率可高达85%，
发达国家携带率在27%左右。

天凉易作怪，喷嚏能传播

肺炎链球菌也叫肺炎球菌，
1974年，科学家发现这种细菌的
一个特质——— 能在液体中呈现

“链式成长”，所以就正式称它为
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有45个
血清群，超过92个血清型，其中20
至25种可致病。

“肺炎链球菌是导致社区获
得性肺炎比例较高的致病菌。”济
南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副
主任王欣说，肺炎链球菌广泛存
在于上呼吸道和空气中，一般情
况下，肺炎链球菌都会“安分守
己”。但是，当我们遇到淋雨、疲
劳、醉酒、病毒感染等情况，抵抗
力下降时，肺炎链球菌就会趁机

“作怪”，在气温变化较大的冬季
易高发，幼儿和老年人最易中招。

一旦感染肺炎链球菌，身体
免疫屏障被破坏后，其他细菌也

会趁机作乱。王欣曾接诊过一名
88岁老人，连续一个月食欲不振，
消瘦明显，拍片发现肺上有大量
斑片阴影，做了气管镜发现，除了
肺炎链球菌以外，还感染了金黄
色葡萄球菌和化脓性链球菌等。

在我国，5岁以下儿童是肺炎
死亡的高峰人群，而肺炎链球菌
正是我国儿童肺炎和细菌性脑膜
炎的主要病原体。除了肺炎，肺炎链
球菌还可以导致脑膜炎、菌血症、急
性中耳炎、鼻窦炎、气管炎等疾病。
肺炎链球菌性脑膜炎引起后遗症的
比例较高，每3个肺炎链球菌性脑膜
炎患儿中，超过1个会出现后遗症，
表现为智力低下、脑瘫、耳聋等。

为什么肺炎链球菌这么难
缠？“肺炎链球菌常定殖于健康人
群的鼻咽部，通过飞沫传播、直接
接触或通过被呼吸道排出物新污
染的物品间接传播，人群普遍易
感。”赵红洋说，大多数儿童童年
早期肺炎链球菌在鼻咽部至少会
定殖一次，成人时期很少发生。

一项研究显示，6岁以下儿童
鼻咽部肺炎链球菌携带率为30%
至50%，而青少年携带率为8 . 2%，
成人携带率为4%左右。

接种疫苗可有效防护

对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目前
预防胜于治疗。“接种肺炎链球菌
疫苗，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之后，
患病概率会大大降低。”赵红洋
说，近年来随着肺炎疫苗接种率
提高，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发病率
也有所下降。

世卫组织将肺炎链球菌性疾
病，列为需“极高度优先”使用疫
苗预防的疾病。目前我国可接种
的肺炎疫苗有两种：13价肺炎链
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和23价肺炎链
球菌多糖疫苗。

肺炎疫苗目前尚未被列入国
家的“免疫规划疫苗”，自愿自费
接种。而婴儿是最需要接种肺炎
疫苗的人群，因为婴儿到了6月大
左右，从妈妈体内获得的母传抗
体逐渐消失，而自身产生的抗体
又不足，处于“真空期”，所以初生
至2岁间的儿童，是感染肺炎链球
菌性疾病的高危群体。

13价和23价的肺炎疫苗，应
该怎么选呢？所谓价型就是指肺
炎链球菌里的几种血清型，13价
疫苗可以抵抗13类肺炎链球菌，
而23价疫苗可以抵抗23类肺炎链
球菌。它们的生产方式不同，防病
原理也不一样。

23价肺炎链球菌多糖疫苗的
接种对象为2岁及以上人群，一般
接种1剂。

2016年，原国家食药监总局
批准了13价肺炎链球菌多糖结
合疫苗的进口注册，该疫苗在中
国被批准用于帮助6周龄至15月
龄婴幼儿预防由13种肺炎链球
菌血清型导致的相关侵袭性疾
病，如菌血症肺炎、脑膜炎、败血
症和菌血症等，疫苗接种程序为
第2、4、6月龄进行三次基础免
疫，在大约第12-15月龄进行一
次加强免疫。

日常需做好防护

打了肺炎疫苗就不会再得肺
炎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肺炎链球菌有90多个血
清型，像13价肺炎疫苗只能抵抗
其中较为危险的13种。赵红洋表
示，除了肺炎链球菌，其他细菌、
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同样可以
导致肺炎。

在我国，13价肺炎疫苗可以
预防90%以上的侵袭性肺炎链球
菌肺炎，不打肺炎疫苗，得肺炎的
概率更大，风险也更大。

赵红洋提醒，除了打疫苗进
行主动免疫，日常生活中，还应做
好个人防护。首先就是做好手卫
生：常用肥皂和流动清水洗手，或
用有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再
一个就是咳嗽时掩住口鼻、立即
处理用过的纸巾、接触呼吸道分
泌物后清洁双手；戴口罩也能起
到很好的防护作用，鼓励母乳喂
养，小婴儿可通过母源性抗体的
保护而降低感染风险。

随着天气变冷，患肺炎
住院的孩子也随之增多，其
中很大一部分是肺炎链球菌
在“作怪”。

肺炎链球菌“藏”在人的
鼻咽腔中，通过喷嚏或咳嗽
就能散播到空气中，其感染
引发的各种侵袭性疾病，是
导致我国5岁以下婴幼儿死
亡的重要原因。

专家提醒，及时接种肺
炎链球菌疫苗，是有效的预
防措施之一。

难缠的肺炎链球菌
小儿肺炎元凶，打个喷嚏也能传染

认识肺炎链球菌
在儿童重症肺炎中，约

50%是由肺炎链球菌引起的。

各年龄肺炎链球菌携带率

6岁以下：30%—50%
青少年：8 . 2% 成人：4%左右

肺炎链球菌可导致这些病

除了肺炎，还有脑膜炎、菌
血症、急性中耳炎、鼻窦炎、气管
炎等。

我国可接种

两种肺炎疫苗

13价疫苗

可帮助6周龄至15月龄婴
幼儿预防由13种肺炎链球菌
血清型导致的相关侵袭性疾
病，如菌血症肺炎、脑膜炎、败
血症和菌血症等。

疫苗接种程序为第2、4、6
月龄进行三次基础免疫，第12
至15月龄进行一次加强免疫。

23价疫苗

可以抵抗23类肺炎链球
菌。23价肺炎链球菌多糖疫苗
的接种对象为2岁及以上人群，
一般接种1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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