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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299个个儿儿童童预预防防接接种种日日将将至至
要注意疫苗接种禁忌症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很多家长在医生告
知或者过来人提醒下，会定期定
时给孩子打疫苗，但是对疫苗接
种并没有一个正确、深入的认
识。4月25日是全国预防接种宣
传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接种
疫苗，保障健康”。在此提醒家
长，要注意疫苗接种禁忌症。

据了解，通过疫苗接种，每
年不少人免于感染疾病和死
亡，疫苗接种还能卓有成效地
控制甚至根除疾病。免疫接种
是为了预防疾病，这是有益于
身体健康的。但是如果在非健
康状态下，接种疫苗后，可能会
给身体带来某些损害，甚至引
起严重的异常反应，这就需要
了解疫苗接种的禁忌症。

最近6周内曾注射过丙种
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或其它被

动免疫制剂者，为防止被动抗
体干扰，应推迟活疫苗免疫接
种；除一般的呼吸道感染外，发
热很可能是某些传染病的先
兆，接种疫苗后可能会加剧发
热性疾病，且有可能错把发热
性疾病的临床表现当作疫苗反
应而妨碍了以后的接种，因此，
发热时应暂缓接种疫苗。

另外，急性传染病的潜伏
期、前驱期、发病期及恢复期接
种疫苗，可能诱发或加重原有
病情，应暂缓接种；有过敏性体
质的人接种疫苗，常可引起过
敏反应，如疫苗含有该过敏原
就不能接种；患有活动性肺结
核、心脏代偿功能不全、急慢性
肾脏病变、血液系统疾患、严重
化脓性皮肤病等病人，接种疫
苗后可能加重原有病情。

据悉，根据传染病监测情况

看，在学生及人群集中的单位
中，发病个体往往是没有免疫保
护的人群，目前德州推行入托入

学接种证查验制度，为的就是尽
量在孩子入托入学接触集体环
境前补齐疫苗。 (王乐伟)

4月19日，齐鲁明星微整形基
地优雅落户德州，举行了隆重的
启幕典礼。活动现场邀请到国内
著名美容开运博士单良进行现场
真人展示，以及香港著名影视明
星王从希分享自己的保养心得，
近百名德州圣韩美整形医疗机构
的高端客户亲临现场，一同见证
美丽诞生的奇迹。

一个美丽梦想

成就更多梦想

德州圣韩美是由德州市卫生
局批准成立的首家正规高端医疗
整形美容机构，自成立以来，便受
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德州圣
韩美源自韩国，由德州思美达集
团董事长于红引进州城，这来源

于她的一个美丽梦想。从德州最
早的婚纱影楼思美达到如今德州
唯一一家也是首家正规整形机构
圣韩美，于红成为把美丽带进德
州的第一人。让德州女性变得漂
亮、有气质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服务身边的所有人，为她们带来
美丽与健康，成就幸福生活，是她
实现个人价值所在。齐鲁明星微
整形基地的成立让这项美丽事业
有了质的飞跃，这意味着德州进
入明星引领的微整形时代，标志
着将会有更多普通人以科技为导
向，实现自己的美丽梦想。

惊奇真人注射

现场直播

单良，单式非手术开运创始

人，也是中国最早应用非手术高
科技注射技术进行面部美容塑形
的开运专家，被公认为“中国开运
美容”第一人。此次活动特别邀请
到单博士为现场来宾讲解美容开
运整形，为德州的爱美人士注入
了先进的整形理念。现场的真人
演示将活动推向高潮。单博士亲
自为体验者操作注射，短短5分
钟，在场所有人亲眼见证了体验
者神奇的改变，无痕迹、无流血，
一支神奇的针瞬时提升了美丽程
度，围观人群不禁发出阵阵惊叹
声。单博士介绍道，面部不同部位
代表着人不同的运势，通过对面
相的后天修饰，可以带来不一样
的运势，但是一定要严格依据自
身情况制定整形计划。

分享美丽经历

感恩信任

活动现场，三位顾客代表上台
分享了自己的美丽经历。她们有的
是德州圣韩美的员工，有的是慕名
而来的爱美人士，她们选择圣韩美
是出于对圣韩美完全的信任。正是
这份牢固的信任，把圣韩美和每位

爱美人士深深的联系在一起。如今
的她们更加美丽与自信，以更饱满
的精神状态期待着美好的明天。圣
韩美团队用一支《谢谢你》手语操
向在场的来宾表达了自己的感恩
之情，这也表明着她们将用自己切
实的行动回馈社会各界对圣韩美
的信赖与支持，用更加专业的技术
服务每一位顾客。

星星耀耀圣圣韩韩美美 美美动动太太阳阳城城
——— 暨2014齐鲁明星微整形基地启幕典礼隆重举行

有些家长对接种疫苗有顾
虑，孩子从小打那么多疫苗是
否有必要？哪些疫苗该打，哪些
疫苗不该打？

日常中会有家长产生误
解，觉得有些孩子接种完疫苗
出现发烧、局部红肿、影响食
欲等是疫苗本身有问题，进而

产生不信任。实际上疫苗对机
体而言属于“外来入侵者”，会
激发自身免疫功能，从而产生
抗体，得到保护。在接种后24
小时之内发热低于38 .5℃，没
有其他情况，短期内恢复，是
接种疫苗的正常反应，类似的
还包括皮疹、呕吐、四肢乏力、

腹泻以及接种部位红肿、疼
痛、硬结等，多在1-2天内自行
恢复，通常不需要做任何处
理。适当休息，多喝开水，注意
保暖，防止继发其他疾病就可
以了。

专家提醒，每种疫苗都
能预防相应的传染病，而且

有不同的月龄要求，在掌握
好适应症的情况下会起到预
防作用，对孩子生长发育没
有任何影响，安全是有保证
的。疫苗不会扰乱正常宝宝
的免疫系统，反而会增强宝
宝免疫力及防范严重疾病的
能力。

接种疫苗要适时适量

头条相关

陵县加强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

为了进一步夯实卫生应急工作
基础，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陵县卫生局以创建省级
卫生应急工作示范县为契机，强化
措施，加大力度，着力加强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卫生应急
工作水平。

陵县卫生局组建县级卫生应急
专家委员会，并成立医疗救治、疾病
控制等4个应急救援队伍。县、乡、村
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均配备卫生应急
监控责任人，负责全县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监测、报告等工作，做到了上
下畅通、无缝覆盖。

另外，卫生局还注重健全县、
乡、村三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
预警网络，在各医疗卫生机构全面
实现信息网络直报管理，强化医护
人员责任意识，提高了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此外，陵县卫生局组织各镇街
卫生院规范开展预检分诊工作，二
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规范的发
热门诊、肠道门诊，保证卫生应急
监测工作有效开展。并建立应急物
质储备、保养、补充等管理制度，规
范应急物资管理，足量配备了消杀
药械、诊断试剂、药品、防护装备等
应急物资，保证满足卫生应急工作
需求。

(李明鹏)

（资料图）

陵县联社排查

农民自助终端风险

近日，陵县联社针对辖
内各项惠农补贴开始集中
发放的情况，积极完善农民
金融自助服务终端发放渠
道。联社审计部对全辖71台
农民自助终端运行情况开
展了专项审计，本次审计从
农民金融自助终端布设选
址、农金员选聘条件、安防
设施配备、运行条件管理维
护、日常业务办理及信用社
风险防控等环节进行全面
风险排查。此次专项审计有
助于提升辖内自助终端的
合规管理使用，客户分流后
进一步缓解了网点前台压
力，提高柜员服务质量。

(王翔宇 张伟)

陵县联社做好服务

三农的“贴身管家”

今年以来，陵县联社通
过全方位、多渠道的一体化
服务，当好农民朋友的“贴身
管家”。针对春耕农忙时节，
调整实体贷款投向结构，增
加支农贷款的预算额度；对
于距离城区较远，资金结算
业务较多的贷户，免费办理
电子银行产品；积极与政府
相关部门对接协商，为广大
农民朋友统一开立“惠农补
贴一本通”存折，并在偏远地
区设立农民自助服务终端，
方便农户随时办理各类金融
业务。到目前，陵县联社投放
涉农贷款13 .11亿元，其中累
计投放1 .4亿元专项资金支
持春耕备播生产，代发各种
补贴1.21亿元。(宋健 张伟)

近日，陵县联社一幸
运客户喜中价值3500元的
国内旅游大奖，此为前期
省联社开展的“泰山如意
卡，精彩行天下”刷卡有
奖活动奖励。为鼓励和引
导 辖 内 客 户 广 泛 使 用 信
用社银行卡，陵县联社积
极 开 展 省 联 社 的 各 项 电
子银行活动，通过制作宣
传彩页、张贴海报、LED
字幕宣传、微信订阅号宣
传等方式，及时向客户传
达 信 用 社 最 新 活 动 与 优
惠政策，在提高客户忠诚
度 和 银 行 卡 利 用 率 的 同
时 ，使 客 户 享 受 到 最 便
捷、最实惠的金融服务。

(宋健 张伟 )

陵县联社一幸运客户

喜中旅游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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