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日是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泰安市疾控中心专家———

接接种种疫疫苗苗前前，，先先说说清清孩孩子子体体质质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路伟 通讯员 邱静) 25

日是第3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
种宣传日”，泰安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专家提醒，一类疫苗
属于国家强制预防接种范畴，
但是部分受者接种后可能出
现接种反应，在接种前，监护
人应主动向医生说明孩子的
体质情况，以减少或减轻接种
反应。

今年“全国儿童预防接种
宣传日”的主题是“预防接
种—孩子的权力，社会的责
任”。泰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计划免疫科科长谢学迎介
绍，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疫苗属
于国家强制预防接种范畴，又
是最有效、最简便、最经济的
疾病预防手段。

“国家免疫规划是指按照
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确定的疫苗品种、免疫程序或
者接种方案，在人群中有计划
地进行预防接种，以预防和控
制 特 定 传 染 病 的 发 生 和 流
行。”谢学迎说，国家免疫规划
项目疫苗属于国家强制预防
接种疫苗，统称为一类疫苗，
所预防疾病均为严重危害儿
童健康的重点控制的传染病。

“疫苗特别是国家免疫规
划项目疫苗是一类非常安全
的生物制品，各种疫苗生产出
来都是经过严格检验且安全
有效的。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
药品，也是不同于人体的异体
物质。”谢学迎介绍，由于人的
体质不尽相同，接种疫苗后部
分受种者会出现的轻重不同
接种反应。

大多数受种者不会出现
不良反应，个别受种者会出现
发热，但一般在48小时内会自

行消退。谢学迎提醒道，为减
少或减轻接种反应，在接种前
监护人应主动向医生说明孩
子的体质情况，如发现儿童有
对相应疫苗过敏史，有癫痫
(羊角风)等脑病史，或有免疫
缺陷症等禁忌症，就不能接种
某些疫苗。如儿童患有湿疹、
疥疮等皮肤病，正在发高烧，
患有其他疾病尚未痊愈，营养
不良，体弱等，暂时也不要接
种，等恢复健康以后再接种。

“极少数受种者会因多种
因素出现罕见的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包括疫苗相关病例、
无菌性脓肿、过敏性疾患等
等。”谢学迎说，出现这类罕见
反应时，要及时就医诊治并向
预防接种单位反馈，经县级或
以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
诊断专家组诊断，确属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的将由政府给予

一次性经济补偿。对诊断结论
不服的，可向其省、市级预防
医学会申请鉴定，或直接向当
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微生物
繁殖迅速，病原菌在一定的场合
下大量滋生，若不注意个人卫
生、食用未完全煮熟的食物，这
就很容易导致身体脾胃“顶不
住”，故养生重点在养肝健脾。

专家介绍，由于微生物繁殖
迅速，病原菌在一定的场合下大
量滋生，若不注意个人卫生、食用
未完全煮熟的食物，这就很容易

导致身体脾胃“顶不住”，出现胃
口差、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症
状。

所以，专家建议，首先，日常
勤洗手防治细菌进肠胃。不吃生
冷的食物，吃熟食。其次，讲究食
物卫生，有效阻隔病菌。食物要生
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吃剩的食
物应及时储存在冰箱内，且储存
时间不宜过长。食用前要加热，以

热透为准。尽量少食用易带致病
菌的食物，如螺丝、贝壳、螃蟹等
水海产品，食用时要煮熟蒸透。生
吃、半生吃、酒泡、醋泡或盐淹后
直接食用的方法都不可取。食用
凉拌菜时不妨加点醋和蒜。

除了日常注意个人卫生外，
专家表示，虽说春季养生在养
肝，但调护脾胃也是很重要，建
议辩证调理，针对不同的体质采

取不同的饮食方法———
●肝郁脾虚型：
推荐汤水(个人用量)：选用

麦芽20克、茯苓15克、白术15克、
新鲜薄荷15克，猪瘦肉150克，食
材洗干净，猪瘦肉先飞水去腥，
然后先将麦芽、茯苓、白术食材
放入煲内，煲45分钟，再将新鲜
薄荷放入煲10分钟，即可食用。
它有疏肝解郁的同时，还具有益

气健脾的功效。
●脾胃虚寒型
推荐汤水：党参15克、白术15

克、生姜3片、胡椒粉3克，猪肚半
个，食材洗干净，然后将全部食
材放入煲内，煲1小时，即可食
用。注意调理期间忌食生冷油
腻、不易消化的食物。

据羊城晚报

气温升高，病原菌滋生迅速，脾胃易“受伤”

春春季季养养肝肝同同时时，，也也要要调调护护脾脾胃胃

苏霞抽组前为解放军第
88医院心胸外科护士长，现任
军区第十三批赴南苏丹(瓦乌)

维和医疗队住院部护士。因为
一份使命和期托来到南苏丹，
用18年护理工作的经验及多
次参加分部及军区比武炼就
的过硬护理技术，捍卫南苏丹
人民的生命，展示中国军人负
责任、敢承担的英勇形象。

人的工作生活似洪水在奔
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
起美丽的浪花。但挫折对于那
些敢于面对的人，才是成功的
垫脚石。来到南苏丹，苏霞面临
的最大难题是穿刺，非洲人皮
肤黑，血管极不好找，尤其是黑
夜里，更是难上加难，虽然凭借
自己多年的穿刺经验及来苏丹
后的练习，穿刺还是可以成功
的，但这样可能会浪费一些时
间，耽误了抢救的最佳时机。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
善穿刺的成功率呢？这个想法
一冒出，苏霞就动手查阅资
料，从互联网上，从医学书籍
里，医疗工作一忙完，就埋头
在办公桌上，雷打不动，有时
吃着饭都想愣了神。皇天不负
有心人，终于，苏霞凭借自己
的钻研，结合丰富的工作经
验，充分发挥创新思维，找出
测光注射法，解决了弱光下黑
色人种血管穿刺难题。平日
里，婴幼儿的小手，难寻的血

管，她用自己过硬的护理技
术，一次次穿刺成功，为患者
提供了及时的治疗。

测光注射法的发明，一次
次穿刺成功，都源于发自内心
的责任担当。歌德曾说过：“责
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
情有一种爱。”在南苏丹维和
医疗工作中，无论是患者抢救
还是后送，苏霞都会用极大的
责任心和爱心为患者提供最
大的安全保障。

在转送一名患急性广泛
前壁心肌梗死伴发心脏骤停

联合国雇员时，苏霞不仅在医
疗救护上做了充分准备，在飞
机上还一直陪伴宽慰着患者，
使他逐渐摆脱紧张和悲伤。在
日常工作中，苏霞常常舍己为
人，一心想着工作，即使休息，
只要一声呼唤，她会立即帮助
战友们完成难度较大的护理
任务，默默与老同志们共同做
着技术守卫。

认真工作、真诚待人是苏
霞的一贯风格，在国内如此，在
国际舞台上更是如此。即使是
清洁水房及卫生间，也会高标

准地认真完成，并时时检查，及
时清洁。在维和集训期为队友
们进行心理卫生知识及野战救
护技术宣教，还利用自己学过
的心理知识，在队友需要时，给
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虽然腰腿
不好，仍坚持参加训练和种地，
保持良好体能完成维和任务，
丰收的油菜也为大家的饭桌增
添了一抹生机绿。

没有丰功与伟绩，只有一
份真诚的心，一份力所能及，
默默地完成自己可以做的每
一件事，并尽力做好。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 (记者
路伟 通讯员 邱静 ) 2015年泰
安市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为
11种，预防12种针对疾病。

卡介苗出生接种1剂次；乙肝
疫苗出生接种第 1针，1月龄接种
第 2针，6月龄接种第 3针；脊灰减
毒活疫苗为满 2、3、4月龄各服 1

次，4岁加服1次；百白破三联疫苗
满3、4、5月龄各接种1针，18-24月
龄加强接种1针；A群流脑多糖疫
苗为6-18月龄期间接种两针(两针
间隔3月以上 )；麻风疫苗 (或者麻
疹疫苗 )为满8月龄接种1针；乙脑
减毒活疫苗为满 8月龄接种第一
针，满 2岁接种第二针；甲肝减毒
活疫苗满18月龄接种1针；麻风腮
三联疫苗(或麻疹疫苗)为满18-24

月龄和6岁各接种一针；A+C群流
脑多糖疫苗为 3岁、6岁分别接种
一针；白破二联疫苗为6岁接种一
针。

以上11种疫苗为政府免费提
供免费接种，凡无疫苗禁忌症的0
-6岁儿童必须予以受种。

从 3月 9日，筋骨堂开展为环
卫工、出租车、公交车司机免费贴
筋骨贴以来，泰安市筋骨堂已公
益接诊百余名腰椎患者，对治疗
效果，患者更是拍手称赞。

筋骨堂前身为“李树林正骨
膏药老铺”，由清代光绪年间疗骨
名医李树林先生创建。

2008年陕西筋骨堂药业有限
公司成立，筋骨堂因发扬传承中
医药文化荣膺“中国中医药事业
杰出贡献奖”，同时还被消费者评
选为“中国风湿骨病市场消费者
首选品牌”。2 0 1 1年，筋骨堂独创

“李氏正骨散”配方及制作技艺被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目前筋骨堂连锁店全国已近千
家，泰安市筋骨堂为山东总店。

筋骨堂再次提醒广大患者朋
友们，凡是患有颈肩腰腿疼的环
卫工作者、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
机、凭本人身份证、服务卡到泰安
市温泉路筋骨堂可免费贴筋骨
贴，具体理疗项目由筋骨堂专家
根据患者症状而定。

如需疗程治疗的可凭证件经
审核通过后享受 5 0 0元的公益救
助金。

光光线线弱弱怎怎么么给给非非洲洲患患者者穿穿刺刺
她她摸摸索索出出一一个个好好办办法法

军军中中名名医医名名院院

维和医疗队员工作中。

11种甲类疫苗

预防12种疾病

头条相关

邀请环卫工等
免费贴筋骨贴

C14 健康365 2015年4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路伟 组版：赵春娟 今 日 泰 山>>>>


	S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