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天性免疫缺陷不能接种疫苗、
免疫功能低下者不能接种减毒活疫苗

有严重心、肝、肾等疾病和结核病
者（体质较差，患病器官不堪重负）。

假 如 您 的
宝宝出现以下情
况时，专家建议不

宜进行预防
接种

对接种的疫苗任何成分过敏者。

神经系统疾病者，如癫痫、脑
发育不全、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重度营养不良、严重佝偻病、
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者。

既往接种疫苗曾发生严
重过敏反应等。

有哮喘、荨麻疹、风疹块等过敏体
质者（可能对疫苗的某些成分过敏）。

有疫苗说明书中规定的禁忌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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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宝宝尿床
父母可别做这些事

有些小朋友在到了一定的年纪后还会出现尿
床的情况，这时候家长也会心烦。但是心烦归心
烦，你可千万别走进下面的误区：惩罚孩子、让孩
子刻意起夜尿尿。

孩子尿床后，父母最好“一笑而过”，淡然处
之，切不可斥责、挖苦或打骂，也尽量不要声张，以
消除孩子怕羞、紧张的情绪。

日常生活中，面对孩子尿床，家长应该如何应
对，专家支招如下：

1、平时，如果看到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突然不
动了，或是摸着自己的腹部，或是哭闹起来，这可
能就是宝宝发出尿意的信号了。爸爸妈妈可以把
孩子牵到厕所，指着便盆问：“宝宝，你是不是要尿
尿了呀？”如果孩子点头，爸爸妈妈可以教孩子脱
下裤子自己尿尿。如果宝宝顺利地完成了排尿，
要记得给予鼓励和称赞；如果宝宝一时没控制住，
尿湿了裤子，爸爸妈妈不应大声责骂，而是应该告
诉孩子如果下次想尿尿时，一定要及时告诉爸爸
妈妈。如果宝宝有了尿意，但到了厕所又一时排
不出来时，家长也可以口头发出“嘘嘘”的声音，刺
激孩子的尿意。

2、训练膀胱功能：宝宝的膀胱，一般可容纳
300毫升左右的尿液，白天的时候，可以训练孩子
尽量延长两次排尿间隔时间，使膀胱容量逐渐增
大，促使尿量储备增加。

3、建立条件反射：首先，父母应该观察孩子
每天会发生遗尿的时间，掌握规律后在宝宝发生
遗尿前半小时左右，把孩子唤醒去排尿。这里需
要注意的是：第一，晚上把孩子叫醒去排尿时，一
定要保证孩子是处于清醒状态的，因为如果孩子
晚上被叫醒起来排尿时还是迷迷糊糊的话，往往
小便会尿得不够干净，半夜就容易尿床。其次，孩
子被叫醒后，一定要让他到洗手间去小便，决不能
让孩子尿在床旁的痰盂里。最后，叫的时间上要
把握好，叫得次数太多，孩子膀胱得不到扩张，产
生不了明显尿意。叫得太早，孩子也还没尿意，叫
得太迟，孩子已经尿床了。

（小桑）

宝宝不爱吃饭
得了厌食症怎么办？

小儿厌食症是指长期的食欲减退或消失、以
食量减少为主要症状，是一种慢性消化功能紊乱
综合征，是儿科常见病、多发病。

专家建议，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小儿厌食：
1、合理喂养：大力宣传科学育儿知识，做到

合理喂养。4个月内的婴儿最好采用纯母乳喂
养。按顺序合理添加辅食，不要操之过急。

2、培养好的饮食习惯：吃饭应以“吃饱而不
过饱”为原则，定时进食，每天三餐饭，中间加两次
点心和水果较为适宜；少吃油炸等燥热食物、肥厚
食物和生冷食物，以免增加胃肠负担，影响食欲；
要保持轻松愉快的进食情绪。

3、加强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孩子的活动量，
可使胃肠蠕动加快，消化液分泌旺盛，食欲增加，
增强胃肠道消化和吸收功能。

4、积极治疗原发疾病：对躯体疾病或胃肠道
疾病及时进行治疗，去除病因。而且必须在医生
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不得私自乱服药物。

5、停用引起胃肠反应的抗生素及其他药物。
6、补充微量元素：如缺锌引起的厌食，可给

予口服锌制剂。此外，还可膳食补给，多吃动物性
食品。

7、药物：助消化剂、胃动力药，对于严重顽固
性厌食症可考虑激素疗法。

（桑文）

天气忽冷忽热
宝宝感冒如何用药

倒春寒来袭，这个时候容易引发感冒，特别对
于抵抗力较弱的宝宝来说，感冒更容易发生，不少
家长选择自行用药，虽然宝宝免疫力较低，但各位
家长无需慌张，在用药时候应该注意这三个原则。

原则一：勿小题大做
如果孩子感冒初期1-2天内没发烧，精神状

态不错，吃、喝、拉、撒都正常，只有一些流涕、鼻塞
或咽痛，不要急着吃药和看医生。只要注意多休
息，多喝水，清淡饮食，大多数孩子可以自愈。如
果小孩体温在38.5℃以上，家长应让孩子服用退
烧药。

原则二：勿重复用药
不少家长为了缓解症状，到药店一买就是好

几种，给孩子吃这种不行就吃那种，有的甚至全部
混在一起吃，殊不知“是药三分毒”，更何况一些感
冒药药名不同，却具有同样的成分，同时吃等于剂
量超量。专家指出，市场上很多感冒药一般为复
合制剂（包括退热、止咳及抗过敏成分），不建议家
长自行给2岁以下的孩子服用。

原则三：服用药品要适量
有些家长求愈心切，认为加大用药剂量能使

病症早日获愈，便盲目给孩子加大服药剂量。其
实，服用药物的剂量越大，其毒副作用也越大，甚
至导致儿童发生急性或蓄积性药物中毒。而有
些家长则过于谨慎，害怕孩子服药后出现副作
用，便随意减少服药剂量，殊不知，药物剂量过
小，在人体内达不到有效浓度，就不可能发挥最
佳疗效。

（桑文）

■ 本报记者 侯赛

沉浸在宝宝出生的巨大喜悦中的
父母，有时会突然发现宝宝的脸上、身
上开始变黄，看起来很不健康。每个宝
宝出生的时候都会出现黄疸吗？这是
什么原因造成的？

三亚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林
毅表示，不是每个孩子出生后都会出现
黄疸，大约80%以上的早产儿会出现新
生儿黄疸。

新生儿黄疸主要和新生儿胆红素
代谢的特点有关：胆红素生成较多、转
运能力不足、肝功能发育欠完善、排泄
胆红素能力欠完善，即新生儿胆红素的
摄取、结合及排泄能力较弱，在处于饥
饿、缺氧、胎粪排出延迟、脱水及酸中毒
的时候容易使黄疸加重。

为什么有的孩子黄疸时间特别长，
有的孩子几天就没了呢？林毅指出，黄
疸分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生理
性黄疸不属于疾病，属于新生儿时期的
一种特殊状态，对孩子健康没有影响。
病理性黄疸属于疾病状态，如果血中胆
红素特别高，发生核黄疸，会影响孩子
的智力发育，肌张力和运动能力。故病
理性黄疸要积极治疗。

黄疸的恢复时间主要是由黄疸程
度、病情进展及有无基础疾病等因素决

定的。生理性黄疸大多在生后2-3天
出现，4-5天达高峰，5-7天消退，最迟
不超过2周。病理性黄疸多于生后24
小时出现，黄疸值高，持续时间长，且可
能退而复现。另外，新生儿肝炎、败血
症、新生儿溶血病及某些遗传代谢性疾
病，均会使黄疸消退延迟或加重。

给刚出生的宝宝吃药，让许多妈妈感
到不安，而被医生要求推到治疗室里照蓝
光，更会让妈妈担心不已。蓝光治疗黄疸
安全可靠吗？吃药会不会有后遗症？

“吃药治疗黄疸效果好，但一定要
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林毅表示，给新生
宝宝吃药治黄疸，总会遇到老人反对，
怕有后遗症，其实一般不会影响。药物
治疗一般应用一些肝酶诱导剂，促进胆
红素的转化，多具有一些短期副作用，
停药后多可消失，也可以同时配合中药
治疗，如茵栀黄口服液，退黄效果也不
错，用药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要自
行用药。

其次，蓝光治疗黄疸相对比较安全
可靠，一般持续时间1-4天不等。治疗
时，应注意保护宝宝眼睛，以免视网膜
受损，注意补充水分及核黄素。有些孩
子可能出现发热、皮疹、腹泻等副作
用。若光疗时出现肝脏增大、血清结合
胆红素增加，皮肤呈青铜色等症状，应
停止光疗，青铜症一般可自行消退。

新生儿黄疸怎么办？
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蓝光治疗

有严重皮炎、牛皮癣、严重湿疹及
化脓性皮肤病者。

发热＞37.3℃者（发热可能是急性
传染病或其他疾病的提示症状，接种可
能会加重病情，并可能发生偶合事件）。

腹泻（每天排便次数超过 3 次、性
状有改变者）暂缓接种疫苗（包括服用
脊灰疫苗）。腹泻可能为病毒所致，可
能发生偶合事件；母乳喂养婴儿每日大
便次数较多，不视为腹泻）。

在可治愈疾病的恢复期建议推迟
接种疫苗。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李行

在大多数人眼里，儿童、十几岁的
小姑娘与妇科病根本沾不上边，更别说
妇科恶性肿瘤了。妇科恶性肿瘤都是
老年人才得的病。但三亚市中医院妇
科主任杨林峰提醒，儿童和青少年女孩
同样会得妇科恶性肿瘤，有些肿瘤就是
年轻女孩才高发！

据杨林峰介绍，妇科的恶性肿瘤主
要来自外阴、阴道、宫颈、子宫体、输卵
管和卵巢。其中，宫颈癌、宫体癌（子宫
内膜癌）、卵巢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
肿瘤，号称“妇科三大癌”。这些癌症确
实中老年女性容易得，在儿童和青少年
很罕见。但是有一些外阴、阴道和卵巢
的恶性肿瘤，却是儿童或青少年多见，
在中老年女性反而不常见。例如以下
几种肿瘤：

葡萄状肉瘤：阴道和宫颈的葡萄状
肉瘤基本上发生在低龄的女童。常见
的症状是阴道出血，肿瘤较大时可以在
外阴口看见像“成串的葡萄”一般的肿
瘤组织。杨林峰表示，这种肿瘤恶性程
度较高，可能与怀孕期间妈妈服用合成
雌激素有关。

阴道透明细胞癌：中老年人的阴道
癌一般是HPV病毒感染造成的，这一
点和宫颈癌很像。但是幼女的阴道透
明细胞癌和HPV病毒没有必然关系，
而是和怀孕期间接触了过量的合成雌
激素（乙烯雌酚）有关。所幸目前孕期
使用乙烯雌酚已经非常罕见，因此这个
癌症要见到也不容易。

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这是从婴
幼儿到青春期女性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
瘤。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由一组癌症
构成，常见的有恶性畸胎瘤、内胚窦瘤、
无性细胞瘤等。这些肿瘤高度恶性，发
展快，不及时治疗致死率高。常见症状
是：腹部和盆腔的包块、快速产生的腹水
导致腹胀和食欲下降、消瘦。有的孩子
肚子逐渐增大，父母会误认为是孩子长
胖了。还有的肿瘤平时没有症状，但是
肿瘤突然发生扭转或破裂而造成剧烈腹
痛，此时往往需要急诊手术。

卵巢性索间质肿瘤：这也是一大类
肿瘤，在儿童和青少年女性最常见的是
颗粒细胞瘤。颗粒细胞瘤的症状和恶

性生殖细胞肿瘤类似，但是发展要慢一
些。

“儿童和青少年妇科恶性肿瘤的特
点是高度恶性、发展迅速，原因是很多
家长和医生认识不足而导致漏诊和误
诊率高。”杨林峰告诉记者，尽管这些肿
瘤非常可怕，但也不是不可能治愈的。
比如，有些葡萄状肉瘤和阴道透明细胞
癌发生在孕妇接触了合成雌激素（特别
是乙烯雌酚）的基础上，所以孕期避免
接触这类药物能很大程度上杜绝葡萄
状肉瘤和透明细胞癌的发生。

杨林峰表示，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
瘤对化疗高度敏感。通过积极、全面的
手术，配合手术后规范、足量的化疗，很

多患者不仅能够治愈，还能保留生育功
能。很多青少年妇科恶性肿瘤看上去

“来势汹汹”，但是对放疗、化疗反应很
好，使得这些肿瘤的预后反而较好。

杨林峰提醒广大家长，要重视儿童
和青少年女孩出现的阴道出血、腹胀、
下腹部包块等症状，不要以为小女孩就
不会得妇科病。怀疑患有恶性妇科肿
瘤时要及时到有治疗经验的大医院就
诊，明确诊断后尽早治疗。哪怕发现时
肿瘤已经比较大，也不要放弃治疗。很
多所谓的“晚期患者”，经过规范的治疗
都能健康的存活和成长。妈妈们平时
多注意女儿的变化，这类肿瘤做到早期
发现是有可能的。

小女孩
也会得妇科肿瘤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杨斌

今年4月25日是第30个“全国儿童
预防接种日”，主题是：“预防接种——孩
子的权利，社会的责任”。经过多年努
力，我省适龄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始终维
持在高水平，各类疫苗接种率均达到
95%以上，有效地保护了广大适龄儿童
的身体健康。

但是，很多家长对疫苗似懂非懂，海
南日报健康周刊记者针对家长关心的问
题，采访了省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

问题1 儿童免费接种疫苗
可预防哪些传染病？

省疾控中心答复：接种疫苗是预防
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之
一。我国疫苗分为两大类，一类疫苗和
二类疫苗。一类疫苗是国家免费提供
的，所有适龄儿童都应按规定接种；二类
疫苗是自费并自愿接种的。目前通过接
种免费疫苗可以预防12种传染病，新生
儿出生后按照国家免疫程序应接种的疫
苗，即：卡介苗、乙肝、脊髓灰质炎、百白
破、麻风腮、乙脑、流脑、甲肝疫苗。接种
以上疫苗可以预防：新生儿结核性脑膜
炎、乙肝、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百
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风疹、腮腺炎、
乙脑、流脑、甲肝传染病的感染。

问题2 孩子该不该
打自费疫苗？

省疾控中心答复：目前，我国疫苗分
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

的疫苗，第二类是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
受种的其他疫苗。

无明显疫苗接种禁忌症的孩子，建
议优先按照国家免疫程序接种一类免费
疫苗。如有可替代一类疫苗接种的二类
疫苗如脊灰灭活疫苗（IPV）（包括单苗
IPV和五联苗IPV）、甲肝灭活疫苗替代
国产减毒活疫苗等可供选择的疫苗时，
接种单位要告知家长，尊重家长的自主
选择权利，家长可自愿、自费、知情同意
下开展替代疫苗接种。

“一类疫苗是免费的，由国家财政支
出，所以只能预防一些基本的常见疾
病。而二类疫苗是对其他疾病预防的补
充，家长不必对此排斥，可以根据小孩实
际的身体状况与经济情况来自愿选择。
接种单位要在家长签字同意的基础上，
才能接种二类疫苗。”专家建议，在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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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种免费疫苗的基础上，儿童最好再添
种一些自费疫苗：如水痘疫苗，宝宝1周
岁以后接种一次，5年后再强化一次。
此外，自费疫苗还可以选择肺炎疫苗、流
感疫苗等，这些疫苗均能够很好地让孩
子抵御相对应的传染病。

外地来的7周岁以下儿童应在家长
陪护下及时到居住地的接种门诊办理预
防接种手续。办理登记手续时，最好带
上原籍卫生部门发的预防接种证；如果
无接种证，那么接种单位也会根据您提
供的情况，确定适当的接种方案，为您的
孩子提供接种服务。

问题3 要不要选择
进口疫苗？

省疾控中心答复：如今随着疫苗的

逐步国产化，国产疫苗的种类也在不断
丰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接种国产疫苗
或进口疫苗，均能起到预防疾病，保护健
康的效果。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论
述，证明进口疫苗好过国产疫苗。我国
一类疫苗中用的都是国产疫苗，几十年
下来，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案例极少，而
且已经有国产疫苗出口到国外了，国产
疫苗的安全性还是可信的。

问题4 疫苗接种后
有什么反应吗？
发烧怎么办？

省疾控中心答复：预防接种就是将
疫苗等生物制品接种到人体内，使机体
产生抵抗相应传染病的抗体，以达到预
防相应疾病的目的。疫苗接种绝大多数
是安全的，但是，各种生物制品对于人体
来说，毕竟都是一种异性蛋白，接种后机
体在产生抗体的同时，有时也会发生某
些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如少数儿童接
种疫苗后可能出现如低热、局部红肿、硬
结等症状，为一过性，一般3-5天即消
失，家长不必担心。有个别儿童会出现
高热、无菌化脓、皮疹等，一般对症治疗
短期可恢复，对机体无害。极个别儿童
会出现其他罕见的严重异常反应（严重
异常反应发生率1/10万-1/100万）。

因此，家长在孩子预防接种前应了
解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细心观察孩子接
种前一周内的健康状况，并如实向登记
人员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接种禁忌等
情况；在孩子接种完疫苗后必须在接种
点停留观察30分钟，以便一旦出现严重
异常反应能及时进行救护。

儿童接种回家后家长要注意观察儿
童，一旦发现有可能不良反应如孩子反
应程度较重、哭闹不止、高烧不退、局部
反应较重等症状的、或可能偶合其他疾
病的，要及时将孩子抱到综合医院进行
救治并及时报告接种单位。

宝宝何时不能接种疫苗？

假如您的
宝宝出现以下
情况时，专家建
议痊愈后再进
行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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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百科

要重视儿童和青少年女孩出现的阴道出血、腹

胀等症状

海南省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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