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苗接种服务有序

疫苗接种服务有序恢复恢复，，宝爸宝妈们应注意什么

宝爸宝妈们应注意什么？？

宝宝打疫苗 记得早预约

小心“口罩皮炎”找上门

家住海口的孙女士最近很困
扰。近两周来，脸颊突然长了许多
小疹子，又红又肿，瘙痒难耐。白天
工作时只能强忍，晚上下班了回到
家，双手一通抓搔，两侧脸颊红肿得
更加严重。忍无可忍，只得来到医
院皮肤科就诊。

吴伟伟介绍，疫情期间，不少
人出现了像孙女士同样的情况，皮
肤面部多处有红斑、肿胀、丘疹，边
界清楚，结合目前不少人上班需
长期佩戴口罩的情况，很可能是
由长时间佩戴口罩而引起的过敏
性皮炎。

吴伟伟说，皮肤损伤分为好几
类，接触过敏属于最常见的。有些
人对口罩材质过敏，表现为边界清
楚，皮肤潮红、红肿，可有小丘疹，伴
有灼热或不同程度的瘙痒。另一种
是皮肤本身就有问题，在口罩捂盖
下潮湿温热导致皮肤刺激反应。还
有一些不合格的口罩材料也可引起
原发刺激，导致皮肤出现红斑、肿
胀，刺痛明显。

如果出现佩戴口罩轻微过敏，

吴伟伟建议在居家、通风良好或人
员密度低的场所，可以选择暂时摘
下口罩，让面部皮肤透透气。可以
选择在口罩内垫两层纱布，将皮肤
与口罩隔开。佩戴前在脸颊处涂抹
保湿乳，去除口罩后用清水清洁皮
肤，随后涂抹保湿乳保护皮肤。

如果过敏严重，需要治疗时，有
糜烂渗出液的情况，可用硼酸溶液
冷湿敷（一日2次）；红斑部位对症选
用外用药膏（如地奈德乳膏、氢化可
的松乳膏）；必要时口服抗过敏药
（如依巴斯汀片等，儿童可选用左西

替利秦口服溶液），能迅速缓解病
情。晚间适当使用保湿霜一次，有
利于恢复皮肤。

“口罩痘”慎用化妆品

吴伟伟说，也有一些人群，比如
医护人员需要长期戴口罩做防护，
特别是油性皮肤人群，在口罩遮盖、
皮肤温湿度上升的情况下，油脂分
泌旺盛，导致皮脂腺导管易闭塞，易
引起痤疮丙酸杆菌、马色拉菌、螨虫
的滋生，导致面部皮肤感染，易诱发

黑头、闭口粉刺、“青春痘”、玫瑰痤
疮等皮肤问题，俗称“口罩痘”。出
现这样的症状又该如何处置？

吴伟伟支招：对于长时间佩戴

口罩导致的痤疮样损害，应每日至

少清水洗脸2次，合理选择面部清洁
剂，慎用化妆品，涂抹清爽的保湿
霜。轻者外用抗生素类药膏，重者
可酌情外用异维A酸红霉素凝胶或
口服米诺环素等。

还有一些人戴口罩出现皮肤干
燥、脱屑。吴伟伟介绍，在长时间佩
戴口罩形成的潮湿环境下，口罩使
口鼻呼出来的水分不能及时蒸发，
皮肤表面一直潮湿温热，会导致角
质层肿胀，细胞屏障受损，皮肤锁不

住水，久而久之刺激物和细菌易进

入活性表皮层，引起角质层的非正

常脱落，导致皮肤干燥、脱屑。

吴伟伟建议，干燥的皮肤可选
择一些温和无刺激的洗面奶或直接
采用清水进行清洁。清洁后使用含
有神经酰胺等成分的乳液，模仿生
理脂质保护皮肤；不建议使用面霜，
面霜料体过于厚重，虽能在皮肤表
面成膜、阻止水分流失，但不利于角
质层的新陈代谢，易堵塞毛囊，导致
皮肤出现干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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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
市皮肤性病和精神病防治所接种门诊发
现，相比疫情之前，该接种门诊的人流量
得到大幅度控制，从进门测体温、出示健
康码核验、登记、接种、留观，每个环节都
秩序井然。

“工作人员昨天下午给我打来电话，
询问了流行病学史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按
照预约今天上午9点20分来打疫苗。”家
住海口东湖附近的赵女士带着3个多月
的宝宝来打乙肝疫苗第二针，她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按照正常时间一个月前就应该
来打，但是工作人员告诉她，延期一个月
也不会影响接种效果。

接种门诊负责人黄敏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为避免预防接种过程中人群大量聚
集，降低感染潜在风险，该门诊通过预防
接种信息系统，梳理接种者相关信息，以
既往因新冠肺炎疫情延迟接种时间的受
种者为优先预约和接种对象。

据了解，疫情前，该门诊一天平均有
100人左右接种疫苗，疫情发生后，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了人流量控制，目前仅限
30人接种。但为了尽可能满足群众的接
种需求，该门诊增加接种运转日，由原来
的一周3个工作日接种，增加到一周5个
工作日接种。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仍
处于疫情防控期，为了确保接种安全，各
个预防接种点基本都采取了“减少日接
种量，增加接种运转日”的方式，同时采取
严格防控措施。

“我们对接种的家长和儿童会经过两
次分检，分检没有问题后才会进入接种
室。”海口海甸岛一家接种门诊负责人介
绍说，在接种完成后，家长会带着孩子从
专门的通道离开接种门诊。除了对接种
流程进行规范外，社区服务中心每天还会
对医护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并且在接种日
前后，会对门诊进行全面消毒。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符王润

“以前做一次检查需要跑好几处才能完成，有

了产科一体化门诊，全部都集中在一层完成检查，

真是方便多了。”3月17日上午，在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省妇幼保健院院区，前来做产检的海口市

民张女士笑着说道。日前，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一体

化门诊正式开业。

据了解，升级后的产科一体化门诊不但在环境

上有了更大改善，服务流程上也有了进一步优化，

将为广大孕妇提供更优质便捷的“一站式”医疗保

健服务。产科一体化门诊根据妇女孕期不同阶段

的健康需求，有针对性开展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与

指导、孕期营养、疾病筛查与防治、健康管理、遗传

咨询与产前筛查等医疗与保健服务。

产科一体化门诊主任陈惠丽介绍，新搬迁升级

的产科一体化门诊位于省妇幼保健院二楼，面积比

原有门诊扩大了两倍多。产科一体化门诊设有产

科普通门诊、高危门诊、糖尿病专病门诊、营养门

诊、心理门诊、助产士门诊、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以

及超声检查室、宣教室、采血室等。“此次我们在原

有的服务基础上，增加了心理门诊、特需专家门诊

和糖尿病门诊，为广大孕妇提供更多的特色服务。”

陈惠丽介绍。

其中，助产士门诊主要为低危孕产妇提供孕

期、产时以及产后的相关指导。而糖尿病专病门诊

则由专业的营养医师对孕妇进行有针对性营养指

导和运动指导，帮助孕妇更好控制自己和胎儿体

重，提升顺产几率。心理门诊则是由专业的心理咨

询师对孕产妇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她们更好地应对

孕期、产前和产后的特殊时期。另外，产科一体化

门诊还开设了新生儿随访门诊，可以为新生儿进行

常规体格检查。

“过去孕妇做产检，在产检门诊开单后，需要

分别到不同的楼层抽血、做相关检查和打印检查

报告等，现在只要在这一层楼就可以完成所有的

产检项目，简化了产检的流程，大大缩减了孕妇产

检的时间。”陈惠丽介绍，除了极个别孕妇需要进

行的心电图和核磁共振项目外，产科一体化门诊

涵盖了能够满足绝大部分孕妇产检所需的项目，

为孕妇提供“一站式”产检服务，提升孕妇就医体

验。

陈惠丽介绍，下一步，产科一体化门诊还将

进一步加强孕期科普知识的宣传，在目前的孕

妇学校基础上开设线上和线下的孕妇小课堂、

孕妇运动课堂、孕妇营养小课堂等免费科普课

程。

本报讯（记者马珂）作为海南省唯一获批可开

展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第三方医检机构海南金域

医学检验中心日前成功获得ISO15189国际标准认

可，成为省内首家获得该认可的第三方医检机构，

进一步助力海南省医检水平提升。

据悉，海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为海南省批准的

首家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第三方检验机构，

配有通过省临检中心验收通过的PCR实验室，拥有

PCR检验员9名，专项物流配送人员40多人，覆盖

海南所有市县的物流网络、县级网点。自成立以来

已持续为海南省各个市县及各中心的科研及监测

项目提供专业的样品收取和运输服务，对高危易感

样本运输有丰富的实操和管理经验。

据了解，自疫情发生以来，海南金域医学检验

中心主要承接政府委托的对三甲医院发热门诊、密

切接触者，公检法机构人员等的核酸检测工作，以

及省内重点企业复工复产筛查。通过调配检测人

员和PCR扩增仪，海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实验室确

保收到标本后24小时内出检测报告。截至目前，海

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核酸检测量累计近2万例，每

日检测产能可达2000人份。

预防“口罩皮炎”有妙招——

这样戴口罩不会长痘痘

我省第三方医检机构

首获国际标准认可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产科一体化门诊
“一站式”服务孕产妇

■ 本报记者 侯赛

随着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取得阶段
性成效，海口开放
疫苗接种也已一周
有余，目前各接种
门诊接种情况如
何？疫苗延迟打，
是否还有效？哪些
疫苗可以延迟补
种？对此，海南日
报记者进行了走访
调查，为家长们答
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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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664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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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新冠疫情防控期间，
实行预约接种，各接种门诊会根
据家长预约先后和实际掌握的重
点人群进行有序安排接种，预约
方式以接种门诊医生主动联系家
长预约为主。

疫情期间，为确保宝宝身体
健康，莫少雄建议，接种当天应给
宝宝量体温，并观察宝宝身体状
况，如果出现发烧、咳嗽、呕吐、腹
泻等病症应取消接种计划。待宝
宝身体恢复后，再接种疫苗。在
去接种之前，先通过电话、网络等
方式进行咨询预约，避免在接种
门诊聚集。

去接种时，尽量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减少交叉感染几率。
在外看护好孩子，除了戴口罩外，
手部卫生很关键，看好孩子别乱
摸，不要让孩子用手揉眼睛、挖鼻
孔等。可以随身携带消毒湿巾或
者免洗洗手液，随时清洁孩子的
手，或者给孩子戴手套。

接种之后应注意哪些事项？
莫少雄说，接种后要观察30分钟
再离开接种门诊，观察期间，如果
接种门诊人多，可以在门诊附近
的户外、相对空旷人少的区域观
察。接种后有些儿童可能有发
热、局部红肿等不适症状，一般可
以缓解，无须特殊处理。

海口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莫少雄介
绍，为减少人群聚集，预防交叉感染，目
前接种门诊都是分期分批，按照“免疫
规划疫苗优先、基础免疫疫苗优先、含
麻疹成分或脊灰成分疫苗优先、有接种
时限要求疫苗优先”这四类疫苗优先原
则进行接种安排。

莫少雄介绍，有些疫苗是不建议
延迟接种的疫苗。比如新生儿首剂乙
肝疫苗和卡介苗，需要在出生后尽快接
种，尤其是母亲乙肝表面抗原HBsAg
阳性的新生儿，首剂乙肝疫苗应在产科
接种单位及时接种，并进行乙肝免疫球
蛋白阻断；3月龄以下婴儿的卡介苗无
接种禁忌症者及时接种。狂犬病及破
伤风暴露后会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危及
生命，建议按照预防接种程序及时、全
程接种。

目前，根据相关要求，以下为优先
预约接种的疫苗和重点人群：

①HBsAg 阳性母亲所生新生儿的
乙肝疫苗接种；

②在产房未接种乙肝疫苗、卡介苗
的新生儿；

③超过国家建议的免疫规划疫苗
接种程序期限或快到期限的儿童；

④含麻疹成分或脊灰成分疫苗；
⑤少数有时限要求的非免疫规划

疫苗等特殊情况疫苗，如五价轮状病毒
病苗、13价肺炎疫苗等有月龄限制要求
的疫苗；

⑥在逐步完成上述优先接种对象
后，其余需接种的疫苗。

如果有些疫苗受疫情影响，不能及
时接种，会不会对孩子健康有影响？采
访中，很多家长表示了担忧和疑虑。

莫少雄说，延迟接种疫苗一般不会
影响疫苗的接种效果，但会使儿童获得
免疫保护的时间延迟，增加暴露疾病的
危险性。由于疫情而延迟接种疫苗，家
长们也不要担心，按照国家《预防接种
工作规范》及疫苗说明书，家长们可在
预防接种门诊恢复接种后前往补种即
可。补种时，对于多剂次接种的疫苗，
补足未完成剂次即可，无需重新补种。

关注

■ 本报记者 侯赛

从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战役打响的
第一刻起，口罩成为
我 们 的 必 备“ 武
器”。但长时间佩戴
口罩也会带来诸多
烦恼，有些人还出现
皮肤过敏、痤疮等不
良反应。

为了个人和他
人的健康防护，疫情
不 结 束 口 罩 不 能
摘。那么，戴口罩后
出现了过敏症状又
该如何应对？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了海
南省第五人民医院
皮肤外科病区主任
吴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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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门诊采取“减少日接种量等多种方式
确保接种安全。

本报记者 侯赛 摄

3月17日上午，海
口市皮肤性病和精神
病防治所接种门诊内，
儿童接受疫苗接种。

本报记者 侯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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