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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实力不容小觑

流流感感疫疫苗苗接接种种正正当当时时

科学家发现 ， 情绪激动可
能会导致呼吸碱中毒 。 也就是
在过度紧张忧虑 、 哭喊大叫等
情况下， 人的呼吸会变快变浅，
出现头晕 、 手脚发麻等 。 出现
这种情况 ， 可以使用纸袋子呼
吸 ， 这样有助于恢复二氧化碳
浓度。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秋冬季节寒邪严重， 一旦感
受寒邪， 孩子就容易咳嗽、 流清
鼻涕、 呛咳。 可以用陈皮泡水，
陈皮具有宣肺散寒的作用， 一般
孩子用一瓣， 成人用三瓣， 如果
受寒严重， 可以放入紫苏叶三克
（孩子可以放少一克 ）， 一起泡
水， 当作茶饮喝就可以了， 用来
散寒宣肺。

你可能认为 ， 墨镜颜色越
深 ， 过滤紫外线的功能越好 。
其实 ， 太阳镜过滤紫外线的功
能只与镀膜有关 ， 颜色越深反
而越危险 。 吸光效果较好的浅
灰色镜片最适合开车族 。 因为
灰色能融入各种光谱 ， 不会改
变基本色谱 ， 对色彩和亮度的
影响不大。 其次是墨绿色镜片。

牙膏三个月换一次

长期使用同一种牙膏， 这样
可能会使某些口腔细菌产生 “耐
药性”和“抗药性”， 导致口腔菌
群失调， 降低口腔的自愈功能。
为了维护口腔健康， 建议三个月
左右换一次牙膏。 这样既可以防
止耐药性、抗药性的产生，又能够
避免某些成分过多地摄入体内。

受寒咳嗽用陈皮泡水

墨镜颜色深开车增危险

情绪激动或导致“中毒”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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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启
动了产品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
通过邀请社区居民跟随执法人员
一同走进送餐企业， 了解企业的
经营过程和执法人员的监管工
作， 从而推进社会共治在丰台区
落地生根。

执法人员与社区居民共同来
到送餐企业， 执法人员首先详细
检查了加工车间员工手部有无外
伤和皮肤疾病， 同时核对从业人
员的健康证情况。

随后， 重点检查了粗加工间
和切配间餐饮具的洗消， 操作间
生熟分开、 调料的保质期， 分餐

间检查紫外线灯使用情况， 并对
企业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及进
货台账等进行了核查。 检查完毕
后， 公司相关负责人带领社区居
民和执法人员来到了企业的生产
车间， 参观了餐品制作环境， 餐
品加工流程。

今年以来， 丰台区市场监管
局不断加大送餐企业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等工作力度， 坚持做
到每月一次全覆盖检查、 抽检，
并与专项工作相结合， 以关键时
间点、 关键风险点为抓手， 以专
项促整治， 以整治促规范。

（宋京）

走进“送餐企业”
推进社会共治

近期多位医生在接诊中发
现， 儿童患龋齿的情况越来越
多， 儿童口腔健康不容乐观。
专家提示， 家长是孩子口腔健
康第一责任人， 应尽早关注儿
童口腔健康。

2017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
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也显
示， 我国12岁儿童恒牙龋患率
为34.5%， 比十年前上升了7.8
个百分点。 5岁儿童乳牙龋患
率为70.9%， 比十年前上升了
5.8个百分点 ， 儿童患龋情况
已呈现上升态势。

“从出生开始， 家长应为
婴幼儿清洁口腔。” 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
医生王变红建议， 婴儿出生之
后， 家长应每天用软纱布或软
毛牙刷为孩子擦洗口腔。 牙齿
萌出后， 可用纱布或软毛刷轻
轻地为孩子擦洗口腔和牙齿。
当多颗牙齿萌出后， 家长可用
指套刷或软毛刷为孩子每天刷
牙2次， 并确保清洁上下颌所
有的牙面。 在家长的辅助和监
督下， 儿童应完成每日至少两
次的口腔护理。

王变红说， 如果儿童有吮
指、 咬下唇、 吐舌、 口呼吸等
不良习惯， 应尽早戒除， 否则
会造成上颌前突、 牙弓狭窄、

牙列拥挤等错颌畸形。 如果不
及时纠正不良习惯， 后续的错
颌畸形矫正治疗将需要投入更
多精力和财力。

很多家长认为， 因为乳牙
会掉， 就算患龋也无需治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
院儿童口腔科医生张元敏表
示，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龋病能引起孩子牙痛，
牙龈、 面部肿胀， 甚至高热等
全身症状。 龋病长期得不到治
疗或造成儿童偏侧咀嚼， 双侧
面部发育不对称， 还会影响恒
牙的正常发育和萌出。” 他建
议， 如果孩子患有龋齿， 应尽
快到正规口腔医疗机构就诊。

除了每天两次的口腔护
理， 儿童爱牙护牙还能做些什
么？ 专家建议为适龄儿童进行
窝沟封闭， 这是预防恒磨牙窝
沟龋的最有效方法。 张元敏表
示， 其原理是用高分子材料把
牙齿的窝沟填平， 使牙面变得
光滑易清洁， 细菌不易存留，
达到预防窝沟龋的作用。 由医
生检查后， 确认符合适应症的
牙齿就可以做。

“但即使进行了窝沟封闭，
仍然不能忽视每天认真刷牙。”
张元敏提示。

（新华）

丰台市场监管局

No.1为什么要接种流感疫
苗？

流感的临床表现为发热、 头
痛、 浑身酸疼无力、 怕冷； 多伴
有呼吸系统的症状， 如流鼻涕和
干咳。 流感也可能引起腹泻和呕
吐。 重症病例可出现肺炎、 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 休克等多种并
发症， 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流 感 相 对 于 普 通 感 冒 而
言 ， 体温更高， 持续时间更长，
全身症状更重， 并发症和病死率
也更高。

根据世卫组织和全球卫生合

作伙伴的最新估计， 全球每年约
有5-10%的成人和20-30%的儿
童罹患流感， 导致300-500万重
症病例和29-65万人死亡。 接种
流感疫苗是目前世界公认的预防
流感最为有效的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发布
的 《 2019-2030年全 球 流 感 战
略 》 中 ， 特 别 指 出 “每年接种
流感疫苗” 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
方法。

北京市推动流感疫苗大规模
接种已有12年的历史， 观察数据
证明流感疫苗对北京市流感疫情
控制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 效果

专家建议：
应尽早关注儿童口腔健康

最最近近京京城城的的气气温温起起伏伏不不定定，， 季季节节变变换换中中不不少少市市民民
““中中招招””，，患患有有感感冒冒、、发发烧烧等等症症状状的的呼呼吸吸道道疾疾病病患患者者多多了了
起起来来。。 市市疾疾控控中中心心建建议议：：重重点点人人群群须须提提前前接接种种流流感感疫疫苗苗。。

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是流
感的高发期， 好在还有掣肘流感
病毒的方法， 那就是———接种流
感疫苗。

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最有效
的预防方法， 眼下正是打流感疫
苗的最佳时间。

全世界每年都有5%-15%的

人患上流感， 流行季节发病率可
达14%-50%， 并且会引发多种并
发症， 死亡率也较高。

众所周知， 每年的冬春时节
是流感的高发季。 由于流感疫苗
接种后2-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水
平的抗体， 因此， 流感疫苗接种
最好在10月底前完成。

■ 打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到了 ■

■“流感疫苗”热点五连问 ■

明显。 学生群体的接种率越高，
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越低， 流
感疫苗接种率≥50%的学校出现
流感集中发热疫情的概率降低了
85%。 在流感疫苗株与流行株匹
配的情况下， 接种流感疫苗的个
体感染流感病毒的风险可减低大
约50%。 说明流感疫苗可以为抵
御流感建立一道坚实的屏障， 守
护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

No.2北京市流感疫苗免费
接种的人群有哪些？

主要有60岁以上京籍人群和
在校中小学生两大类。

60岁以上京籍人群是指具有
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
年龄在60周岁以上 （出生日期在
1959年12月31日之前） 的人群。

所有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
生， 包括小学、 普通中学、 普通
中专、 职业高中、 工读学校、 特
殊教育学校的学生， 既包括中国
学生， 也包括外籍学生。

No.3今年使用的流感疫苗
有哪些种类？

从疫苗包含的抗原成分来讲
（也就是有效成分）， 今年有两种
类型的流感疫苗： 三价疫苗和四

价疫苗。区别就是一个含有3种抗
原， 可以预防H1N1、H3N2和BV
三种流感病毒感染；另一个含有4
种抗原， 除了预防前面3种病毒，
还可以预防BY型流感病毒 。 两
种疫苗预防流感都是有效的。

No.4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
时间？

从9月16日开始全市已启动
了中小学生的免费流感疫苗集中
接种工作。

10月8日已开展60岁以上京
籍人群的接种工作， 符合条件的
人群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就
近的接种门诊完成接种。

整个工作将持续两个月的时
间， 11月30日为截止日期。

No.5还有其他的免费接种
项目吗？

2018年北京市启动了65岁以
上人群肺炎球菌疫苗免费接种项
目， 凡是年满65周岁的北京户籍
人群， 或者有北京市社会保障卡
的人群， 近5年内没有接种过肺
炎球菌疫苗的， 都可以到接种门
诊免费接种23价肺炎球菌疫苗。

肺炎球菌疫苗可以和流感疫
苗同时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