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草———中国人的头号慢病
危险因素

烟草使用是最为重要的致癌
危险因素。 吸烟是癌症和癌症死
亡的主要原因。 使用烟草制品或
经常处在环境烟草烟雾中生活
（也就是吸入二手烟）的人患多种
癌症的风险增加。而且，吸烟时间
越早、吸烟量越多，风险就越大。

酒精———饮酒越多 患癌症
的风险越高

饮酒， 也是引发癌症的四大
危险因素之一。 总体来看， 饮酒

和全身所有器官的肿瘤都有关
联。 任何剂量的酒精摄入都会导
致罹患癌症的风险增高。 且饮酒
越多， 患癌症的风险越高， 即使
少量饮酒也可以增加许多癌症的
患病风险。 而且， 在相同剂量的

酒精作用下， 女性将会受到更大
的伤害。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戒烟。 以癌症为例， 戒烟可

以减少因吸烟引起的癌症的发生
发展和死亡风险。 甚至， 即使在

癌症诊断时戒烟， 也可以降低死
亡风险。 与继续吸烟的人相比，
不管年龄多大， 戒烟的人的预期
寿命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年轻
时就能做到戒烟的人获益更大。

不饮酒或限酒， 因为饮酒同
样无安全阈值可言 。 不饮酒最
好！ 对许多人来说， 即使少量饮
酒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而饮酒者如果一定要喝酒， 则应
适量。 所谓适量饮酒， 即一天饮
酒的酒精量男性不超过25克， 女
性不超过15克。 （午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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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人天生有两个排便的 “黄金
时间”， 一个是早上起床的 “起
立反射”， 早上一觉起来， 由躺
变坐再到站， 肠道蠕动增多， 帮
助大便排出 。 另一个是饭后的
“胃肠道反射”， 即进餐后食物刺
激胃引起胃肠道反射， 唤醒天然
的排便反射。 排便时要集中注意
力， 减少外界干扰， 尽量不玩手
机、 玩游戏、 看报纸等。

红灯

早上是排便黄金时段

和人体一样 ， 牙齿也有年
龄 。 一般来说 ， 30岁牙釉质变
薄， 牙齿开始变色； 40岁牙床萎
缩， 牙齿开始轻微松动， 出现缝
隙； 50岁牙齿变得易碎， 易感染
而损坏。 很多人认为牙齿越白越
好。 事实上， 牙齿的颜色是由表
面的釉质和内层的本质决定的，
健康的牙齿本身就是淡黄色的。

3种情况要去医院“掏耳朵”

①耳朵里有明显的堵塞感。
有些人先天外耳道口狭窄， 耵聍
无法正常自行排出， 当堵塞感十
分明显时，需要到医院进行检查。
②出现听力下降。 有些人突然出
现听力不佳， 需到医院进行检查
确诊。 ③不当采耳后出现问题。
一些人经常随意采耳， 对耳道造
成损伤，致使耵聍无法顺利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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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种晚餐食物干扰睡眠

晚上睡不着觉和晚餐饮食也
有一定关系， 比如晚上吃一些在
消化过程中会产生较多气体的食
物， 如豆类、 包心菜、 绿椰菜、
青椒 、 茄子 、 土豆 、 芋头 、 玉
米、 香蕉、 面包、 柑橘类水果，
会让人产生腹胀感， 妨碍正常睡
眠。 推荐在晚上5点-7点间吃晚
餐， 并尽量保持规律。

淡黄色是牙齿的“健康色号”

□本报记者 陈曦

疫苗接种那些事儿
新手爸妈看过来

儿童为什么要接种疫苗？

我们知道， 健康的成年人是
有免疫力的， 但是5岁以下的儿
童免疫系统发育还不完善， 免疫
力低下。 尤其是6个月龄以内的
宝宝， 其免疫力主要依靠出生时
从妈妈身体获得的母传抗体。 母
传抗体水平在宝宝出生时最高，
随着婴幼儿成长而逐步降低， 在
6月龄时降至最低。 此时婴幼儿
自身对病原感染的免疫力极低，
便给细菌和病毒提供了最佳入侵
机会， 需要接种疫苗， 来增强其
对特定疾病的免疫力， 从而起到
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作用。

儿童要打哪些疫苗？

目前我国将疫苗分为两类：
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向公民

提供， 公民应该依照政府规定受
种的疫苗， 也称免费疫苗 （官方
名字叫 “免疫规划疫苗”）。 外来
儿童和本地儿童享有同样的接种
权利， 只要没有禁忌症， 都应该
及时给孩子接种。 此类疫苗如果
不接种， 可能会影响宝宝入托、
入园、 入学。

适龄儿童可免费接种的一类
疫苗 ： 卡介苗 、 脊髓灰质炎疫
苗、 乙肝疫苗、 百白破疫苗、 白
破疫苗 、 麻风疫苗 、 麻腮风疫
苗、 A群流脑疫苗、 A群C群流脑
疫苗、 乙脑疫苗、 甲肝疫苗。

二类疫苗为公民自费并且知
情、 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官方
名字叫 “非免疫规划疫苗”。

二类疫苗虽然需要自费接
种， 对于保护孩子的健康也同等
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最优先推荐
儿童接种的疫苗有两种： 肺炎疫
苗和流感嗜血杆菌疫苗 （Hib疫
苗）。

建议接种的二类疫苗： 流感
疫苗、 水痘疫苗、 手足口疫苗、
轮状病毒疫苗等。

儿童疫苗免疫规划
有了新调整

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
序及说明 （2021年版）》， 与之前
的版本相比， 有了五大变化：

变化一 未完成国家免疫规
划规定剂次接种的可补种年龄从
“＜14周岁”调整为“＜18周岁”。

变化二 明确了左右大腿为
可选接种部位。 当多种疫苗需要
同时注射接种时，可在左右上臂、
左右大腿分别接种。

变化三 明确了下列情况并
不属于疫苗接种禁忌症： 生理性
和母乳性黄疸； 单纯性热性惊厥
史；癫痫控制处于稳定期；先天性
遗传代谢性疾病 （先天性甲状腺
功能减低、苯丙酮尿症、21三体综
合征等）；病情稳定的脑疾病、先
天性心脏病、先天性感染（梅毒、
巨细胞病毒和风疹病毒 ）等。

变化四 调整了脊灰疫苗与
麻腮风疫苗免疫程序。 脊灰疫苗
接种对象及剂次由原来的“2月龄
接种1剂灭活脊灰疫苗（IPV），3月
龄、4月龄、4周岁各接种1剂脊灰
减毒活疫苗”改为“2月龄、3月龄
各接种1剂灭活脊灰疫苗，4月龄、
4周岁各接种1剂脊灰减毒活疫苗
（bOPV）”。已按免疫程序完成4剂
次含IPV成分疫苗接种（如：五联
疫苗），则4岁可不再接种bOPV。

麻腮风疫苗的接种程序由之
前的8月龄接种麻风疫苗 （MR）
调整为接种麻腮风疫苗。 也就是
说麻腮风疫苗共接种2剂次， 8月
龄、 18月龄各接种一次。

变化五 2021年版免疫程序
建议将表面抗原阳性或不详的母
亲所生新生儿， 接种第1剂乙肝
疫苗时间从 “出生后24小时内”
调整为 “出生后12小时内”。

将乙肝疫苗接种的 “低出生
体重” 明确界定为出生时体重<
2000克者， 建议其出生后尽早接
种第1剂乙肝疫苗 ， 并在满1月
龄、 2月龄、 7月龄时重新按程序
再完成3剂次接种。

带孩子打疫苗
这些问题别忽视

接种前如实告知
宝宝健康状况

接种前， 需要事先准备好宝
宝的 《预防接种证》， 以便让医

生凭证接种。
接种前需要告诉医生， 宝宝

近期是否患病及当前的健康状
况， 一个月内是否在其它地方接
种过疫苗。 原来接种疫苗是否出
现过敏、 高热、 抽搐等反应， 以
便医生掌握疫苗接种禁忌， 决定
本次是否给宝宝接种疫苗。

确定宝宝是否有身体不适，
如果患有结核病、 急性传染病、
肾炎、 心脏病、 免疫缺陷病、 皮
肤敏感者等需要暂缓接种。

接种的前一天可以给宝宝洗
个澡， 清洁一下皮肤， 换内衣，
对接种部位保持清洁 ， 防止感
染 。 当天最好穿清洁宽松的衣
服， 便于医生施种。

和医生讲述一下宝宝的既往
病史、 过敏史、 家族史及以往接
种疫苗的反应史等， 有什么禁忌
症或慎用症也要让医生准确知
道， 以便保护好宝宝安全。 最好
不要让宝宝在空腹时或者过度疲
劳时接种， 以免引起晕针。

部分疫苗接种后
不能吃热的食物

接种疫苗后护士一般都会给
一根棉签让家长按住针眼几分
钟，家长注意不要揉搓接种部位，
等针眼不出血了再拿开棉签，并
丢入医疗垃圾专用的垃圾桶。

接种后留观30分钟， 观察宝
宝是否发生严重过敏反应， 以便
有问题可以及时救治。

家长需注意， 口服脊灰疫苗
后半小时内不能进食任何温、 热
的食物或饮品。 如果宝宝接种百
白破疫苗后接种部位出现硬结的
情况， 在接种后的第二天家长可
以开始进行热敷 ， 帮助硬结消
退。

接种疫苗当天， 不要给宝宝
洗澡， 避免注射针眼感染。

接种前后几天 ， 不要 给 宝
宝吃未接触过且不易消化的食
物， 以防出现不良反应时难以判
断原因。

接种疫苗后， 绝大多数宝宝
不会有什么异常感觉和表现。 少
数宝宝可能会发生发热、 接种部
位红肿疼痛、 烦躁不安、 吃饭比
正常少、 哭闹的现象等， 都属预
防接种一般反应， 正常不需特殊
处理， 只要多饮水、 适当休息等
对症处理， 一般几天内会自动消
失。

如果宝宝注射疫苗后出现
高 热 、 接 种部位硬结比较大 、
过敏性皮疹等情况， 就要及时与
接种门诊联系， 立即带宝宝去医
院就诊。

吸烟和饮酒 癌症风险的“帮手”市疾控中心

吸烟与饮酒， 在相当多的人身上， 这两种行为是同时存在
的。当健康没有拉响“警报”时，我们可能只把它们视为一种行为习
惯。 可如果身体功能出现了问题， 才发现这两个“罪魁祸首”。 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 远离烟酒， 预防癌症。

众所周知， 预防接种是控制传染病最有效、 最简单、 最经济的手段， 疫苗接种为无数孩
子健康成长撑起了 “保护伞”。 自我国实施计划免疫工作至今， 儿童免费接种的疫苗品种已
经从4种增加到现阶段的11种， 预防疾病也从6种增加到现阶段的12种。 然而仍有家长不了
解， 0至6岁的孩子在不同年龄需要接种哪些疫苗？ 自己孩子接种疫苗的种类齐全了吗？ 我们
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预防保健科主管护师徐海燕来了解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