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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妙招助学子快速适应校园节奏
远离狂犬病 防治是关键
每年 9 月 28 日是世界狂犬病日，本
期，通过了解狂犬病的前世今生，远离狂
犬病的危害。

病死率高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
一种动物源性传染病，
主要通过破损的皮
肤或粘膜侵入人体，
临床大多表现为特异
性恐风、恐水、咽肌痉挛、进行性瘫痪等。
狂犬病毒的潜伏期多数在 1-3 个月，小于
1 周或多于 1 年的情况很罕见。狂犬病一
旦发病，其进展速度很快，病死率几乎
100%。

传播途径明确

□图片来源：
东方 IC
开学两周，不少孩子还处于“假期”状
态，难以适应校园新环境。孩子从轻松的
暑假一下子过渡到紧张的学习作息，难免
有一些不适，不少孩子会出现焦虑不安、
情 绪 低 落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等“ 开 学 综 合
征”。家长们需要帮助其适当调整，尽量
适应校园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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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心态 循序渐进
首先，可以陪孩子选购新学期的学习
用品，多陪孩子共读书籍，为孩子营造轻
松的学习环境。
其次，开学初期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
力，多沟通交流，
循序渐进地进行引导。
最后，
可以结合新学期的学习计划，
因
材施教，
培养兴趣爱好，
激励孩子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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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充足 效率提高
“晚上不睡觉，早上起不来”是很多孩
子假期的生活常态。开学后，家长们要帮
助孩子调整作息，养成早睡早起、保证充
足睡眠的好习惯。
教育部规定，小学生每天要保证 10
小时睡眠，初中生每天要保证 9 小时睡
眠，高中生每天要保证 8 小时睡眠。但事
实上，大部分孩子的睡眠状况不容乐观，
曾有调查报告显示，中小学生在学习日能
达到睡眠要求的仅两成多，睡眠时间严重
不足。
充足的睡眠是保证身体健康和良好
学习能力的基础，如果长期睡眠不足，会

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使学
习效率和质量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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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均衡 消除疲劳
学龄儿童智力和体格的正常发育离
不开充足的营养，这也是孩子身体健康的
物质保障。开学后，家长们更需要保证孩
子的合理膳食，提供均衡营养。
学龄儿童应做到三餐合理，规律进
食，培养健康饮食行为。日常生活中要合
理选择零食、足量饮水、不喝含糖饮料，餐
饮习惯上要做到不偏食、不节食，不暴饮
暴食，保持适宜体重增长。处于生长发育
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平均每天要摄入 12
种 以 上 的 食 物 ，每 日 摄 入 谷 薯 类 食 物
250-400 克，每天摄入蔬菜 300-500 克，每
日 吃 新 鲜 水 果 200-350 克 ，每 天 饮 水
800-1400 毫升，多食用牛奶、豆制品、鱼
和蛋类食物，
少吃高油高脂食物。
均衡的营养不仅能帮助孩子减少假
期后的胃肠负担，还能帮助他们消除学习
疲劳、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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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运动 缓解压力
时下，大部分家长把关注重心放在孩
子的学习成绩上，忽视了身体活动的重要
性。
《中 国 儿 童 青 少 年 身 体 活 动 指 南
（2017）》建议，儿童青少年应每天至少累
积达到 60 分钟的中、高等强度身体活动，
包括每周至少 3 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和
增强肌肉力量、骨健康的抗阻活动。同

时，每天接触屏幕时间应限制在两小时以
内，减少因课业任务带来的持续久坐行
为，课间休息和课后作业间隙应适当进行
身体活动。
适量的身体活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促进骨骼肌的发展，还能促进脑结构、认
知功能的发展，缓解学习压力、提高学习
成绩、减少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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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视力 光明未来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不
断攀升。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等 8 部门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明确
指出，家长应增加孩子户外活动和锻炼，
减轻课外学习负担，保障孩子睡眠和营
养，纠正不良用眼行为，掌握孩子视力健
康状况。发觉其视力异常时，及时到正规
眼科医疗机构检查。

预防接种 建立免疫屏障
宝宝从呱呱坠地来到世界的那一刻
开始，就面临着各种疾病威胁，如脊髓灰
质炎、结核、乙肝、百日咳、麻疹、流脑、水
痘等，这些疾病均属于疫苗可预防传染
病。我国 1978 年以来通过扩大免疫规划
（EPI），在适龄儿童群体中建立免疫屏障，
最大程度地降低儿童及青少年感染疾病
的风险。
疫苗的主要作用是诱导机体产生针
对特定传染病的抵抗力，使儿童在进入相
应疾病高发年龄之前就获得保护。
疫苗虽好，但以下几种情况禁止接种
疫苗：
（1）具有严重过敏史；
（2）对疫苗任一成分过敏；
（3）有免疫缺陷、免疫功能低下或正

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
（4）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
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5）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
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
（6）既往接种同类疫苗后出现过严重
不良反应禁止接种该类疫苗。
因此，孩子是否需要接种疫苗需要家
长配合说明、医生判断或者进一步检查后
明确。
实际生活中，宝宝因感冒、过敏、腹泻
等各种原因推迟接种疫苗是不可避免的，
且延迟接种的期限并无限制，只是延迟接
种期间宝宝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免疫力，
会增加患病的风险，因此建议宝宝康复后
尽快补种。

一、
二类疫苗 按需选择
对处于特定月龄需接种两种及以上
疫苗的宝宝而言，现阶段的一类疫苗均可
按照免疫程序同时接种，目前并无证据表

预防手段简单易行
狂犬病致死率虽高，
但预防狂犬病的
手段简单易行，
关键是及时规范地进行伤
口处置。
在被犬或有关动物咬伤或抓伤后，
首
先应尽快就地用流动水反复冲洗所有伤
口，然后立即赴犬咬伤处置指定医院，由
医生确定暴露分级，
结合既往免疫情况接
种狂犬疫苗，
并按需接种抗狂犬病免疫球
蛋白。暴露后的免疫狂犬病疫苗是没有
任何禁忌症的，
孕妇也可以接种。
接种狂犬病疫苗可以刺激机体产生
足够抗体，
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注射后能
够立即中和大部分伤口局部的病毒，
阻止
病毒扩散并侵入神经系统，
为疫苗接种后
机体主动产生抗体赢得时间。
被接种过狂犬病疫苗的狗狗咬伤了
是否还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呢？答案是需
要接种的。动物接种狂犬病疫苗后，
保护
率并非 100%，仍可能存有带狂犬病毒的
情况，所以还是需要按时接种狂犬病疫
苗。

专家提醒
鉴于上海市近几年不时有内源性狂犬病的报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人士在此
提醒市民朋友们：
“关注狂犬病相关防治知识，豢养犬、猫等宠物要科学、规范，宠物规
范接种动物狂犬疫苗，一旦被动物致伤后，要立即用清水冲洗伤口，然后到指定医院进
行规范处置。”

浦东新区犬咬伤处置指定医院（24 小时开设）
单 位

地 址

咨询电话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高桥镇大同路 358 号

4008118177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川沙镇川环南路 490 号

20509000 转 2313

浦南医院

临沂路 279 号

20302000 转 7144

周浦医院

周浦镇周园路 1500 号

68135590 转 2128

惠南镇拱为路 2800 号

68035978（8 点-22 点）
68035501（22 点-8 点）

浦东医院
（原南汇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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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防病 健康生活
学校空间有限、人员众多、接触密切，
容易造成各类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因
此，家长们一定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打喷嚏、咳嗽时用手帕或衣物遮
掩口鼻，避免飞沫污染别人；多喝水、多锻
炼、多休息，提高免疫力；多开窗通风、多
暴晒床单、被褥，定期对家里进行消毒；多
吃有利于防病的新鲜蔬菜和水果；最后，
如果不幸染病，应及时就医，早日治疗，早
日康复。

关爱宝宝健康 从预防接种开始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令人喜悦
和幸福的，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是每一位家
长最大的心愿。

狂犬病易感动物主要包括犬科、猫科
及蝙蝠等动物。全球范围内，99%的狂犬
病是由犬引起的，特别在亚洲、非洲等狂
犬病流行地区，
病犬是引起狂犬病的最主
要原因。
现有狂犬防治理论认为啮齿目、兔形
目既不是该病的贮存宿主，
也不参与该病
的流行和传播；禽类、昆虫、鱼、变温动物
既不会患狂犬病也不会传播狂犬病。世

界卫生组织新的推荐方案中倾向于不再
把啮齿类动物作为传染源。

明两种或多种疫苗同时接种会增加不良
反应风险。原则上每次最多可接种两种
注射疫苗和 1 种口服疫苗，且注射疫苗应
在不同部位接种。除麻风疫苗和乙脑疫
苗分别接种时需间隔 28 天以上，其他一
类疫苗分别接种时无特殊时间要求。值
得一提的是，不推荐第二类疫苗多苗同时
接种。
部分宝宝接种疫苗后会出现轻微发
热，这是正常现象。发热反应与接种疫苗
的种类和宝宝个体差异有关。一般情况
下，不用特殊处理，多饮水、多休息，加强
观察，都会自行缓解；当腋温超过 38.0℃
或伴有持续哭闹等不舒服症状时，应及时
去医院就诊，
排除其他偶合疾病。
接种疫苗可防病，也可能造成较低概
率的不良反应，是否选择接种第二类疫苗
还需综合考虑。其中，水痘因显性发病，
传染性强，较易在集体机构中引起传播，
推荐接种；其他疫苗则应权衡宝宝年龄和
健康状况、疾病的危害及家庭经济能力等
因素，
在自愿的原则上选择性接种。

健康随手拍 捕捉健康瞬间
浦东新区中小学生摄影和微视频作品征集活动
“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开学话健康
活动如期而至。亲爱的小朋友们，
假期
里有没有分享美美的照片或可爱的小
视频？今年，
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化身为
导演，
留意生活、关注健康，
用镜头捕捉
亦静亦动的健康瞬间。
活动主题
烟草控制、交通安全、合理营养、
传染病防治、科学健身等健康生活方
式。
作品要求
原创作品，内容紧扣健康主题，聚
焦健康理念，
传播健康正能量；
应尊重并保护被拍摄对象的人格
尊严，
避免引起肖像权等纠纷。
作品形式
1、
静态摄影：
（1）内容真实，焦点突出，画面清
晰。作品独幅、组照均可；
（2）一次性拍成的原始图像，符合
纪实性原则，
不得进行后期合成处理；
（3）JPEG 格式，
文件大于 3M。
2、
动态微视频：
（1）作品应以较完整故事为载体，
“微”中见事，
“微”中见情，
“微”中见义，
“微”中见道；

（2）MP4 格式，作品时长为 10-60
秒，
画面清晰。
参赛对象
浦东新区各中小学在校学生。
投稿方式
作品请以附件形式发送至邮箱
pdcdcjkjy@163.com，邮件主题注明“随
手拍”，邮件正文附上 100 字以内作品
介绍说明以及参赛者姓名、性别、学校、
班级、通讯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截稿日期
2018 年 10 月 20 日
信息咨询
50342540 张老师
50342471 余老师
特别说明
主办方承诺严格保密个人信息。
参与征集活动的作品著作权和名誉权
归作者所有，相关法律责任作者自负。
投稿即视为同意授权活动主办方使用
作品。
活 动 具 体 公 告 、作 品 评 选 、获 奖
名单等将通过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
制 中 心 门 户 网 站（www.pdcdc.sh.cn）
和微信公众号（疾控 U 健康）公布，敬
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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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朋友可以拨打卫生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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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12320 卫生服务热线网站：
www.12320.sh.cn
上海市健康在线网站：
www.she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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