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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脊髓灰质炎和麻疹

本市将开展二轮补充免疫活动
补充免疫是指在特定范围和时间内，
针对可能受某种传染病威胁的特定人群，
有组织地集中实施的预防接种活动。本市
开展的二轮补充免疫活动主要针对脊髓灰
质炎和麻疹，
对适龄对象进行查漏补种，达
到巩固消灭脊髓灰质炎成果、尽早消除麻
疹的目标。
下面让我们先了解下什么是脊灰和麻
疹吧！
脊灰和麻疹的定义
脊髓灰质炎简称
“脊灰”，俗称
“小儿麻
痹症”，是由脊灰病毒引起的小儿急性肠
道传染病，多发生在<5 岁小儿，尤其是婴
幼儿。该病毒通过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传
播。发病初期表现为发热感冒症状、肢体
疼痛，并在发热或热退后出现急性肢体弛
缓性麻痹（软瘫），比较多见于单侧下肢，
部分人恢复后会遗留永久性肢体麻痹，俗
称“跛脚”。患“小儿麻痹症”虽然很可怕，
但是疫苗预防却非常有效，只要按规范全
程接种脊灰疫苗，即可获得免疫保护，
远离
脊灰。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

呼吸道传染病，
麻疹病毒传染性极强，
无免
疫力的人接触后 99%以上会得麻疹。发病
后主要表现为发热、红色斑丘疹、咳嗽、流
涕、结膜炎等。年幼体弱、营养不良及体质
低下者，患麻疹后极易合并支气管肺炎、中
耳炎、喉炎、脑炎等严重并发症。麻疹预后
与患者年龄大小、体质强弱、有无接种过麻
疹疫苗，原先有无其他疾病和病程中有无
并发症等有关。在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地
区 麻 疹 大 流 行 时 病 死 率 可 高 达 10% ~
20%。自广泛接种麻疹疫苗后，不仅麻疹
发病率大大下降，
病死率也快速降低。
补充免疫活动时间
第一轮：2021 年 3 月 1 日~31 日
第二轮：2021 年 9 月 1 日~30 日
补充免疫对象
（一）脊灰疫苗接种对象
2 月龄至 16 岁（初中三年级）非本市户
籍人口，未按本市脊灰疫苗免疫程序完成
接种者。
大中专新疆籍来沪新生，累计服苗少
于 3 次或免疫史不详者。
（二）麻疹类疫苗接种对象

8 月龄~17 月龄外来人口，未接种过麻
疹类疫苗者；18 月龄～初中三年级（16 岁）
外来人口，麻疹类疫苗接种史少于 2 次者；
新入学的大中专学生，大中型企业中新进
外来职工，可能暴露于麻疹病例的医务工
作者和教职员工等；免疫相对薄弱甚至空
白的成年人；孕龄期妇女：
如果妊娠期间感
染风疹或麻疹，
很可能导致流产、
死产或先
天性缺陷。因此，在孕前接种麻疹风疹联
合疫苗，不仅可以防止准妈妈被风疹病毒
和麻疹病毒感染，
预防胎儿畸形，
还可以使
胎儿获得母传的风疹抗体和麻疹抗体，孩
子在出生后一段时间内获得对风疹和麻疹
的先天性免疫力，是个不错的选择哦。但
是接种后 3 个月内要避免怀孕。
在补充免疫活动开展期间，请各位家
长配合社区医生开展人群排摸工作，并认
真查看孩子的预防接种证，
如有漏种，
请及
时到居住地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
门诊免费接种，如果您的孩子在老家没有
办预防接种证，来沪后可以到居住地的接
种门诊补证补种。麻疹接种对象也包括成
年人，各位家长也可根据以前的接种和患

□新华社 发
病情况到接种门诊咨询补种麻疹类疫苗。
浦东新区 49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
诊开设时间和地址可关注浦东新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官方微信——疾控 U 健康进
行查询。让我们大手牵小手，和宝宝一起
去门诊接种疫苗吧！

一起走出痤疮的认知误区

不易自愈 应及时规范治疗

高尿酸群体呈现年轻化特点
容易引发痛风等疾病 需引起重视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
善，我国高尿酸患病率逐渐增高，患高
尿酸血症的人越来越多，算得上是高血
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的“第四高”，值
得注意的是，高尿酸不再是中老年人专
利，年轻化特点愈加显现。
很多年轻朋友拿到体检报告显示
尿酸偏高，想着自己并无症状不以为
然，但是各位小心了，这可不是一个好
现象，要赶紧行动起来，
让健康达标。
什么是高尿酸？
尿酸作为嘌呤代谢的终产物主要
由细胞代谢分解的核酸和其他嘌呤类
化合物以及食物中的嘌呤经酶的作用
分解而来。人体中尿酸 80%来源于内
源性嘌呤代谢，20%来源于富含嘌呤或
核酸蛋白食物。正常人体内血清尿酸
浓度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波动。一般
而言，尿酸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高，尤以
女性绝经期后更为明显。血尿酸水平
的高低受种族、饮食习惯、区域、年龄以
及体表面积等多重因素影响。尿酸生
成增多或排泄减少均可使体内尿酸聚
集，发生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按照国际
标 准 ，尿 酸 的 正 常 范 围 是 ：男 性 <
420μmol/L、女性<360μmol/L。
高尿酸和痛风的关系
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发病的重要生
化基础。高尿酸血症是嘌呤代谢障碍

引起的代谢性疾病。而痛风是嘌呤代
谢紊乱和（或）尿酸排泄障碍所致尿酸
增高的一组异质性疾病；临床特点包
括高尿酸血症、痛风性急性关节炎反
复发作、痛风石沉积、特征性慢性关节
炎和关节畸形等，常累及肾脏引起慢
性间质性肾炎和肾尿酸结石的形成。
高尿酸是痛风的前提，血尿酸水平越
高，越容易得痛风。但有高尿酸不等
于必然会患痛风，少数患者可以发展
为痛风；而痛风必然会出现尿酸高，通
常痛风病程中的第一程就是无症状高
尿酸血症期。
高尿酸血症的防治
当健康指标和身体出现异常时，及
时就医，由专业医生结合临床表现、实
验室及检查情况进行综合判定。若确
诊，应积极配合治疗，目前有效的方法
包括药物缓解和饮食治疗。还有一些
措施对预防高尿酸血症也效果明显：
（1）控制体重
肥胖者易发生高尿酸血症和痛风，
体重与高尿酸血症呈明显正相关，研究
显示高 BMI 是高尿酸血症的重要危险
因素，应坚持运动，
适当减轻体重。
（2）健康饮食
1. 低嘌呤饮食
限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如动物内
脏、海鲜、肉汤、干豌豆等，以便有效地

降低血尿酸水平，
缓解和控制发作。
2. 低盐、低脂肪、低蛋白质饮食
食盐摄入过多后尿钠增加，在肾
内与尿酸结合为尿酸钠，后者易沉积
于肾脏，造成肾脏损害，每日食盐摄入
量不宜超过 6g；高脂饮食可使尿酸排
泄减少，应限制每日脂肪的摄入量；限
制蛋白质的摄入量从而控制嘌呤的摄
取，动物性食物所产的嘌呤比植物性
食物高，因此蛋白质的摄入应以植物
蛋白为主。
3. 增加蔬菜摄入
多选择蔬菜，可增加机体多种微量
元素、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膳食纤维
的摄入，
促进尿酸盐溶解和排泄。
4. 足量饮水
多饮水有利于尿酸排出，是饮食防
治中较为重要的环节。每日饮水量在
2000ml 以上时可维持一定的尿量促进
尿酸排泄，
防止尿酸盐的形成和沉积。
（3）限制饮酒
酒类中的乙醇代谢既可以使乳酸
浓度增高从而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
同时也促进嘌呤的分解使尿酸增高。
此外，酒精性饮料中含有嘌呤，在体内
代谢生成尿酸，因此尽量减少饮用酒精
饮料。不同酒精饮料中的嘌呤含量也
不一样，一般含量从高到低为：陈年黄
酒>啤酒>普通黄酒>白酒。

你以为痤疮是年轻人的
“专利”吗？非
也。痘痘也叫青春痘，其学名叫“痤疮”。
痤疮是一种慢性病，
由于诱因复杂，
需要找
正规的医生坚持治疗，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痤疮的定义
痤疮是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种慢性炎
症性皮肤病，
尤其好发于青少年，
研究统计
约 80%的青少年会受到痘痘的影响，因此
痤疮对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交影响很大，但
青春期后往往能自然减轻或痊愈。临床表
现以好发于面部的粉刺、丘疹、脓疱、结节
等多形性皮损为特点。
痤疮的临床表现
痤疮的非炎症性皮损表现为开放性和
闭合性粉刺。
闭合性粉刺（又称白头）的典型皮损是
1 毫 米 大 小 的 肤 色 丘 疹 ，无 明 显 毛 囊 开
口。开放性粉刺（又称黑头）表现为圆顶状
丘疹伴显著扩张的毛囊开口。粉刺进一步
发展会演变成各种炎症性皮损，表现为炎
性丘疹、脓疱、结节和囊肿，这些皮损还可
融合形成大的炎性斑块和窦道等。炎症性
皮损消退后常常遗留色素沉着、持久性红
斑、凹陷性或肥厚性瘢痕。
痤疮的严重程度分级
国际分类法将痤疮分为 3 度 4 级。
1. 轻度（I 级）：主要皮损为粉刺，允许
存在少量丘疹和脓疱，总病灶数少于 30
个；
2. 中度（Ⅱ级）：有粉刺，同时存在中等
数 量 的 丘 疹 和 脓 疱 ，总 病 灶 数 为 31～50
个；
3. 中度（Ⅲ级）：存在大量丘疹和脓疱，
偶见较大的炎性皮损，
分布广泛，
总病灶数
为 51～100 个，
结节数小于 3 个；
4. 重度（Ⅳ级）：通常表现为结节/囊肿
性或聚合性痤疮，且多伴有疼痛和囊肿形
成，总病灶数多于 100 个，结节/囊肿数在 3
个以上。痤疮的分度分级是其治疗的重要
依据。
痤疮的发病原因
痤疮常起病于青春期，其病因及发病
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研究主要认为痤
疮发病主要与雄激素诱导的皮脂腺过度分
泌、毛囊皮脂腺导管角化异常、炎症反应以
及痤疮丙酸杆菌增殖四方面有关。进入青
春期后人体内雄激素特别是睾酮的水平迅
速升高，促进皮脂腺发育并产生大量皮

脂。同时毛囊皮脂腺导管的角化异常造成
导管堵塞，
皮脂排出障碍，
形成角质栓即微
粉刺。毛囊中多种微生物尤其是痤疮丙酸
杆菌大量繁殖，痤疮丙酸杆菌产生的脂酶
分解皮脂生成游离脂肪酸，同时趋化炎症
细胞和介质，最终诱导并加重炎症反应。
此外，遗传因素、饮食因素、气候因素等也
会加重痤疮的严重程度。
关于痤疮的常见误区
误区 1：
痤疮会自行消退无需治疗
很多人认为痤疮是青春期的一种正常
生理现象，
青春期过后就会消退，
这种观点
是错误的。资料表明只有 12%的痤疮患者
可以自愈，
延误治疗会使病情恶化，
为以后
的治疗带来困难。因此痤疮应及时、规范
治疗。
误区 2：
痤疮易反复治不好
痤疮的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有些
患者在病情较重时才前往医院治疗；有
些患者稍有好转后便自行停药导致复
发。这主要是由于患者没有及时、规范、
坚持治疗，没有改变不合理的生活习惯
等原因造成的。对于大多数患者只要坚
持治疗，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痤疮就
能够根治。
误区 3：
化妆品可以治疗痤疮
许多患者对痤疮的认识不够，听信商
家夸大化妆品的治疗作用，这是不科学
的。化妆品仅能起到辅助作用，本身并不
能治疗痤疮，且过多使用各类化妆品反而
会加重痤疮。因此，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皮
肤科治疗，
以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痤疮的预防
对痤疮患者的生活习惯建议如下：
1. 多数痤疮患者都有挑食偏食、口味
偏重的喜好。如粗粮制品摄入较少，建议
多吃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
2. 如雄激素旺盛引起的痘痘，可多食
用如纯豆浆、蜂王浆类补充维生素 E 类食
物。若想促进伤口愈合，
则需要补充锌。
3. 需要避免摄入高甜、高脂食物，烟
酒，
辛辣刺激食物。
4. 在皮肤屏障受损后，对疮口的保护，
日常需做好隔离。为避免细菌交叉感染，
建议使用一次性清洁用巾。
5. 忌讳用手抠痘痘，
易再次感染。
综上，
大家遇到痤疮问题不要惊慌，
遵
从医嘱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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