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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焦煤中央医院的故事

最新发布的《肺炎球菌性疾
病免疫预防专家共识（2017版）》
（下称《共识》）认为，肺炎球菌性
疾病已成为导致我国 5 岁以下
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因此被世
界卫生组织列为需要“极高度优
先”使用疫苗预防的疾病。

据介绍，此次《共识》共有三
大亮点：一是针对肺炎球菌性疾
病预防，让基层计划免疫医生有
章可循，统一认识。二是明确了
儿童感染肺炎球菌性疾病的高
风险因素。三是明确了针对不
同人群使用不同疫苗，并对相关
疫苗的有效性、临床使用证据、
安全性等做了全面评估。

具体来说，《共识》认为，肺
炎球菌可定植于鼻咽部，27%~
85%的健康儿童存在鼻咽部携
带，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传播
形式隐匿。高风险因素包括：年
龄小于2周岁，暴露于吸烟环境
及多子女家庭，早产儿，低出生
体重儿，缺少母乳喂养，营养缺

乏，以及室内空气污染。2周岁
以内婴幼儿是肺炎球菌的易感
人群，而且2岁以下儿童自身免
疫系统尚未完善，疾病后果更为
严重，如侵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
和肺炎球菌性脑膜炎发病率高。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肺炎球
菌性疾病是导致全球5岁以下儿
童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危害
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发展中国家患侵袭性肺炎球菌
性疾病儿童起始年龄大大早于
发达国家。中国5岁以下儿童肺
炎球菌性疾病病例数居全球总
病例数的12%。由肺炎球菌性疾
病感染引起的肺炎球菌性脑膜
炎可导致严重后遗症，约每3个
肺炎球菌性脑膜炎患儿中就有
超过1个会出现如耳聋、瘫痪、智
力低下等严重后遗症。

目前，在肺炎球菌性疾病临
床治疗过程中，抗生素是首选药
物。由于儿童可以应用的抗生
素种类较少，因此更易产生耐药

现象。然而，我国肺炎球菌性疾
病的多重耐药（对三类以上抗生
素耐药）比例较高，为临床治疗此
类疾病带来极大挑战：住院时间
延长、医疗费用增加、死亡率上
升。接种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是降
低肺炎球菌性疾病耐药率的有效
手段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疫苗接种是最合乎逻辑和最有效
阻止耐药性蔓延的方法。

肺炎球菌疫苗是预防肺炎
球菌性疾病感染的有效手段，肺
炎球菌疫苗可显著降低全球侵
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的发病
率。肺炎球菌疫苗在我国属于
第二类疫苗，按照“知情同意，自
愿自费”的原则接种。

目前，我国的肺炎球菌疫苗
有肺炎球菌荚膜多糖疫苗（PPV）
和 肺 炎 球 菌 多 糖 结 合 疫 苗
（PCV）。PCV13适用于6周龄～
15月龄婴幼儿。推荐常规免疫
接种程序为2月龄、4月龄、6月龄
进行基础免疫，12～15月龄加强

免疫。基础免疫首剂最早可以
在6周龄接种，之后各剂间隔4～
8周。PPV23用于2岁以上感染
肺炎球菌性疾病、患肺炎球菌性
疾病风险增加的人群，尤其是以
下重点人群（但不局限于以下人
群）：老年人群，患有慢性心血管
疾病（包括充血性心力衰竭和心
肌病），慢性肺疾病（包括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和肺气肿）或糖尿病
的个体，患酒精中毒、慢性肝脏
疾病（包括肝硬化）及脑脊液漏
的个体，功能性或解剖性无脾个
体（包括镰状细胞病和脾切除），
免疫功能受损人群（包括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感染者、白血病、淋
巴瘤、多发性骨髓瘤、一般恶性
肿瘤、慢性肾衰或肾病综合征等
疾病患者），进行免疫抑制性化
疗（包括皮质激素类）的患者，以
及器官或骨髓移植患者。通常
应种对象只接种1剂次。对需要
复种的，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接
种，复种间隔至少为5年。

PCV13 和 PPV23 安全性良
好，常见反应为接种部位疼痛、
接种部位红肿等，常见的全身反
应为发热，症状轻微且具有自限
性。

接种禁忌包括：对疫苗中任
何成分过敏是接种该疫苗的禁忌
证，中度或重症的急性疾病……
无论是否发热，接种疫苗均应谨
慎。其他禁忌和注意事项可参
考相应的疫苗说明书。

预防感染性疾病的一般措
施（非疫苗预防措施）主要有：新
生儿时期鼓励纯母乳喂养，锌元
素的补充等；生长发育阶段，给
予足够的营养，及时合理地添加
辅食；鼓励户外活动，锻炼身体，
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保证居室内
空气流通，减少室内空气污染；
在家人或周围儿童患流感等呼
吸道感染性疾病时，要尽量减少
接触，避免交叉感染；在冬春季
疾病流行期，避免在人群较多的
公共场所活动。

及时接种疫苗预防肺炎球菌性疾病
本报记者 冯金灿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纪雨辰 谷东方）12 月 4~5
日，漯河市2018年疾控重点工作
推进会暨冬季传染病防控知识
培训会在临颍县召开。

在培训会上，各县（区）卫
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分别对辖
区 2018 年疾控重点工作开展情
况和 2019 年工作计划做了汇
报。有关领导对全市工作进行
了讲评。随后，参会人员分成

两组针对 2018 年工作中的亮
点、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等进
行了座谈。与会者踊跃发言，
热 烈 讨 论 ，达 成 了 一 系 列 共
识。

下一步，漯河市卫生计生委
从抓基础、转作风和求创新等方
面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做了
周密部署，进一步提升全市疾控
工作质量和冬季传染病防控能
力。

漯河市加强
冬季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

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张禧彦）为了强化驻马店市
免疫服务规范化管理工作，11月
15日，驻马店市免疫服务规范化
管理培训班在驻马店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举办。

此次培训，相关人员针对
对驻马店市预防接种单位和疫
苗的规范化管理，河南省免疫

规划疫苗上报分发评价管理方
案（2018 年版），驻马店市常规
免疫接种率监测分析及接种证
查验，驻马店市麻疹防控、维持
无脊灰工作进展，驻马店市免疫
规划信息化管理，肝炎疫苗免疫
程序及产科接种点管理和新疫
苗应用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讲解。

驻马店市推进
免疫服务规范化管理

从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传来消息，近日，该中心将采
取强化流感疫情监测和处置、完
善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流感疫苗
接种、加强健康教育4项举措，做
好流感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
健康。

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流感疫情进行严密监测，加强
分析研判和风险评估，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近年来，焦作市各流
感监测哨点医院和流感监测网
络实验室一直按照国家有关要
求，严格开展流感监测工作，及
时掌握全市流感活动水平和流
行动态，对流行趋势进行预测和
预警，为流感防控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

焦作市进一步完善应急处
置预案。专业人员通过流感监

测网络严密监测流感疫情，一旦
出现流感暴发，将立即启动应急
处置预案，及时、迅速、高效、有
序地进行处理，预防流感疫情蔓
延，保护公众健康。

焦作市积极开展流感疫苗
接种。流感疫苗属于二类疫苗，
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选择接
种。此外，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鼓励医务人员主动接种流
感疫苗，发挥典型示范带动效
应。

焦作市进一步加强健康教
育。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积极利用该市广播、电视及手机
公众号等媒体，广泛宣传流感防
控知识，强调自我隔离、自我保
护、自我健康管理，提升公众的
自我防护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

（王正勋 侯林峰 赵 亮）

焦作市强化
流感防控工作

近年来，焦作市马村区有 8
家预防接种门诊先后创建成为省
级示范化预防接种门诊，为适龄
儿童接种疫苗提供优质服务，保
护广大儿童身体健康。图为焦作
市马村区马村文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相关人员正在给家长普及
相关知识。

王正勋 侯林峰 王中贺/摄

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那
年的“七一”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记……

凌晨2点多，急促的电话铃
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而令我最
紧张的事情就是深夜的电话铃
声，要么是远在外地的父母有
恙，要么是医院来了危重病人
需要新的特效药。我急忙拿起
电话，接听后得知是医院来了
危重病人，病人需要的特效药
医院所剩不多，只能勉强支撑
到早上6点，必须马上购买药。
挂断电话后，我立刻给几家医
药公司有关人员打电话，其中
省城的一家医药公司有这种药

品，我就让这家公司准备好药
品，然后我马上出发去取药。

当时天气闷热，一丝风也
没有，我知道这样的天气往往
酝酿着一场大雨，坐在响着警
笛的救护车里，我期盼老天能
够眷顾我们，等我们从省城取
药回来后再下雨。救护车行驶
到离黄河桥还有三四公里的地
方停了下来，前面的车已排成
了长龙。我急忙下车打听情
况，原来是黄河桥上出了车祸，
正在进行处理，现在是单行道，
得等一段时间才能恢复通行。
我心里真是着急，病人急着用
药，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呀！

我顺着单行道向前走，不时避
让着迎面驶来的汽车，找到了
维持秩序的民警并说明了情
况。民警同志急忙拿起步话机
进行协调，在他的帮助下，我们
顺利地通过了黄河桥。更为庆
幸的是，我们从省城拿到药品
返回医院时，黄河桥上交通已
经恢复了正常。当时我还欣喜
地想，今天还真算顺利，再有20
公里就到医院了。可就在这个
时候却迎来了一场暴风雨。这
样的情景，我只在电视屏幕上
见过，狂风挟持着暴雨，狠命地
拍打着救护车的玻璃，一道道
刺眼的闪电像一把把利剑划破

了漆黑的天空。忽然，空中响
了一个巨雷，一团大火球从天
而降，在我们车前十几米的地
方滚动，我急忙向驾驶员喊道：
停车！熄火！一个急刹车后，
救护车停在了路当中。“啪”！
又一个巨雷响起，另一团火球
滚了下来。没想到小时候听老
人讲过的故事，这里的大树被
雷劈了，那里的房子被雷击了
的情景被我们遇上了，要是火
球落在我们车上那后果就不堪
设想！年轻的驾驶员和我面面
相觑，惊魂未定地坐在车里观
察周围情况……

等到雷声小了，闪电远了，

救护车才顶着倾盆大雨艰难地
驶向医院，把特效药提前送到
了临床科室。

等我疲惫地离开医院时，看
到雨后湛蓝的天空，一轮红日从
东方冉冉升起，不远处的部队大
院儿里传来了优美动听的歌曲，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想，
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

“七一”的凌晨用实际行动唱了
一支优美的歌曲，作为礼物献给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因当时刹车太猛，我的左
肩受到了撞击，过了两个月胳
膊都抬不起来，但我知道，这就
是我的工作…… （陈丽娟）

唱支山歌给党听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郭慧娜）近日，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濮阳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等单位抽调专家到
南乐县开展蛲虫病专项调查工
作。

根据要求，专家组抽取两所
农村幼儿园（梁村乡梁村小学附
属幼儿园、迎春幼儿园），和两所
城镇幼儿园（县实验幼儿园、金
兆幼儿园）共计4所幼儿园开展
蛲虫病专项调查工作。据了解，
本次共调查了667名儿童，采用

透明胶纸肛拭法，经过连续两次
采样，共检查出蛲虫病阳性儿童
94名。

通过调查，专家组发现该
县儿童蛲虫病感染率较高，且
乡村蛲虫病感染率偏高，表明
蛲虫病仍然是危害儿童身体健
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南乐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对参与
本次调查的托幼机构采取药物
驱虫、边查边治、健康教育等综
合措施，进一步强化蛲虫病防
治工作。

南乐县开展
蛲虫病专项调查工作

近日，淅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走进
集贸市场等流动人口密集场所，从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和保护易感人群等方面宣传艾滋病及结核病预防知识。

邹 强 乔晓娜/摄

平顶山市召开“十三五”
地方病防治规划中期考核评
估工作协调会 近日，平顶山
市召开“十三五”地方病防治
规划中期考核评估工作协调
会。会议首先传达了《关于开
展“十三五”地方病防治规划
中期评估的通知》，并就做好
县级自评、市级考评和迎接省
级评估等有关工作进行了具
体安排。平顶山市卫生计生
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
发展改革委、市盐业局、市财
政局等单位的相关人员参加
了会议。会议要求，各相关部
门要按照省、市相关工作要
求，切实履行部门职责，进一
步明确工作任务；要严格对照

考核标准，逐条落实工作措
施，做好文件档案资料的收
集、整理，完善相关数据的统
计、分析，完成调查表格的填
写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做好
迎接省级考核评估的各项工
作。 （黄晓玲）

漯河市郾城区开展秋冬季
传染病防控培训 日前，漯河
市郾城区卫生计生委召开了秋
冬季传染病防控培训会。在会
上，郾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了全区重点传染
病防控形势，针对常见传染病
的处置流程、传染病疫情规范
化报告、传染病漏报调查常见
问题、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对近期传
染病防控工作进行了部署。培
训会结束后，郾城区卫生计生
委组织参训人员进行了业务测
试。郾城区卫生计生委要求，
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对传染病
防控工作的认识，做到态度端
正、行动迅速、严格落实、责任
到位，为广大群众身体健康撑
起保护伞。

（王明杰 刘艳青 汪 真）

泌阳县召开幼儿园卫生
保健质量控制和卫生评价会
议 为了促进泌阳县幼儿园
卫生保健规范化管理，提高幼
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质量，保障
广大儿童健康成长，近日，泌

阳县召开了 2018 年幼儿园卫
生保健质量控制和卫生评价
会议。县卫生计生委和县教
体局分管领导、相关股室负责
人，县妇幼保健院、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等单位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会议下发了《关于
开展 2018 年泌阳县幼儿园卫
生保健质量控制和卫生评价
的通知》《河南省托儿所幼儿
园卫生保健管理实施细则》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
规范》等文件。根据要求，泌
阳县卫生计生委与泌阳县教
育局联合，对全县各级各类幼
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进行质量
控制和卫生评价。

（丁宏伟 程瑞军）

当前，许多家
长不时会在媒体
上看到某地某所
学校暴发肺结核
的新闻，都担心自
己的孩子在学校
会不会被传染上
肺结核，但是肺结
核到底有多可怕
呢？

在此提醒大
家，学校如果出现
患有肺结核的同
学，无须害怕。首
先，要知道肺结核
主要是通过空气
传播的，即使同班
或者同宿舍有同
学得了肺结核，也
不一定会被传染；
其次，要搞清楚得
病的同学是否具
有传染性，也就是
痰化验结果是否
为阳性；如果是阳
性，表示该同学有

传染性，这就要与之保持一定距
离了。得了传染性肺结核的同
学，进行正规抗结核病药物治疗
后，其传染性很快就会减弱或消
失。因此，患有传染性肺结核的
同学治愈复学后，同学之间仍可
以正常交往。如果孩子同班或同
宿舍有同学一直咳嗽、咯痰，尤其
是咳嗽了 2 周以上，那就一定要
劝其到当地的结核病防治机构去
检查。

最后，建议同学们要保持自
身的营养与健康，维护好教室宿
舍的通风和采光，这是对付肺结
核呼吸道传染病的法宝。

（作者供职于信阳市第五人
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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