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婴幼儿手术一般都需要全身
麻醉， 但由于其身体各个器官尚
未发育完善， 麻醉风险较成年人
大，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呼吸系统风险 尽管医疗
技术在不断进步， 但呼吸不良事
件仍比较常见 ， 超过 60%的围
术期紧急事件是呼吸不良事件 ，
且有 30%的小儿围术期心脏骤
停是由呼吸原因引起的。 呼吸不
良事件具体包括喉痉挛、 上呼吸
道感染 、 呼吸暂停和气道梗阻

等。 在预防喉痉挛中， 要避免浅
麻醉下的不适当刺激， 此外还要
在深度麻醉下清除分泌物， 避免
不必要的气管插管和反应性气道
刺激。

2.�心血管风险 对于先天性
心脏病患儿来说 ， 心血管风险
是围术期麻醉中常见的风险因
素 ， 主要表现为呼吸急促 、 耐
受性差。

3.�其他风险 主要包括低体
温和人为因素 。 人为因素是指

部分麻醉师专业水平不高 ， 对
生理知识掌握得不够充分 ， 这
也是小儿麻醉中较常见的风险 ；
另一方面麻醉药物剂量可对体温
调节功能产生抑制作用， 以至于
在围术期内产生一系列不良反
应 ， 如麻醉恢复延迟、 凝血功能
障 碍 等 。 为 了 减 少 这 种 风 险 ，
可适当提高手术室温 、 围术期
中进行保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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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麻醉三大风险

■女性话题

备孕女性
可以注射新冠疫苗吗？

我国目前接种的新冠
疫苗是病毒灭活疫苗， 所
谓灭活疫苗， 是指先对病
毒或细菌进行培养， 然后
用加热或化学剂 （通常是
福尔马林） 将其灭活， 使
其仅包含所需的抗原成分
而失去感染活性。 灭活疫
苗使受种者产生以体液免
疫为主的免疫反应， 它产
生的抗体有中和、 清除病

原微生物及其毒素的作用。
目前， 我国临床运用的灭

活疫苗主要有百白破疫苗、 流
感疫苗、 狂犬病疫苗、 甲肝疫
苗等， 在动物模型上， 这些疫
苗均没有表现出对妊娠动物的
毒性。 由于新冠疫苗的Ⅲ期临
床试验排除了孕妇及哺乳期妇
女， 缺乏孕期疫苗安全性的相
关数据， 因此， 孕妇、 哺乳期
妇女， 以及 3 个月内有生育计
划的夫妻建议暂缓接种， 备孕
女性已接种新冠疫苗的， 可适
当推迟怀孕时间， 建议在接种
3 个月以后怀孕。

另外， 欲采用试管婴儿助
孕， 且准备接种新冠疫苗的女
性 ， 如果还没有开始进入周
期， 可以推迟 3 个月之后进入
周期； 如果已经开始用药， 可
与医生充分沟通后， 再做下一
步的决定； 如已完成取卵和冷
冻胚胎阶段 ， 拟行解冻移植
者， 建议完成疫苗接种后 3 个
月再进行。

怀孕会增加
新冠肺炎感染风险吗？

根据目前对于新冠肺炎的
研究， 尚没有证据显示妊娠会
增加新冠肺炎的感染风险和死

亡风险。 由于育龄期女性普遍
比较年轻， 即使孕期感染了新
冠肺炎， 发展为重症的风险也
相对较小， 只要能够获得及时
有效的医治， 不会对妊娠和生
命安全造成不良影响， 无需太
过担心。

当前我国在全球范围内
属于新冠疫情的低流行区 ，
疫情防控常态化 ， 生育不应
该被疫情影响 ， 但仍应该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执行 ，
如减少流动 、 规律生活 、 必
须按规定佩戴口罩 、 洗手消
毒 ， 尤其是应该注意对快递
货物外包装特别是生鲜产品
的消毒等。

注射新冠疫苗后
怀孕了怎么办？

虽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新
冠疫苗是否会对怀孕造成不良
影响。 但从既往使用的 （如流
感疫苗等） 灭活病毒疫苗的接
种情况来看， 注射灭活疫苗不
会对孕妇及胎儿造成不良影
响， 这类女性应该在做好密切
监测的同时， 加强心理干预，
因为紧张、 担忧造成的情绪波
动对胎儿造成的影响可能远大
于新冠疫苗本身。

对于感染风险较低的孕
妇， 如果只注射了第一针， 为
保险起见 ， 第二针建议先不
打， 对于感染风险较高者， 或
感染后容易发展成重症的孕
妇， 可以与医生充分沟通讨论
后再决定。 需要提醒的是， 接
种新冠疫苗后可能导致血清
IgM 阳性， 这类人群需积极做
好新冠肺炎排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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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注射新冠疫苗吗

������临床上有很多 3~5 岁的孩子，
由于父母不重视刷牙， 乳牙早早
就被蛀得只剩牙根了， 不仅影响
美观， 影响进食、 口腔卫生， 还
会影响恒牙的排列和萌出， 严重
者还可能引起全身疾病 。 那么 ，
宝宝到底什么时候该开始刷牙 ？
刷牙过程中又该避免那些误区呢？

首先， 很多家长都认为宝宝
牙齿还没长全， 因而不需要刷牙，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大部分孩子
要在两岁至两岁半才会长全牙齿，
但这段时间里， 很多孩子都已经
有蛀牙了， 所以， 从长出第一颗
乳牙开始就应该为宝宝刷牙了。

其次， 有些家长认为刷牙要
用力才能刷干净， 其实不然。 孩
子的乳牙和牙龈都很稚嫩， 用力
过大会对牙龈和口腔黏膜造成一
定的损伤， 还会引起牙质耗损性
纹痕， 引发牙齿过敏， 严重者还
可能会引起牙髓神经发炎。 另外，
刷牙次数也并非越多越好， 早晚
两次足够， 其他时间进食后漱漱
口就可以了。

最后要选择一把合适的牙刷，
并教宝宝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
宝宝的牙刷刷毛要软， 刷头要小，
这样才能容易接触到宝宝所有的
牙齿， 包括最里面的牙齿。 刷牙
时， 上牙从上往下刷， 接着刷牙
缝； 下牙从下往上刷， 再仔细刷
磨牙咬合的沟隙处， 保证每个面
都刷到。 刷完牙后， 牙刷应刷头
朝上放置， 并保持干燥， 当牙刷
出现磨损如刷毛散开时， 就要更
换牙刷， 或定期 （3 个月）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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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何时该刷牙？

������3 月 20 日， 国家儿童肿瘤监
测中心发布首期 《国家儿童肿瘤
监测年报 2020》， 年报显示， 在所
监测的肿瘤患儿出院人次中， 白
血病为患病比例最多的病种， 占
57.21%， 其次为不明及其他恶性
肿瘤， 占 16.21%。

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主任、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
恶性肿瘤已成为严重威胁儿童青
少年健康成长的疾病， 成为我国
儿童因病致残和家庭因病致贫的
重要原因。 儿童肿瘤病种多、 治
疗难度大， 早发现、 早诊断、 早
治疗至关重要。

据介绍， 年报收录了全国 313
家儿童肿瘤监测点的 329093 张儿
童肿瘤病例报告卡 ,分析了出院时
间为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的恶性肿瘤、 中枢神经系统良性
肿瘤的病例信息。 描述并对比了
全国、 六大区、 31 个省份监测点
肿瘤患儿的年龄、 性别及癌谱分
布； 分析不同省份来源的肿瘤患
儿就医省份分布、 医疗付费方式、
住院费用及平均住院日等信息。

年报的出版对儿童肿瘤防治
工作意义重大， 将对促进诊疗随
访以及全程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
推动开展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发挥
积极作用， 同时能够为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实施精细化管理提供有
力的科学数据支撑。 未来国家儿
童肿瘤监测中心将不断扩大儿童
肿瘤监测网络， 逐步提高儿童肿
瘤监测覆盖范围， 为开展质量控
制、 疗效评估以及相关研究工作，
推动优化诊疗技术规范， 完善相
关政策提供更充分的科学依据。

（据新华社）

白血病占儿童肿瘤首位

������目前， 预防新冠肺炎最有效的
办法除了勤洗手、 戴口罩外， 就
是及时注射新冠疫苗， 那对于正
在备孕的年轻夫妻或已经怀孕的
女性来说， 能否注射新冠疫苗呢？

正在备孕的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