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心的妈妈会发现， 很多宝
宝的肚子都是圆鼓鼓的， 像个小
青蛙。 这是因为对于一两岁的婴
幼儿来说， 腹壁肌肉尚未发育成
熟， 腹肌没有足够力量承担脏器
重量， 因而下腹部会比较突出，
让宝宝的肚子看起来鼓鼓的。 随
着年龄的增加， 当腹肌力量增强
后， “青蛙肚” 也就会渐渐变得
平坦。 但是， 消化道胀气和其他
病理性原因 （如肿瘤、 腹水等）
也可能表现为 “青蛙肚”， 宝妈
们千万不要忽视了， 其中， 胃肠
胀气是引起宝宝 “青蛙肚” 的主
要原因。

首先是食物选择不当 。 如
果母乳中所含的糖分过多 ， 糖
分在宝宝的消化道内过度发酵，
容易使宝宝出现肠胀气； 第二，
如果宝妈们选择配方奶粉时选
择了一些乳糖含量高的 ， 也容
易引起宝宝腹胀 ； 第三 ， 某些
食物 ， 如谷物粗粮 、 蔬菜 （豌
豆泥 、 黄豆泥 ） 等含有导致大
肠胀气的纤维 ， 而苹果 、 梨 、
杏等糖分高浓度的水果 、 果汁
也是导致婴儿腹内气体凝聚不
散的诱因 ； 第四 ， 牛奶蛋白过
敏 、 乳糖不耐受 、 肠炎 、 便秘
等疾病均可产生大量的气体 ，

引起腹胀 ； 而消化不良时 ， 可
能导致肠胃蠕动和消化吸收功
能变差， 进而产生胀气。

其次是喂养方式不当。 母乳
喂养时， 正确的姿势是让孩子的
脸正对乳房， 以保证他的嘴能将
乳头和乳晕全都含住， 这样可以
避免吞入过多空气引起腹胀， 但
要注意的是， 不要让乳房堵住了
宝宝的鼻孔。 用奶瓶喂食时， 如
果宝宝哭闹、 吸吮太急或奶嘴大
小不合适， 空气都会被宝宝吸进
肚子里引起胀气。

长春市儿童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 温凤

■女性话题

������两岁的辰辰从半岁开始就反复出现
口腔溃疡， 与同龄人相比， 身高、 体重
也总是差了一大截。 妈妈听说补充维生
素能缓解， 便变着花样让辰辰吃各种蔬
菜、 水果， 但口腔溃疡还是反反复复，
妈妈只好带他到医院检查。 医生检查后
发现辰辰并没有缺乏任何微量元素， 而
在查体过程中发现孩子眼袋处有明显瘀
紫， 全身皮肤有散在皮疹， 建议查查过
敏原。 结果， 辰辰在儿童常见的八大食
物过敏原中都提示中重度过敏， 尤其是
大豆和小麦。 原来， 辰辰是因为严重食
物过敏引起的口腔过敏综合征， 并因为
营养不良导致生长发育落后。

过敏也称 “变态反应” 或 “超敏反
应”， 当机体受到过敏原刺激后， 出现
异于常人的生理功能紊乱或组织细胞损
伤的反应。 过敏已成为全球第六大慢性
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把过敏性疾病列为
21 世纪重点研究和防治的疾病之一 。
儿童过敏性疾病可以影响全身各个系
统， 病种包括食物过敏、 特应性皮炎、
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哮喘等， 发病率逐
年上升， 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 身
心健康。

临床中的过敏患儿很多， 调查显示，
我国有超过 40%的 0~2 岁婴幼儿曾经或
正在发生过敏性症状， 近 20%的受访婴
幼儿被确诊为四类过敏性疾病 （食物过
敏、 哮喘、 过敏性鼻炎、 特应性皮炎）。
需要提醒家长的是， 未来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 我国儿童各类过敏性疾
病的患病率或将继续上升。 如果孩子身
体出现长期不适症状、 病情反复得不到
根治时， 应及时到医院变态反应科就诊，
查查过敏原， 看是否因过敏引发。

钱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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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给孩子接种流感疫苗？
要。 与成人相比， 儿童流

感的发病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更
高。 儿童感染流感病毒引起的
急性喉炎、 急性中耳炎、 气管
炎、 支气管炎、 毛细支气管炎、
肺炎较成人常见， 接种流感疫
苗是儿童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
段， 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
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多大的孩子可以接种流感
疫苗？

6月龄以上就能打。 我国批
准上市的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
活疫苗 （IIV3）、 三价减毒活疫
苗 （LAIV3） 和四价灭活疫苗
（IIV4）。 其中， 三价灭活疫苗
适合 6 个月以上婴幼儿及成人，
三价减毒活疫苗适合 3~17 岁人
群， 四价灭活疫苗适合 3 岁以
上幼儿及成人。

什么时候接种流感疫苗最好？
最好在 10 月底前完成。 因

为流感疫苗并不是接种就会立
即起效， 需要 2~4 周才可以产
生保护性抗体， 所以接种流感
疫苗一定要趁早 。 由于每年
11~12 月是流感的高发季节 ，
因此 ， 9~10 月是最佳接种时
间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
南 （2021-2022）》 提出， 流感
疫苗最好在 10 月底前完成接
种。 当然， 整个流行季节的任
一阶段仍然可以进行接种， 都
能产生保护力。

是否每年都要接种？

要。 一方面， 流感病毒的
类型每年都有变化， 且容易变

异， 去年的疫苗不一定能对今
年的病毒起到良好的抵御效果。
另一方面， 接种疫苗后产生的
保护性抗体一般可持续 6～8 个
月， 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
减弱， 只有每年接种， 才能获
得持续的免疫力。

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能同
时接种吗？

两种疫苗需要间隔至少 14
天。 按目前规定， 新冠疫苗与其
他任何疫苗的接种都要间隔至少
14 天， 但由于外伤、 猫狗咬伤
需要注射破伤风疫苗或狂犬疫
苗时， 可不受间隔 14 天限制。

鸡蛋过敏的孩子能打流感
疫苗吗？

能。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
接种技术指南 》 中明确表示 ：
对疫苗中所含任何成分 （包括
辅料、 甲醛、 裂解剂及抗生素）
过敏者禁止接种， 但鸡蛋过敏
不作为流感疫苗接种禁忌。 家
长带孩子接种前， 务必如实地
告知医生关于孩子的病史、 过
敏史及服药史。

为什么有的打 1 针？ 有的
要打 2针？

目前国内使用的流感疫苗
免疫程序略有不同， 具体遵照
说明书免疫程序。

打过流感疫苗就一定不会
得流感了吗？

不一定。 由于每年流感病
毒的类型不同， 个体自身免疫
建立也有差别， 都可能影响流
感疫苗效力。 因此， 即便孩子
已经接种流感疫苗， 也要注意
防范， 并知晓普通感冒与流感

的区别， 及时治疗。 流感的主
要症状包括急性起病 、 发热 、
畏寒、 乏力、 头痛、 肌痛和全
身不适， 体温可达 39℃~40℃，
部分以呕吐、 腹痛、 腹泻、 食
欲减退等消化道症状为特点 ，
常见于乙型流感。

除了打疫苗， 日常生活中
应该注意些什么？

预防流感除了及时接种流
感疫苗外， 在日常生活中还应
注意以下几点： 1） 养成良好的
呼吸道卫生习惯， 咳嗽或喷嚏
时， 用纸巾、 毛巾等遮住口鼻；
2） 勤洗手， 尽量避免用手触摸
眼睛、 鼻或口； 3） 均衡饮食，
适量运动， 保证充足休息， 提
高自身免疫力； 4） 流感流行季
节 ， 尽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 ，
避免接触有流感样症状患者 ；
5） 出现流感样症状后， 应居家
隔离观察， 不带病上课， 减少
疾病传播； 6） 流感样症状患儿
去医院就诊时， 患儿及陪护人
员要戴口罩， 避免交叉感染。

南京市儿童医院 苏晓若

国家疾控中心：接种流感疫苗要趁早

������女性月经量少在各个年龄段都可能
发生， 一般与本身体质有关， 也可能因
工作紧张、 过度疲劳、 气血不足而导致
经血量减少， 最常见的原因有以下五种。

卵巢疾病 女性卵巢早衰最开始的
表现就是月经量减少， 继而引发闭经。
另外， 多囊卵巢综合征也会出现月经量
减少， 同时伴有体重增加、 多毛、 不
孕、 痤疮等。

流产 不管是自然流产， 还是人工
流产， 都可能导致月经量减少， 特别是
人流术后， 会对子宫内膜造成一定伤害
而导致月经量减少。

内分泌失调 内分泌系统对身体生
理环境的调节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内分
泌失调会对女性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其显著症状是经期月经量减少。 如果出
现月经周期稳定后月经量持续减少， 一
定要尽快到医院就诊。

子宫疾病 子宫的一些病变可能会
使月经量减少甚至导致闭经， 同时伴腰
酸、 腰痛、 痛经、 疲劳、 白带异常、 外
阴瘙痒或阴道异常出血等症状。

雌激素水平低下 如果女性体内雌
性激素水平低， 子宫内膜薄， 月经量就会
明显减少， 这种情况会导致女性受孕难。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孙爱军

常被口腔溃疡扰
最好查查过敏原

宝宝为何有个青 蛙 肚？

流感高发季来临
�������每年冬季和次年春季都是流感的高发季节， 为了预防流感， 不少家长都有了“及时给
孩子打疫苗” 的观念。 但对于流感疫苗， 不少家长仍有一些困惑， 如多大的孩子可以接种，
是否每年都要接种等， 下面为您一一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