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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药别再给孩子用了，伤害很大！
孩子生病了，家长心急如焚，尤其是

在疫情期间，带孩子去医院有风险，于是
很多家长更倾向凭经验给孩子用药，这可
能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伤害，尤其是误用
了以下这些药物。

皮肤病药物
代表药物：含硼酸类药品、“消字号”

“妆字号”药膏
含硼酸及硼酸盐药品，常被用于宝宝

湿疹、痱子、尿布皮炎等皮肤问题的治
疗。这类药物的使用，常常是大面积涂抹
或湿敷。宝宝皮肤娇嫩、血管丰富，药物
容易透过皮肤吸收，如果皮肤出现破损，
更会导致药物吸收增加，可能会导致全身
毒性反应。

如果宝宝得了湿疹，做好保湿最重
要。家长们可以给孩子涂抹润肤霜，清洁
的时候控制水温和时间。如果是尿布疹，

做好隔离、保持干燥，涂抹含有氧化锌（不
含硼酸）或凡士林的护臀膏，就能有效改
善状况。“消字号”“妆字号”药膏也不建议
给孩子使用，一些民间偏方、宣称不含有
激素却对湿疹有奇效的药膏，千万不能趋
之若鹜。

感冒药物
代表药物：小儿伪麻美芬滴剂、右美

沙芬、美敏伪麻溶液
小儿伪麻美芬滴剂中含有的伪麻黄

碱，是神经兴奋剂的一种；而右美沙芬，大
剂量使用有抑制呼吸的风险。这两种成
分对2岁以下的孩子来说，没有明确的安
全剂量。类似的药物还有美敏伪麻溶液，
同样禁用于2岁以下儿童。

小儿氨酚烷胺颗粒含有金刚烷胺，过
量服用有兴奋、胡言乱语、惊厥、心律失常
等症。而且缺乏新生儿和1岁以下婴儿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所以新生儿和1
岁以下婴儿禁用。小儿氨酚黄那敏，建
议 2岁以下不要用，6岁以下不推荐用。
因为它属于复方感冒药，其中含有的退热
成分“对乙酰氨基酚”，在很多感冒药中都
会出现，与同样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退烧
药同吃，容易用药过量，造成肝损伤。

咳嗽药物
代表药物：含可待因、（非那根）异丙

嗪的止咳药
含有可待因的止咳药18岁以下禁

用，因为可待因和吗啡一样都是从罂粟壳
里提取出来的。长期使用这类药品止咳，
可引起依赖性和成瘾性，甚至危及生命。

含有（非那根）异丙嗪的止咳药，2岁
以下也要禁用。原因是副作用大，可能导
致2岁以下孩子呼吸抑制甚至死亡。欧
美多个权威机构也都曾提出警告：非那根

（异丙嗪）禁止作为 2岁以下儿童的镇咳
药物来使用。

退烧药
代表药物：安乃近、阿司匹林、赖氨匹

林、尼美舒利
我们熟知的退烧药有安乃近、阿司匹

林、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等，而事实上，
安乃近和阿司匹林已经早就不作为临床
退烧的首选药物了。

因为安乃近可能会影响患儿的血液
系统，引起粒细胞减少，甚至是再生障碍
性贫血、休克等，其不良反应较多且后果
非常严重。阿司匹林亦然，国外流行病学
调查表明，用阿司匹林退烧可能会增加病
毒性感染。

尼美舒利，12岁以下禁用，因为它可
造成儿童肝脏和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目
前，国家药监局已经将尼美舒利口服制剂
禁止用于12岁以下儿童。

赖氨匹林，16岁以下慎用，3个月以
下禁用。因为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可能
出现严重的脑部不良反应—瑞氏综合征，
出现惊厥、呕吐等症状，甚至会昏迷，严重
时可能直接导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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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家长注意：

留萧过年留萧过年 一样温暖一样温暖

■记者王俞楠

本报讯 今年春节，年年回巴西和家
人团聚的Daniela选择了留萧过年。穿
红衣服、包红包、贴春联、学说吉祥话，
Daniela要准备的“年货”很中国。

来自巴西的Daniela是康鼎能德咨
询管理（杭州）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在中
国工作生活将近10年。她非常喜欢中
国的传统文化，深切地明白春节对中国
人来说意味着团圆。因此，往年的春节，
Daniela也会趁着公司放假飞回巴西和
家人团聚。

但今年，考虑到防疫需要，Daniela
将和“中国的家人”一起过年。她口中的

“中国家人”便是她10年的中国朋友姜

营。说起来，Daniela关于中国春节的启
蒙，就是来自于姜营。那一年，姜营的父
母作为长辈按照中国的习俗给Daniela
包了个压岁红包。当时的Daniela一脸
懵：“什么情况？很久没人给我发钱了
呀！”姜营告诉她，在中国，红包寓意着祝
福，特别是春节，压岁红包是长辈对小辈
的殷切希望。今年，Daniela入乡随俗，
早早备好了红包，准备包给姜营的双胞
胎儿子，她说：“我也是长辈了，过年可不
能忘了给红包。”

这10年间，Daniela对中国的文化越
来越熟悉。除了红包，她还知道过年大家
会去寺庙祈福、贴春联等等。再次去朋友
家过年，Daniela还进行了“吉祥话”特训，
一直练习着中文发音。“我很期待今年的

春节。中国的春节让人特别有人情味。”
另一对外国友人艾维龙和他的妻子

也将留在萧山过春节。这几天，二人已经
提前开始过年了。艾维龙表示，爬山是自
己和妻子都很喜欢的一项运动，能在攀登
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美好的风景。“我们今
天去爬了西山，一边是湘湖、一边是萧山
的老城区，很难得的视角！”在萧山住了8
年的他们，对中国的度假方式有了深刻了
解。“放假，景区、路上、商店到处都是人，
所以我们决定提前出
来玩。”等所有人放假
了开始出门游玩，艾
维龙和妻子就打算窝
在家里，悠闲地享受
假期。

国际友人体会到了浓浓的中国年味

情暖劳动者 留萧幸福不打折

多措并举 萧山送上“温暖大礼包”

离除夕越来越近。为了让留萧劳动者，也能过上一个
温暖幸福的春节，萧山多措并举，通过送券送物送年夜饭、
警务室成立留萧人员服务小组等，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物

质上的温暖，也享受到了服务上的贴心。这个中国年，他们身在异乡，但幸福不打折。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为了让留萧人员都能过上
一个幸福温暖的春节，萧山多措并举，为
大家送上了“温暖大礼包”。

派发慰问品大礼包

日前，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春节
期间我区10个项目正常施工，共3442名
工人和管理人员留守岗位加班加点。

10个项目中包括亚运工程项目、市
政交通道路建设项目以及萧山机场三期
等重点建设项目。工作要做，年也要
过。为了减少工友们独在异乡的漂泊
感，萧山机场项目组织了一系列慰问和
过节活动。在物资上，工地为工友们派
发慰问品大礼包，包括牛奶、坚果以及一
些生活物资；为每人发放100元的餐券
和100元的超市购物券，过年期间可以
在食堂和超市自行消费。在精神文化
上，通过举办健康讲座、播放夜间电影
等，丰富留守人员的文化生活。

警务室成立“留萧人员服务小组”

大园警务室社区组建了全区首个警
务室层面的“留萧人员服务小组”，通过基
础管控再加力、打击违法再加力、服务群
众再加力、疫情防控再加力，保障务工人

员欢度春节。成立后，专班小组通过电话
核实、入户排摸等各种方式扣清底数。在
上门走访中，民辅警已帮助85名外来务
工者申报春节留杭千元补贴。同时，主动
联系教育培训机构，为留萧过年务工子女
按照年级分别设立优质的网课辅导班，辅
导寒假作业，让家长们在企业安心工作。

目前，“留萧人员服务小组”不停地
为辖区企业和留萧过年的务工者做好排
忧解难工作。通过爱心企业捐赠防疫物
资，服务小组已将20000只防护口罩、
4000瓶消毒喷雾酒精上门分发给留萧
务工者，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留“浙”过年党员有担当

近日，区个私协党委组织人员对省
外户籍留“浙”过年党员进行了走访慰
问，为党员们送上大米、食用油、水果、零
食等年货礼包以及真挚的新春祝福。

响应省两新党工委《留浙过年 情暖
冬日——致浙江省两新组织党组织和党
员的倡议》，区个私协党委所属外省户籍
党员全部主动带头留浙过年，支持所在
企业做好“冬春防疫”及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区个私协党委组织人员对这些留

“浙”过年党员进行了慰问。同时，区个
私协会也走访慰问了城厢街道因病致困
经营户，与其家属交流了解其术后康复

情况，鼓励他们积极乐观面对困难，坚定
生活信心，真诚地祝福他们新春愉快。
新塘个私分会还走访慰问了新塘街道新
丰村的个体工商户困难户。

开展各种关怀关爱活动

衙前镇开展了“帮困送温暖，雏鹰同守
护”新市民留杭过年关怀关爱系列活动。
镇村计生协工作人员在“帮困送温暖活动”
中走访慰问了企业留杭过年职工、创业新
村社区留杭过年新市民和社区内困难户，
送上健康包、年历等生活用品。在“雏鹰同
守护”活动中，为创业新村社区内留杭过年
儿童举办健康讲座，普及健康知识，为留杭
过年儿童送上书包等学习用品。

连日来，我区各社会组织纷纷为各地
留杭过年的外地员工送温暖。区财贸工会
给会员企业外来员工代表送上节日慰问物
资和防疫用品，区老龄基金会、区养老协会、
区养老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联合承办“你替
我尽孝 我请你过年”第二届养老护理员年
夜饭活动，2月5日上午，200份热乎乎的年
夜饭送到了53家养老机构的200名护理员
手中，让大家提前品尝到了过年的味道，区
新企联（青商会）看望残障人士、老年居民和
部分留萧过年外地职工，向大家分发腊八粥
与口罩等防疫物资，并向青荷公益基金注资
3.5万元用于暖冬公益活动。

日前，“美好教育·向美而行”
2021年贺岁迎春学生书画作品展
在区行政中心举行。水彩、国画、版
画、剪纸、书法……富有童趣和艺术
特色的各类作品，与大家一起迎接
牛年的到来。 记者范方斌摄

学生书画作品展

■首席记者项亚琼通讯员沈潇晶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区水设施河道中
心了解到，2020年度我区共有36个小区
获评浙江省节水型小区。截至目前，我区
已创建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98个。

我区自2014年着手开展创建省级节
水型居民小区活动，涌现出了一批像东方
一号小区这样的节水典范。一到下雨天，
东方一号小区内的2000平方米景观池便
成了“流量担当”：得益于景观池内的雨水
收集系统，原本只能流入下水道的雨水，
经过景观池的收集存储，转换成了可用于
小区绿化的灌溉用水。一年下来，可以收
集利用雨水7000多吨。此外，小区内绿
植灌溉喷头均采用地插全圆旋转微喷头，
微喷灌溉范围较常规喷头范围更广，用水
更少，人工更省。目前，该小区居民人均
用水单耗88.3升/人·日，优于省级用水定
额，已荣获省级节水标杆小区。

新获评的省级节水型小区中又有哪些

亮点？在金域兰庭小区，强调节水意识从
娃娃抓起，针对幼儿举行了多场节水宣传
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来提高居
民节水意识；东方一品小区在节水宣传过
程中运用了微信、QQ群等新媒体手段，让
居民能获取最新的节水信息；御景蓝湾小
区建设时就设置了雨水、自来水两套公共
用水系统，公共区域共有约90个地接口，
方便绿化灌溉和清洗地面，且主要使用雨
水和河水，节省了大量自来水，小区物业还
自制绿化喷灌花洒，节水成效显著。

据了解，浙江省节水型居民小区创建
要求可以说很严苛：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
100%，居民生活用水户表率达到100%，
居民用水器具漏水率≤2%，人均月用水量
≤4.8立方米等。截至目前，我区已累计完
成98个小区的省级节水小区创建工作，
惠及居民住户5.6万余户。创建小区总数
在杭州各区县中名列前茅，覆盖率达到
10%，已基本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相
关考评要求。

我区已创建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近百个

■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随着萧山水环境的持续改
善，河道渔业资源不断增加，一些不法分
子为牟取私利，利用电鱼、网鱼等非法捕
捞手段，掠夺渔业资源，破坏水域环境。
一直以来萧山对非法捕捞持“零容忍”态
度，2020年共查处案件52起，收缴电捕器
具103套，罚没款10万余元，其中移送公
安25起，起到了很好的震慑效果，非法捕
捞行为明显减少。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水域生态环境，助
力“五水共治”，解决社会反响强烈的非法
捕捞突出问题，我区去年开展了春、夏季
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电鱼、
毒鱼、炸鱼等各类非法捕捞行为，查处违
法制造和销售电捕鱼设备的行为。

今年，我区将继续开展全区性的打击
非法捕捞专项行动，重点打击钱塘江、浦
阳江、西小江、区镇级河道等水域的电、
毒、炸等非法捕捞行为，对非法捕捞案件
从重从严，顶格处理。

■记者童宇倩

本报讯 为促进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2月7日至8日，区应急管理局联
合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管
理局（区综合执法局）和区消防救援大队
对所前镇、临浦镇等镇街的烟花爆竹零售
店，以及城区和各镇、街集贸市场开展烟
花爆竹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批发企业杭州伟
波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烟花爆竹专用储
存仓库是否存在“六严禁”现象；烟花爆竹
零售店是否持有经营许可证、是否严格执
行烟花爆竹销售实名登记制度、是否按照

规定储存、是否配备足够消防器材和“严
禁烟火”类警示标识等内容。

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介绍，“今年
销售旺季以来，我区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
的检查做到了 100%覆盖，总体情况较
好。打非治违方面处理了1起无证经营
案件，当事人被没收非法经营的 49 件
（个）烟花爆竹还罚款了20000元；这次检
查该局还立案查处了2起违规经营案件，
没收了非法经营的玩具烟花3箱。”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城区等禁放
区域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否则将被公安机
关处以罚款；禁放区外燃放时请看清燃放
说明，做到依法、文明、安全燃放烟花爆竹。

■首席记者何可人通讯员汪欣羽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妇联第十七届
五次执委会议上获悉，新的一年，区妇联将紧
紧围绕全区高水平建设“亚运国际城·数智新
萧山”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建
立“她智库”，在打造数智群团上做足文章。

区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区妇
联正在积极筹划“妇联网”建设，未来将会
把妇联组织建设、平安家庭创建、美丽家
园创建等内容接入城市大脑驾驶舱，为更
精准地服务全区家庭提供数据支撑。与
此同时，区妇联还计划建立女性人才库，
形成女性人才储备网络，并将进一步完善
融媒体矩阵，发挥萧山区女性融媒体联盟
的作用，积极进驻妇女聚集的各类网络空
间，实现妇联工作线上线下的贯通互动。

新的一年，区妇联还将着重围绕红色

群团建设，打造“她矩阵”，重点关注企业妇
联建立，引领、服务、联系在萧创业、就业的
女性，增强她们的归属感；开展“巾帼心向
党 百年正辉煌”系列主题活动，挖掘、传承
妇联组织的红色基因。围绕品牌群团建
设，再塑“她品牌”，持续开展“喜迎亚运
——百万萧山妇女学新知 展新姿”系列活
动，做优巾帼文明岗联盟，助推“亚运兴
城”；进一步深化“花开万家”、美丽家园创
评等品牌。围绕实干群团建设，凝聚“她力
量”，为破解妇联改革、妇联组织作风建设
等难题，探索区域共建、资源共享工作机
制，增强妇联组织的创新力。围绕为民群
团建设，提升“她幸福”，推出“你我同行 护
航成长——百万萧山家长走进家庭教育心
理学”三年行动计划；积极构建诉源治理联
动、平安家庭创建、未成年人保护等体系；
聚焦未来社区建设，做深做实“联”字文章。

我区联合开展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检查

全力打造数智群团 区妇联积极谋划新一年工作

联防联控 我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扫一扫查看更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