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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林惠芳）

乐乐1岁2个月， 长得活泼可

爱，反应也甚是机灵，但刚学会走路不

久，妈妈就发现他走路时会踮起脚尖。

乐乐妈听身边一些朋友说， 孩子踮起

脚尖走路是大脑发育异常的信号，于

是赶紧带他到医院检查。 广东省妇幼

保健院康复科主任医师徐宁表示，有

这种状况的孩子不一定是大脑发育异

常，但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有这种状况，

最好还是请专业医生检查。

刚学走路可能会踮脚

徐宁表示，一般来说，如果宝宝是

在刚学会走路阶段出现踮脚， 但其他

查体未见明显异常， 并且宝宝的脚也

能完全放平走路， 这种情况可能跟孩

子刚学会走路，对控制脚跟、维持身体

平衡能力稍差一些有关。 对这种情况

下的走路踮脚， 家长可以不用过于担

心。随着宝宝脚部肌肉力量的加强，以

及学会如何调控走路姿势和速度后，

这种踮脚的情况会慢慢消失， 一般最

迟不会超过2～3岁即可转为正常的脚

跟着地走路。

还有一些踮脚可能跟宝宝过早开

始学走路有关。有些家长在看到身边一

些跟自家宝宝同月龄的孩子已经开始

走路，非常着急，总担心孩子会落后，于

是在孩子自身运动能力还没达到可以

行走时，就早早地借助学步车等方式教

孩子学走路。而学步车只要稍微用脚蹬

一下就可以往前移动，长期在这种错误

行走的引导下，孩子也容易在刚学会走

路时习惯性踮起脚尖。

不排除脑瘫自闭症可能性

不过，徐宁提醒家长，宝宝踮脚走

路也有可能反映异常信号。 比如脑瘫

的宝宝，他们由于大脑受到损害，肌张

力增高， 从而使得肢体运动出现障碍

和异常，出现尖足交叉畸形等步态。 同

时因为肌张力高的原因， 主动肌和拮

抗肌之间肌力不协调也会影响患儿的

平衡能力。所以这类宝宝除了踮脚外，

走起路来也不会像正常人主动踮脚尖

走路那么平衡。 此外， 还有膝关节挛

缩、足内翻、生长发育落后等表现。

如果宝宝在踮脚时脚尖一直都没

法放下， 检查时发现宝宝小腿肌肉也

非常紧张，肌张力异常增高，并且宝宝

在出生时曾有过早产、缺氧、颅脑外伤

或其他脑损伤史， 或者是出生后有运

动、语言、社交等发育落后的表现时，

家长应提高警惕，尽早带孩子就医，以

排除脑瘫、自闭症、跟腱短、肌营养不

良、 双下肢不等长以及社交障碍等因

素，以免耽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总之， 家长在发现宝宝走路踮脚

时， 最好带孩子到医院请医生检查一

下。如果孩子各项检查都正常，那么可

以观察一段时间。 平时在家，可以让孩

子光脚走路， 以增加宝宝的触地感和

抓地感，培养其平衡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

讯员 穗医保中心宣 ）

微信申报

城乡医保银行账户功能上线了，

中小学新生家长可直接登录微

信申办扣费账户。 记者从广州市

医保中心获悉，2021年度广州市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已

于2020年9月1日正式启动，征缴

期将持续至2020年12月20日。 今

年中小学校、市属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的小一、初一、高一/职一年

级新生调整为以个人身份参保，

需提供个人银行账户信息，通过

银行划扣方式缴费。 为方便群众

申报城乡医保银行账户，医保部

门已上线微信申报功能，新生家

长点点手指就可完成申办了。

适用人群 ：

正常参保的小

一、初一、高一/职一年级新生

已参加2020年度城乡居民

医保的学生无需重新办理参保

登记手续， 系统已自动为其续

保，家长只需要申报个人银行账

户信息即可

（以前办理参保登记

时已申报过银行账户的无需重

新申报）

。

特别提醒，微信申报功能仅

面向当前正常参保的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人，曾参保但已办理停

保手续或从未参保的人员，请到

各街道

（镇 ）

公共服务机构办理

参保登记手续同时申报银行账

户信息。

带状疱疹疫苗已获批上市

街坊可到社区医院预约接种

接种疫苗须知

目前 上 市的

带状疱疹疫苗适

用人群：50岁及以

上成人

（以身份证

为准）

接种程序 ：

接

种第一剂之后隔2

个月接种第二剂。

价格：

1623元/

剂，全程接种2剂，

需3246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带状疱疹，民间俗

称“缠腰龙”或“生蛇”，是

一种皮肤科常见疾病。 除

皮肤损害外，常伴有神经

病理性疼痛，多出现在年

龄较大、免疫抑制或免疫

缺陷人群中，严重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 据悉，几乎

所有年长者神经系统中

都潜伏着水痘———带状

疱疹病毒。

今年7月， 国内首个

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正式

在广州实现预约接种。 该

疫苗目前获批接种年龄

段为50岁及以上人群，免

疫程序为肌肉注射两剂，

第2剂与第1剂间隔2个月

接种。 记者从越秀区建设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

解到，在建设街居住的50

岁及以上的街坊，可通过

现场预约或电话咨询

020-83766130，来建设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

接种门诊接种疫苗。

宝宝踮脚走路不是卖萌！

家长要重视

@中小学新生家长

微信可申报城乡医保

微信在线申报

3

种方式

1.微信关注“广州医保”公众号，通

过“医保服务”—“医保查询&凭证”—

（未激活凭证的请先激活凭证 ）

—“广州

城乡居民医保信息收集”进入申报界面，

按界面提示准确填写后提交。

2.微信关注“我的医保”公众号，通

过“医保凭证”—“激活凭证”

（未激活凭

证的请先激活凭证）

—“广州城乡居民医

保信息收集”进入申报界面，按界面提示

准确填写后提交。

3.登录微信，通过“我”—“支付”—

“城市服务”—“热门服务”—“医保”—

“医保电子凭证”—

（未激活凭证的请先

激活凭证）

— “广州城乡居民医保信息

收集”进入申报界面，按界面提示准确填

写后提交。

扣费账户勿申报信用卡

广州市医保中心表示， 在申办扣费

账户时， 请提供本市个人活期账户作为

缴费账户，请勿申报信用卡、对账本或非

本市账户等账户。 请务必预留足额款项

并保持账户状态正常，避免因余额不足、

冻结、锁定等原因导致扣费失败。扣费工

作将分批进行，请耐心等待。在填写信息

时，请提供准确的手机号码，将用于接收

扣费失败时的短信提醒通知。

此外， 如果确认参保状态正常但微

信申报页面提示错误信息， 请先核对是

否有填错、漏填的地方，修正后再重新提

交。

据了解，带状疱疹和水痘的“罪魁祸首”

都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只是在不同时期，

表现为不同的疾病。儿童时期，感染水痘-带

状疱疹病毒后通常会患水痘； 水痘痊愈后，

病毒依然会潜伏在体内的神经节中。随着年

龄增长，人体免疫功能逐渐下降，病毒会再

激活而引发带状疱疹。

典型症状除了身体单侧会出现成群的

水泡，令人饱受皮疹之苦外，还会出现灼烧、

电击、刀刺般疼痛。 带状疱疹急性期疼痛可

能更甚于分娩阵痛、

脊椎损伤、类风湿关

节炎、 慢性癌痛等。

带状疱疹常多发于胸背部、颈部、头面部、腰

部，10%～25%的患者会在眼部发带状疱疹。

眼部带状疱疹是带状疱疹常见的一种特殊

临床类型，患者会出现单侧眼睑肿胀，眼部

充血，疼痛较为剧烈，通常还出现同一边头

部疼痛，还可能出现溃疡性角膜炎，影响视

力。

带状疱疹症状

愈后常见并发症

患带状疱疹，往往“祸不单行”，

可能会导致严重且持久的并发症。带

状疱疹皮疹愈合后仍持续1个月及以

上的疼痛即为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PHN）， 是带状疱疹最常见的并发

症。 约9%～34%的带状疱疹患者会发

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30%～50%的带

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疼痛持续超过1

年，部分甚至达10年或更长，严重影

响患者及患者家属的生活质量。

带状疱疹还会导致其他一些常

见并发症，如溃疡性角膜炎、视力下

降、继发性青光眼、听力障碍、排便、

排尿困难等。

哪些人易得带状疱疹

50岁以上人群为易发人群，几

乎所有年长者神经系统中都潜伏着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即使身体健

康，但随着年龄增长，免疫功能逐渐

下降，大约1/3的人在一生中会患带

状疱疹。

带状疱疹治疗方法有限， 带状

疱疹后遗神经痛更是无特效药物治

疗， 接种疫苗是预防带状疱疹的有

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