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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信息

各地信息

日前，石家庄市新冠肺炎患者恢复期康复中医经典云病房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医院上线运行，为石家庄市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免费提供出院后的中医药康复服务。

截至3月3日，已有27名新冠肺炎恢复期患者通过远程视频接受了中医经典云病房专家会诊。图为石家庄市中医院中
医经典云病房专家组为患者开展远程会诊。 通讯员 段晓晶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江景岳堂
药业有限公司加班加点生产抗病毒中药饮
片，并应急生产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推出的
抗击新冠肺炎中药预防方颗粒剂，公司还派
员深入新冠肺炎各定点医院调查饮片紧缺品
种，确保抗疫所需紧缺中药品种供应，并向防
控一线的公安干警、医务人员无偿捐赠抗病毒
预防方中药颗粒、外科口罩、消毒酒精、免洗手
抑菌凝胶等。

（章关春 方敏娟 林旭东）
●3月 9日，陕西将采集的60万毫升悬浮

红细胞、4000毫升血小板及 2100毫升新冠肺
炎康复者血浆送交到湖北省血站工作人员手
中。这是自疫情防控以来，陕西第三次支援湖
北血液供应。截至目前，陕西累计援助湖北90
万毫升悬浮红细胞、1万余毫升血小板及2100
毫升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

（杜焕朝）
●从 3月 10 日开始，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医护、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在河北省
内丘县中医院通过体质辨识仪，免费体验中
医的检查和服务。此项活动从 3 月 10 日开
始，持续10天。截至目前，已有300多名一线
人员接受体质辨识，并获赠中药。

（赵永生）
●面对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陕西省蒲城县中医医院有序安排部署疫情复
工复产工作，并继续加大疫情防控，医院严格
要求全院职工做到疫情防控与日常工作“两
手抓，两不误”，思想不放松、行动不懈怠，截
至目前，该院无一例院内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日均门诊量400余人次，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发
生前的97%，各项工作正在顺利展开。

（王 婷）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对支援湖北一线

医务人员家属，建立院领导、中层干部“一对
一”联系制度，每周入户看望，每次送上慰问
金 1000 元以及相应的慰问物品、生活物资。
同时医院帮助解决老人小孩照护、家人生病、
子女入学、生活及防护用品保障等困难和问
题。 （杜常浩）

本报讯 （通讯员闫丽华）新冠肺炎疫
情阻击战打响以来，河北省馆陶县中医院
党总支、院委会带领党员干部上一线、冲锋
在前，全院职工与患者及分包小区居民守
望相助、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疫情防控和
医疗救治工作扎实开展。

目前，该院接诊发热病人 244人，办理
住院 87人，转运到定点医院 44人，留观 10
名发热病人。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团队会
诊疑难发热患者150余人次，院内培训诊疗
方案10多次。

医院共抽调干部职工 70 人，保护 8 个
小区6059人的健康安全。中医院社区临时
党支部开展精准排查，排查6150余人，摸排
出县外返乡人员 423人，累计隔离 26人，排
查湖北返乡人员 22名，实现人员检测全覆
盖。为小区居民免费发放艾条1.5万余根，
指导艾灸使用1100余人次。

河北馆陶县中医院

战“疫”勇担当

本报讯 （通讯员杨婷婷）3月 9日，贵州
省援助湖北省鄂州中医医疗队 7名中医专家
进驻雷山医院病区。3名中医专家进入中心
医院病区，在该院重症一、二、三区开展中医
救治工作。当天，3名中医专家共接管确诊患
者47人，其中42名患者吃上了医疗队为其辨
证施治熬制的一人一方。

“这次我们是‘亲上加亲’。”湖北鄂州
人、贵州雷山脚猛村驻村第一书记刘韬激动
地对医务人员说：“疫情过后，我要尽快回到
贵州，为脱贫攻坚继续奋斗。”春节前夕，刘
韬住进雷山医院第八病区，经过贵州医疗队
连续 13 天的精心救治，刘韬胸部 CT 复查和
两次核酸检测为阴性。3月 9日，刘韬达到治
愈出院的标准，与他一同出院的还有他 5 岁
的儿子。

贵州援鄂州中医专家
医疗队进驻雷山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谢文松）“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来医院就诊病人及车
辆也开始增加，但形势依然复杂，我们必须
防止厌战情绪、松劲心态，发现漏洞及时弥
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3 月 7 日，河南省
安阳市中医院再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
会议强调，在全院开展疫情防控自查，狠抓
防控薄弱环节，及时查漏补缺，筑牢疫情防
线，全力做好特殊时期的防控工作。

连日来，该院由院领导、职能科室主任
组成检查组，对全院各个防控节点进行了
全面细致的调查，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梳
理。检查发现，随着就诊病人及车辆增加，
出现了大门口测温点值守人员工作偶有松
懈，门诊大厅预检分诊处的管理不够严谨
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医院领导高度重
视、严肃对待，力争做到精准防控堵住漏
洞。对工作不细致、不到位的人员，医院第
一时间进行问责。

河南安阳市中医院

狠抓薄弱环节
严防松劲心态

本报讯 （通讯员欧阳苗 张安
然） 3月6日，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左铮云，党委副书记赵恒伯等，
及25个职能部门、教学院部负责人在线
对话该校24名现居湖北学生代表，切实
解决学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返
校问题。

学校制订了详细的返校方案。一旦

确定返校日期，学校先期组织的600名教
职员工党员志愿者会全部投入到协助学
生返校的工作中。湖北籍学生若按规定
需要隔离，学校也已腾出200多间宿舍以
单人单间的形式进行隔离，成立工作小组
做好湖北籍学生的生活保障工作。

同时，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教育教
学活动的有序开展，江西中医药大学多

次召开线上教学专题视频工作会议，部
署相关工作。春季学期一共 575 门课，
教学班次1654个，目前所有课程均通过
课程引进、团队建设等形式组织了线上
资源，100%按照教学计划开展线上教
学，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数量732名，参
加线上听课的学生 9422 名，做到了“师
生全覆盖”。

江西中医药大学部署战“疫”返校工作

本报讯 （记者于 伟 通讯员方敏娟）
近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一批抗疫中药正待启
航，运至万里之外的意大利。这些由浙江省
中医药学会捐赠的 10000份预防性中药颗粒
剂将通过意大利华侨华人组织，专门用于抗
击意大利近期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

浙江省有海外华侨华人200多万，自国内
疫情爆发以来，海外华侨华人通过各种渠道
捐款捐物，其中也包括意大利华侨华人爱国
人士的捐赠。

目前，国外疫情蔓延加重，海外华侨华人
的安危牵动着国人的心。本次捐赠的中药是
国内抗疫一线医务人员也在服用的，预防效
果显著，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希望能为海外华
侨华人抗疫尽绵薄之力。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
向海外捐赠中药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江苏省中医系统
包括南京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共派出
了438名中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战斗在
湖北救治一线。江苏省还成立了 75人的
中医医疗队参加国家中医医疗队，在武汉
方舱医院开展防控和救治工作。 江苏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治疗中，中医药参与率
近9成；在武汉江夏中医方舱医院，患者接
受中医药服务比例 100%……一组来自抗
疫一线的数字，彰显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中中医药的力量。

在这场疫情的大考面前，江苏省中医
院将支部建在火线，党员冲在一线，把“相
信江苏中医”写进了患者心中。

他要把大家完整带回家

王谦是江苏省中医院呼吸科副主任，
也是江苏医疗队支援武汉江夏区中医院
的总负责人。这是一支在大年初一夜里
集结而成的医疗队，共 27人，其中来自省
中医院的共有 7人，是江苏省第一批赴武
汉支援的医疗队之一。作为队长，王谦不
仅要协调整个江夏区中医院的诊疗救治
工作，还要充分考虑到江苏医疗队27名队
员的防护安全、整个物资调配等，责任重
大，“带着这么多人的希望去，我一定要把
他们完完整整带回家。”

初到武汉，王谦成了“探路人”。他带
领三名党员骨干率先进驻江夏区中医院
对感控情况进行摸排和整改，帮助医院完
成“三区两通道”的建立、培训当地医务人
员、梳理所有病例，将所有病患分类管理
……巨大的诊疗压力外，他协调各方人员
对院区进行了优化，白天画图，晚上施
工。这些改进也被江夏区中医院的医护
们看在眼里，“江苏的医疗队专业，保护了
大家！”他们说。

王谦的背后，还有强大的“江苏后援
团”。1 月 31 日，王谦以及江苏省中医院
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在江夏区中医院住
院病房通过远程视频和来自江苏省中医
院的十多位专家连线，对武汉一名 53
岁的女性重症患者进行“云会诊”。王谦
根据专家组的会诊建议，采用中医为主、
中西医结合的方案给予病人治疗，病人
病情很快好转，目前该病人已经出院。
现在，“云会诊”已成为支援前线作战的
常态。

江夏区中医院作为武汉新冠肺炎定
点医院，平均每天住院病人约250人，均为
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所有患者均
通过辨证施治，给予一人一方中医药治
疗，目前已有620余例患者治愈出院，队员
零感染！这是王谦带领着大家在武汉江
夏区中医院交出的阶段性成绩。

王谦本人也被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评选为第一批“江苏最
美医护工作者”。

方舱医院有个“苏六病区”

“武汉地区确诊人数众多，大量病人
无法收治入院，建设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
者是一项重要决策。但轻症如不加以干
预的话，有转为重症的可能性，不能掉以
轻心。除治疗轻症病人外，医护人员还将
甄别出重症病人并迅速送至定点医院进
行救治。”2月 10日，江苏省中医院 4名专
家作为第三批国家中医医疗队队员，参与
江夏中医方舱医院的救治工作，江苏省中
医院呼吸科主任中医师史锁芳是方舱医
院的业务副院长，除了承担方舱医院医疗
业务管理还参与“苏六病区”住院患者的
临床诊治工作。

在方舱医院，“苏六病区”很有名气，人

手一个由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组方的中药
香囊，芳香避秽、化浊解毒。早上，“苏六
区”的科主任、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
医师王醒还会带着病友们一起练“苏功”，
这个功法是史锁芳基于五运六气原理自
创、练习多年的，教给患者的同时，也教给
了医护人员。

“在国家诊疗方案的基础上，我们还
会根据患者的特点辨证施治，对适宜的患
者做到一人一方。”方舱医院外，停有一
辆装着 300多种中药颗粒剂的车，能够满
足用药需求；方舱医院内，医生穿着白色
的防护服望闻问切，戴着手套给患者搭
脉、看舌苔……

2个新冠肺炎中药制剂获批生产

更多的医生到了湖北一线，更多的关
于疾病的信息被汇聚到省中医院。省中
医院副院长、著名中医呼吸病专家朱佳奔
赴武汉，加入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的重症
救治组，开展重症病例的中西医联合巡诊
工作，带回了重症救治经验。史锁芳将方
舱医院内轻症患者的舌苔图像都保留了
下来，成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在黄石，江
苏省中医院黄石医疗队队长、湖北黄石有
色医院呼吸科业务主任魏瑜发现，患者病
情复杂，气虚湿阻患者多，通过辨证论治
采用健脾化湿的方法有效，而不适合用早
期抗病毒中药……

通过病例的临床观察，92岁高龄的国
医大师周仲瑛做出了新冠肺炎属于“瘟毒
上受”，基本病机演变是“湿困表里，肺胃
同病，如遇素体肺有伏热者，则易邪毒内
陷，变生厥脱”的主张，组方思路应以表里
双解、汗和清下四法联用为主。

在此基础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
药传染病防治专家组专家、江苏省卫生健

康委新冠肺炎防控专家组首席中医专家、
江苏省名中医、国内著名的中医急症方面
的专家奚肇庆研制成“芪参固表汤”和“羌
藿祛湿清瘟汤”两个药方。经专家们论证
认为，“羌藿祛湿清瘟合剂”具有治疗与改
善新冠肺炎轻型、普通型早期、中期临床
症状和减少重型肺炎发生趋势的疗效；

“芪参固表颗粒”具有扶正固表，疏风理
气，健脾祛湿的功效，易感人群可用于预
防新冠肺炎及湿邪引起的病毒感染、流行
性病毒性感冒。

2月 21日，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
来消息，江苏省中医院“羌藿祛湿清瘟合
剂”和“芪参固表颗粒”2个治疗新冠肺炎
医疗机构制剂的申请取得备案号，这是江
苏省首批备案的防治新冠肺炎的中药制
剂，批量生产后对新冠肺炎患者或易感人
群，都可以针对性地辨证使用。

获得备案号后，江苏省中医院药学
部、制剂部加班加点组织生产、确保质量、
尽一切努力满足供应，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与救治发挥中医药独特的优势。

2018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
见》，对公立医院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
求。2019年 3月，江苏省中医院成为省内
首批试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公
立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党委书记、南京中
医药大学副校长方祝元教授表示，疫情是
一场大战，也是一场对党委领导下公立医
院能否担当使命的一场大考。我们一定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16字疫情防控
工作总要求，在这场大考中，淬炼党组织
政治担当，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构建中医药应对重大疫情的应急体系
中，全面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
力和水平，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疫情“大考”中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 冯 瑶

让药香飘在抗疫最前线，江苏省中医院把“相信江苏中医”写进患者心中——

从 2月 21日起，陕西省宝鸡市中医医
院的 10 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宝鸡首支中
医援鄂医疗队，一直奋战在湖北省武汉市
江夏大花山方舱医院。望闻问切、对症下
药、中药汤剂、穴位贴敷、穴位按摩、耳穴压
豆、中药香囊……这些来源于中医药学的
独特疗法，正化身为宝鸡中医大夫手中的
抗疫法宝，发挥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为患
者解除痛苦，重塑康复信心。

鼻咽拭子采集用于新冠肺炎患者的核

酸检测，患者两次核酸检测为阴性就是出
院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患者来说，这项操
作也是十分痛苦，要通过鼻腔，用鼻咽拭子
探到咽后壁，顺时针、逆时针各转五圈，留
取患者鼻腔里面的黏液来检测。

如何让大家愉快地配合这项检查呢？
恰逢医院寄来了自制的中药避瘟香囊，宝鸡
中医院的医生们动起了脑筋。2月27日早
上，在武汉江夏大花山方舱医院里，又到了
每天固定的集中鼻咽拭子采集的环节了，所

有排队前来采集的患者一个个面露期待，氛
围比以往愉悦了不少。而这一切的改变都
缘于一个小小的香囊。每个顺利做完鼻咽
拭子采集的患者都会开心地领到它。

这小小香囊能起到“避瘟”的作用，宝
鸡市中医医院援鄂中医医疗队临时党小组
组长、急诊科副主任医师代强介绍：“宝鸡
市中医医院研制的避瘟香囊，是从清代《理
瀹骈文》中整理出的避瘟古方中选药，主要
组成为羌活、大黄、柴胡、苍术、细辛、吴茱

萸等中药。”宝鸡市中医医院的医生将避瘟
香囊分发给舱内的患者，大家佩戴于胸前
或悬挂于床头，患者可以闻见淡淡的药草
香味儿，不仅起到了治疗作用，小小的香囊
还是一个个情感的纽带，它融入了宝鸡中
医人的情谊，将医生和患者的心连在一起。

中药香囊利用了传统的鼻嗅给药方
法，借芳香性药物的清气之正，鼓舞人体之
正气，具有芳香辟秽、除湿化浊，健脾和胃、
理气解郁、通窍醒神、驱毒杀虫的功效，非
常适合广大群众以及病患佩戴。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中医药利用自
身特色和优势，已经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证明了自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言 玲 王 蕊）

中药香囊成医患情感纽带

抗疫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