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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信息

中医院在行动

“以前以为中医是‘慢郎中’，没想到
面对‘诡异’的新冠肺炎病毒，它却能救我
的命！”几天前，91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湖
北省武汉市汉阳医院治愈出院后激动地
说。

新冠肺炎来势汹汹，武汉市汉阳医院
积极推动中医药及时、全面介入诊疗全过
程，打出中西医结合救治组合拳，通过熏
艾消毒环境、做好防护，治疗中运用中药、
穴位注射、艾灸、中药外敷等，让中医药全
流程、全链条参与抗疫，新冠肺炎住院患
者中医药使用率100%。

发挥中医药治未病优势，
未病先防

“元旦过后，医院出现过一大家子因
不明原因肺炎发热、咳嗽，我当时就觉得
要警惕传染，虽然那时关于新冠肺炎的一
些情况尚未明晰，但用中药预防祛邪不伤
正，是很稳妥的选择。”武汉市汉阳医院中
医康复科主任方勇说。在方勇的主导下，
中医康复科煎制中药汤剂，分发给大家。

1月 18日，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人
民医院医生鲁某在武汉市汉阳医院参加
培训，返回成都前，方勇给鲁某等参会的
80余位同仁发放科室煎制好的中药汤剂，
嘱咐他们一定要按时服用。鲁某喝过后
觉得汤剂太苦，难以入口，喝了一次就再
未服用。回成都后，他突然发热、咳嗽，原
以为感冒加重，但由于气喘严重又到过武
汉，他不得不去检查，结果证实感染新冠
肺炎。而培训班上的80多位医务工作者，

其中有几位密切接触者，因为坚持服用中
药汤剂半个月，均未感染。

方勇认为，抵抗非典的经验告诉我
们，中医药在防治突发性、流行性、传染性
疾病方面优势明显。中药能够清热、除
湿、解毒、扶正，病毒、细菌千变万化，防不
胜防，提升自身免疫力才是王道。

在方勇的带领下，该院中医康复科的
医护人员将煎制的中药汤剂分发到密切
接触人群手中，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优
势，站好“前哨岗”，为控制疫情做积极努
力。

中西医结合遏制病情发
展，已病防变

方勇一直坚持，对于已经确诊的新冠
肺炎患者，中西医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遏
制病情发展。在武汉市汉阳医院，除了常
规的西医支持疗法，新冠住院患者中医药
使用率达 100%，初期利用中医药手段可
以防止病症由轻转重，重症阶段中西医结
合救治，可以有效减少死亡。

56岁的彭某家住武汉汉口，十几天来
总觉得浑身乏力，开始并没注意，在家附
近医院检查胸部CT显示双肺散在磨玻璃
影，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未见好转。一直
到整个人极度虚弱、无法站立才来到武汉
市汉阳医院检查，检测咽拭子提示阳性，
他被确诊为新冠肺炎，被收治在呼吸内科
三病区。

“我是不是不行了，喘不上气，呼吸很
困难，胸口憋得受不了，”彭某有气无力地

对援鄂医疗队的魏春华教授说。作为山
东省潍坊市卫恩医院呼吸重症专家，魏春
华介绍，当时彭某体温37.5度，并不高，但
口唇紫绀，血氧分压只有 27mmHg（正常
维持生命最低 60mmHg），氧饱和度只有
47%。她先给彭某高流量吸氧，并第一时
间给予中西医结合穴位注射治疗，背部选
取双侧定喘穴、双侧肺俞穴进行深层肌肉
注射平喘、止咳、消炎的药物。

魏春华介绍，在这几个穴位注入药
物，能够持续发挥比口服或静脉用药更
好、更快的降气平喘作用，可以迅速有效
地缓解患者憋喘症状。穴位注射治疗 30
分钟后，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有明显缓
解。彭某在后续治疗中结合氢氧雾化机
吸入治疗，快速改善血氧饱和度、咳嗽、胸
痛等症状，减少肺组织损伤，治疗后，彭某
的病情逐渐好转。

35岁的童某，因发热、乏力、腹泻、纳
差、咳嗽及呼吸困难就诊，CT提示双肺大
面积感染，核酸检测阳性，抗炎、抗病毒治
疗一周后未有任何好转。因为床位紧缺，
收入院时他已发病21天，一直因呼吸困难
无法入睡。武汉市汉阳医院中医康复科
医生余国辉为其开具宣肺透邪、解毒通
络、癖秽化浊、健脾除湿的中药饮片，服用
3日后症状完全消失。

魏春华说，在支援武汉市汉阳医院呼
吸内三科的近两个月，科室共收治了55例
新冠患者，几乎全是危重症，年龄最大的
80多岁，科室全部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55例中零插管、零死亡，实践证明，中西医
结合实现了“1+1>2”的效果。

做好中医药康复服务，愈
后防复

武汉市汉阳医院康复门诊的医护人
员接诊过几例治愈出院后又出现低热自
汗、手心发烫、口干口苦、喘闷心慌等症状
的患者。针对这类情况，武汉市汉阳医院
中医康复科充分发挥该院中医药康复优
势，为恢复期患者提供中药汤剂、中医外
治、药膳食疗、呼吸锻炼、传统功法保健指
导等一系列中医药服务。

“新冠肺炎患者主要是肺泡渗出增
加，影响肺泡氧合。肺康复的重点是肺功
能的锻炼，使气道打开，改善肺通气及肺
容量。恢复期主要是通过益气健脾、补肺
养阴、化痰通络等方法，结合火罐、针灸、
刮痧、食疗、心理治疗等非药物疗法帮助
病人恢复。”方勇说。很多病人经以上治
疗，自汗消失，心慌胸闷大为好转，该院还
建议出院后患者在口服中药的基础上，进
行缩唇呼吸、吹气球、八段锦等康复治疗，
为肺功能的彻底恢复打下坚实基础。

武汉市汉阳医院中医康复科主治医
师平懋华介绍，之前负责新冠肺炎医学康
复驿站巡诊任务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
中，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
年人康复周期会更长一些，他们常常有腹
胀、失眠等不适。在武汉市汉阳医院，医
生会指导新冠肺炎康复期的腹胀患者按
摩脐周、足三里，失眠患者按压内关、神
门、三阴交、太冲，在康复方面，充分发挥
了中医药特色优势。

打好中西医结合抗疫组合拳
本报记者 毛 旭 通讯员 耿 湘 赵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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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痧疗罐疗
专业委员会组
织痧疗领域 10
位专家联合提
出刮痧疗法建
议，为抗击疫情
提供技术支持，
湖北省多家医
院将刮痧疗法
应用于新冠肺
炎患者的康复
中。

图 为 湖 北
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康复医学
中心主任张阳
普根据世界中
联痧疗罐疗专
业委员会专家
的远程指导，为
新冠肺炎康复
期患者刮痧。

汪立梅摄

本报讯 疫情期间，辽宁省援鄂医疗
队来到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和襄阳市第
一人民医院进行医疗援助。辽宁中医药大
学教授于睿在抗疫一线积极开展中医药特
色治疗，在轻型和普通型隔离病房开展易
筋经十二势导引法教学，每天分批带领患
者和医护人员进行导引康复训练，增强心

肺脏腑机能。同时，通过建立医患微信群，
把规范的导引视频发送给隔离病区的患
者，在群中指导要点，督促练习。

临床观察显示，易筋经导引法适用于
新冠肺炎轻型、普通型患者，能够改善他们
的体质，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对医护人
员而言，每天长时间的工作疲劳，易筋经可

以使他们身心放松，增强免疫力。
3月 21日，在一线奋勇抗疫一个多月

的辽宁省援鄂医疗队归来，医疗队队员在
辽宁大厦进行为期 14 天的医学隔离观
察。为保证队员们有充分的时间舒缓身心
疲劳，于睿带领大家共同练习易筋经十二
势导引法。

为方便队员们巩固练习，于睿还将自
己录制好的动作视频提前发送给大家。在
于睿悉心的指导下，队员们也积极配合、努
力学习，每日坚持练习易筋经以调养身心。

经过 14天的锻炼，队员们感到身心舒
畅，疫情期间大量耗费的体力也得到了快
速恢复。

此次辽宁省援鄂医疗队从抗疫一线到
隔离恢复，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法始终伴随
左右，让他们尽快以良好的状态重回工作
岗位。

（张东伟 梁 亮）

易筋经助辽宁省援鄂医疗队平安凯旋

本报讯 （记者章关春 通讯员卢方明
楼 彦）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指导浙江景岳堂药
业有限公司，加班加点生产浙江临时纳入职
工医保的中药防疫推荐方颗粒剂，以“四保”
（保质、保量、保供应、保时间）标准向全省各
地配送中药颗粒剂。

为满足该省中医药抗疫需求，浙江景岳
堂药业有限公司，坚持24小时不停产，保证各
地抗疫需要的各种中药饮片和颗粒剂订单一
单不落，做到订单日清，当日发货。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
“四保”配送抗疫中药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中关村中兽医药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启动天然植物饲料原
料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确定第一批制定团体
标准的品种包含12种中药。

本次团体标准制定工作为每个天然植
物饲料原料品种制定干燥物、粉碎物、粗提
物三个系列。第一批制定团体标准的品种
包括金银花、葛根、当归、酸枣仁、黄芪等 12
个在畜牧饲料和添加剂领域应用较广泛的
品种。

本次团体标准由该联盟联合国内中医药
学和饲料、中兽药领域机构，包括中国农科院
饲料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中医药大
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制定。 （王 明）

天然饲料团标制定工作启动

首批品种含12种中药

本报讯 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时
期，山西省平遥县中医院坚持常态化防控
和医疗服务相结合，有力有序推进恢复正
常医疗秩序，多措并举确保人民群众得到
及时高效的救治。

该院在线预约诊疗与现场服务并行，
线上线下同步分流，有效缓解窗口压力；在
预检分诊处新增红外线通过式金属探测
门，对进院所有人员进行非接触式、安全快
速的体温监测；每天有志愿者在门诊楼层
入口进行二次预检分诊和导医导诊服务；
继续加强发热门诊值守，筛查不明原因的
发热患者；药剂科、医技科室以及收费窗口
均实行弹性配班，高峰时段统筹增加人力，
缓解患者排队等候情况；成立由职能部门
牵头的督查组，一对一负责对全院各科室
规范管理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实行一日
两次现场督导巡查制；信息科加班更新调
试医保信息系统，保障新一代社保卡的顺
利使用，并实行医院动态日报制，及时反馈
并落实全院动态变化的防控要求，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 （温小琴）

山西省平遥县中医院

多举措保障疫情防控

本报讯 4 月 2 日，首个北京中英文
双语中医药服务平台——北京远程健康
服务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该平台将权威
发布北京市在疫情防控、康复、护理全周
期等各个方面的中医药策略，依靠互联网
融合技术，实现线上实时互动、远程问诊
等服务，推广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北京
经验。

按照北京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部署要
求，为有效适应海外华人的中医服务需求，

助力海外华人的疫情防控工作，北京市中
医管理局充分发挥首都中医药资源优势，
联合23个海外中医药学术组织，组织首批
10余家中药企业以及物流、贸易等相关企
业，共同开发了北京远程健康服务平台。
平台开通后，将为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
国外朋友开展中医药防治方案、远程咨询、
产品服务等，实现“五个一点”快捷服务，即

“一点了解北京方案”“一点学会居家防护”
“一点找到三甲医院”“一点找到专家咨询”

“一点了解中药服务”。
该平台分为北京方案、北京服务和北

京产品 3部分，每部分有 3个模块。其中，
北京方案分为指南发布、防护视频、生活指
导3个模块，向全球发布北京中医药防治、
康复、护理全周期方案，以视频方式形象展
示居家防护科普，内容涉及中医药预防方、
穴位保健、儿童防护、心理调适等，生活指
南提供了百余篇生活防护知识，指导民众
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北京服务分为远程

咨询、千名专家、精品课件 3个模块，可链
接到北京市四家三甲中医医院，近千名中
医药专家在平台上为海内外民众提供远程
咨询服务，推送北京中医药疫情防控精品
课件，提升海外中医从业者服务能力。北
京产品分为一键查询、一点对接、我要服务
3个模块，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将中药产
品分类分途径推送。海内外民众将一键了
解查询中药企业的海外销售点分布，供需
双方多途径多渠道精准对接，实现中药产
品服务。

平台还动态采集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
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通过中医药企业海
外渠道、国内企业流通渠道、其他贸易渠
道、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及个人中医药服务
渠道、世界中医药组织海外渠道实现统一
服务。 （李佳霖 郭静原）

首个北京中英文双语中医药服务平台上线
推广中医药抗疫北京经验

本报讯 （记者赵艳莉）近日，陕西省
蒲城县中医医院举办儿科常见病的中医外
治培训班，旨在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进一
步提高该院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

培训项目包括小儿推拿、小儿捏脊、中
药贴敷等中医适宜技术以及中西医结合治
疗小儿夜遗尿等专题讲座。经过培训，该
院儿保科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得到提升，
门诊量持续提高。

陕西蒲城县中医医院

开展中医外治培训

本报讯 4月 2日下午，河南省驻马店
市第二中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到驻马店市援
鄂医疗队和转运工作专班的一线人员的隔
离宾馆，为他们送上关怀，并将医院自制的
中药和香囊送到他们手中。

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中药汤剂可以
扶正固本，让医疗队队员尽快恢复体力；中
药香囊中的中草药有很强的挥发性，可以
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刺激呼吸道黏膜，使
神经系统兴奋，以达到提高机体抵抗湿热
秽浊病毒的能力。 （王冰之）

河南驻马店市第二中医院

为援鄂医疗队送关怀

本报讯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广东省珠
海市高栏港区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实行关
口前移、分层干预、分段阻击等策略，中医药
全流程、全链条深度参与抗击疫情的各项工
作，取得良好成效。

该区第一时间规划、动手、推动中医药专
业人员加入疫情防控队伍，各级诊疗专家组吸
收中医专家参与，为疫情防控积极建言献策。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该区组织中医药专家根据
国家和各地的方案、经验，结合本地人群、发病
特点，以及本地气候、地理环境特点，形成了中
医防治新思路，制定并实施中医“治未病”方
案，包含中药汤剂、药膳、艾灸、中药沐足、中药
贴敷、辟秽香囊、心理疏导等方案。

中医专家直接参与一线临床救治和疫情
防控，综合应用中药预防传统经典方剂，结合
患者病情和体质进行辩证论治，一人一方，精
准施治。

针对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对象、一线医
护人员、部分复工复产企业人员等重点人群
进行预防性用药。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按照
中医预防传染病的“扶正祛邪”和“三因制宜”
原则，制定方剂、使用中药配方颗粒现场调
制。截至目前，全区为重点人群免费调剂、煎
煮、发放中药煎剂共计2万余剂。 （刘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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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深度参与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