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士林：目前，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进
展，参与救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中西医密切协作、
联合攻关，发现了一批有效方药和中成药，在治疗新冠肺
炎中取得了较好疗效。1月24日晚，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研究所第一时间设置抗冠状病毒中药筛选的应急专
项，启动所内P2实验室，开始进行抗疫药物筛选工作。

目前，我们已成功构建多个适宜于中药筛选及评价
的冠状病毒感染体内外模型；完成了8个诊疗方案中所
涉及中药复方及中成药药效筛选与评价；成功筛选了13
个具潜在疗效的中成药，明确了10个中药方剂具有潜在
治疗价值，其中，部分方剂已在北京地坛医院、佑安医院
进行临床观察。我们依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医疗队在武汉
一线抗击新冠肺炎的有效经验方，积极开展医疗机构传
统中药制剂申请备案工作，现已向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
局提交应急审批及备案申请。我们还承接了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向全国推广使用的中医经典方剂组合“清肺排毒
汤”的制备工艺优选及质量标准研究。

下一步，建议尽快开展高质量的中医临床循证研究，
掌握临床数据，优化临床与研究的协同性，归纳研究出疾
病的征候规律，从而优化诊疗方案，提高临床救治率、症
状缓解率。加快推进有效方剂及上市中成药筛选，指导临
床精准用药。

李灿东：福建中医药大学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中
医药专家组和科研攻关组，根据中医“因人、因时、因地”
制宜的原则，提出了符合福建疫情特点的中医药防控新
冠肺炎的应用方案，制定了健康人群预防、疑似与确诊人
群防控与治疗、恢复期调理的防控方案，并得到福建省人
民政府的认可。中药烟熏方法作为机关、学校、医院等公
共场所的消毒方法，至今使用人群中新冠病毒感染零报
告、感冒零报告。

我们还积极运用现代技术，建立远程会诊制度。2
月1日至今，专家组6人参与省级远程会诊，完成福建
省9地市定点医院确诊患者巡诊。我校附属医院还派出
4批共102名医护人员，赶赴武汉金银潭医院、光谷方
舱医院及宜昌等地进行对口支援。与此同时，组织老中
青结合专家队伍开展湖北和福州的远程会诊，在湖北
一线救治工作中充分发挥中医药诊疗的特有优势。

徐道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遵从国家的统一调度
指挥，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是制药企业的天职。如何
在毫不放松、扎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主动、科学有
序地推进复工复产工作是许多企业目前开展工作的重中
之重。

在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多种中成药作为推荐用药
列入了国家及各省市的诊疗方案，其中天津达仁堂京万
红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风油精被《武汉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居家预防推荐方案》列为香薰疗
法的推荐药物。我们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
制定工作方案，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为疫情预防药品的生
产做出企业应有的努力。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全面复工，
并且开足马力生产医药物资产品，这些产品将陆续投放
市场，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邹旭：2月15日，我们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专家
一行至武汉市汉口医院呼吸一区开展中医查房时，恰巧
遇到一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出现气促、烦躁，呼吸困难等
症状。广东医疗队的西医同行们立即用无创机械通气，当
时患者大汗淋漓、焦虑不安，难以配合呼吸机，呼吸困难，
呼吸30—40次/分，血氧饱和度59%，心率130—140次/
分，病情岌岌可危。主诊组医务工作人员立刻邀请我们中
医专家一同查看患者病情。

在深入了解具体病情后，我毫不犹豫地取出针灸针，在
患者双下肢的两个穴位施针，一边安抚患者，一边捻转着细
针，患者烦躁的情绪也逐渐得到缓解，我遂在患者双上肢的
两个穴位予以施针，10余分钟后患者逐渐安静下来，生命
体征渐趋稳定，呼吸频率降至25次/分，心率也下降到90
次/分，外周血氧上升到80%以上。再过30分钟，血氧升至
90%以上。此后，给该患者辨证开具中药方剂口服，配合西
医对症、支持治疗，一周后实现脱机，病情明显改善。

我所在的武汉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六病区全体医务
工作者全力抢占先机，及时让中医药介入治疗。我们要比
病毒速度快，有效阻断病毒的侵袭。通过现代医学先进设
备为患者提供氧气疗法，纠正患者机体缺氧，从而有效保
护了患者的脏器不受损，同时针药并用辨证施治，提高患
者自身的抗病能力，当病患身体调节到阴阳平衡状态时，
疾病自然而然就消退了。

近段时间以来，我国各地努力应用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不仅在我国受到更多医生、患者和民众的

认可与支持，同时在国际社会也得到更多关注和肯定。本期中经论坛特别邀请中医药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围绕

中医药抗击疫情的效果，以及未来我国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展开探讨。

刘昌孝：历史上，我国发生数
百次瘟疫，古人成功应用了中医
药，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疫病经验，
《伤寒论》《温病条辨》《温疫论》等
著作成为中医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传世至今。我们要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强化基础研究，正确指导
经典方剂的创新、科技进步和产业
化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各省市
特别批准的20多种中药方药用于新
冠肺炎治疗，这是在非常时期优先审
批、因地制宜、百花齐放，也是药品管
理的创新。未来，应推进中医药监管
科学的发展和循证医学为核心的中
药临床研究和评价的发展。我们需
要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理念，共
同加速宝贵的经典名方的研发、审评
规范和产业化进程。

李灿东：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
量发展，首当其冲应解决好中医传
承发展的问题。第一，坚定文化自
信，以传承为根基，强化中医思
维。深入挖掘中医药疫病防控相关
理论，包括五运六气等在疫病预警
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温病的理论和
实践应用，并积极挖掘民间或传统
的有效防控疗法，提供安全有效、
方便可及的疫情防控技术和方法，
并为相关的决策判断提供参考依
据，不断提高防控综合水平。

第二，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
以创新为动力。在探索中医药优势
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
段和传统中医药的有机结合，推动
中医药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创新。深
化改革创新，大力推进院校教育改
革，把现代高等教育和中医师承教
育的优势相结合，把优秀的学术、
临床经验等挖掘出来，为进一步传
承研究提供基础。

第三，大力弘扬“治未病”的
理念，防患于未然。在如今安定、
祥和的社会环境下，更要强化防患
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进一步构建和
完善以中医药为主体的重大疾病
（传染病）防控体系，加大中医药人
才培养教学制度改革力度，更加注
重中医药人才“治未病”能力的培
养，增强其在重大传染病的防范意

识和工作能力。
陈士林：“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
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传承是为了保
根，没有传承就不能正本清源；创
新是为了提升，没有创新就不能与
时俱进。

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
大量临床经验，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
载的经典明方浩如烟海，疗效确切、
安全可靠，但大多数还在古籍中沉
睡。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受到古籍的
启迪，这也为中医药的创新发展带来
了启发。我们既要善于从经典古籍
中寻找创新灵感、取其精华，也要善
于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创新能力，
二者相结合方能带来原创性成果。

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为中医药研究突破提供了
有力支撑，多学科、跨行业合作为
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带来广阔空
间。通过协同作战，推行工、农、
商、学、研一体化，将中药农业、
中药商业、中药科研及中药外贸形
成产业链。

另一方面，伴随全球疾病谱改
变及老龄化现象加剧，中医药健康
产业迎来巨大市场需求和发展机
遇。2020年中医药健康产业市场规
模有望突破3万亿元。中医药行业
应着力打造“我主人随”的国际领
先产业体系，抢抓健康领域新一轮
科技革命契机，做好产业全链条顶
层设计，实施一体化统筹发展。

方同华：中医药企业要把促进
中医药的现代化、产业化、国际
化、多元化发展作为企业责任与奋
斗目标。

为推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健康
发展，要加快中药国际化进程，进一
步提升中药现代化水平。通过制定

“高质量制药”发展路线，不断提升各
类中药制剂产品质量标准。要从产
品标准制定、药材源头控制、生产过
程控制、产品放行控制、市场流通产
品质量监测等多个环节入手，实现对
产品从中药材到市场流通的过程质
量控制,达到全面质量管理水平，推
进中药质量标准成为国际质量标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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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请具体介绍下您所熟知的

中医药领域抗击疫情的有效做法？

刘昌孝：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暴发过
1400多次瘟疫，大规模的有321次。几千年来，在中国历
次疫病的防治过程中，中医药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且
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多次强调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多地推动中医
药及时介入诊疗全过程，打出中西医结合救治“组合拳”，
有效降低了轻症变成重症、重症变成危重症的发生率，进
一步提高了疾病救治率。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再次见证了中医药
的作用，如减轻症状、控制病情进展、减少激素用量、减轻
并发症等。面对今天的重大疫情和将来还会不断发生的
疫情，我们应该弘扬先人的智慧，重视和正视中医药在防
治此类新发传染病的价值和作用。

方同华：中医药学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
中逐步积累和创造的，是实践的产物。中医药学无论在人
体结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则、治法等基础理论方
面，还是中药在临床的运用等各个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和
知识积累，逐渐形成医学理论体系。张仲景《伤寒论》、吴鞠
通的《温病条辨》等都是针对瘟疫和疑难杂病的专门著作。

越来越多的成功治疗案例证明，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中医药疗效显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举例而言，全国31个省（区、市）的省级专家组中都有
中医专家参与，26个省（区、市）单独设立了省级中医药
专家组。截至2月17日，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的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共计60107例，占比为85.20%。北京市20家
定点医院中医药参与救治率为90%，服用中药患者中出
院和症状改善的总有效率为81%；广东中医药参与率
93.54%，有效率达89%；四川中医药参与率为90%，有效
率约70%；江西中医药参与率95%，有效率达82%；浙江
中医药参与率95.83%，有效率约82%。

中医药抗击疫情效果在全国是有目共睹的，这也将
使国际社会对我国中医药发展拥有全新的认知。

徐道情：面对新型疫病，中医传统的治疗总则“观其
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依然具有良好的效果，对未知
疾病的处理仍具相对的优势，其辨证方法具有很强的指
导价值。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
专家论证，先后发布了多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从试行第四版开始，就增加了中医辨证论治和选药
组方，给出了初期、中期、重症期和恢复期的参照处方，明
确了基本病因病机、分期分阶段及具体的中药治疗复方。
这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满足
了不同病情患者的不同治疗需求。

2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最新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
建议（试行）》，方案针对解除隔离和符合出院标准的恢复
期人群给出了治疗和康复指导。其中包括了汤剂、针灸、
中成药、中药注射剂、传统养生功法、心理疏导、食疗养护
禁忌等众多中医治疗方法，可以协同发挥作用。

陈士林：随着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不断更新，中医
药的参与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新冠肺炎患者经中医
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治愈出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自信，这
表明中医药在疾病防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重
大疫情防治和突发医疗状况中优势凸显。

目前，我国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正在逐渐完善，
同时，中医药科学研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认
可。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中具有特色和广阔发展前景的产业。中医药文化
的传播已经达到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医药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随着人民健康理念的变化、疾病谱的变化，中医“治
未病”的思想深入人心，从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
变，中医药的优势得以进一步挖掘，中医药治疗的认同感
不断增强，服务方式和内容不断拓展丰富。尤其是在可持
续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也为中医药的发展
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邹旭：在疫情防治中，中医药正发挥重要作用。
中西医两套医学的结合，正是我们国家医疗的优势

所在，二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新冠肺炎是一种来势凶
猛的传染性疾病，但也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患者自身免疫
的修复能力是康复的主要条件，这固然离不开西医在生
命体征支持、抗感染抗炎等方面对症处理；同时也需要中
医的辨证论治，针药结合，以发挥最大的疗效。

中医在新冠肺炎早中期具有良好疗效，危重症的救
治中同样有发挥的舞台。中西医协同，一切为了患者康
复，一切为了战“疫”的最终胜利。

《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刺法论》里用十六个字解释了
人生病的原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
虚。”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能力，是不得病的
根本所在。邪就是邪气，指的是致病原因、条件等。人之所
以会得病，就是因为身体的正气不足，抗病能力低下，邪
气乘虚而入发病。因此，我们针对患者不同的病因病机，
采取不同的针药并用方案，同时辅以八段锦、耳穴压豆、
穴位敷贴等传统疗法和外治法。一套中医“组合拳”下来，
有助患者补益正气。人强壮了，就可以靠他自己的力量祛
邪，最终战胜疾病。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我们

应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中医药？
陈士林：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

杰出代表，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
极影响。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完整，在
世界最早形成的三大传统医学体系
中（中医药学、印度阿育吠陀医学、阿
拉伯医学）一枝独秀。2018年，世界
卫生组织首次以中医药为主的传统
医药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系统，从此，
中医学病症成为国际“通用语言”，被
世界主流卫生保健体系认可。

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我
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还存在很多方
面的问题。比如中医药在纯西医医
院全面介入还需进一步推动，东西方
文化差异增加了中医药文化传播的
难度；中药材品种混乱及道地药材的
真伪鉴定方法欠缺，严重影响了中药
材的疗效与安全；中药材种植业的快
速发展，导致品种产区扩张转移的盲
目、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的失序；使用
植物生长剂、化肥农药的混乱以及生
产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对中药材品质
的稳定和提升带来严峻挑战。

此外，中医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对技术开发投入欠缺，主要依靠
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为科研主体；对中
医药基础研究投入也需进一步大力扶
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对中医药临

床疗效发挥的有力支撑。知识产权法
律体系不完善，影响对中医药知识产
权的有力保护。中医药标准的缺乏，
阻碍了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步伐。

方同华：近年来，一些医学专家
提出医学的目的不是治疗疾病，而是
防止疾病的发生，而中医的“治未病”
理论恰好符合该观点。中医药在预
防医学、保健医学方面具有突出优
势，针灸、推拿、药膳等越来越受到国
内外人们的欢迎。在未来的大健康
产业当中，中医药产业的市场份额和
地位将显著提升。

在医学领域发生重大转变的新
的历史条件下，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既
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一方面是中
医药的传承问题。需要加大中医药
人才梯队的培养，加大国医大师经验
的挖掘继承。需要政策扶持，资金支
持，需要教育引导和文化传播，中医
药的精髓才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另一方面是中医药的发扬问
题。临床实践是由医学理论指导的，
中医现代化必须首先使中医理论现
代化，主要包括中医证候学、单味中
药、复方中药的药效及药物动力学、
针灸疗法的分子机制、中医疗效评价
体系等。

近些年，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然

而中医药事业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与瓶颈，我们

应如何应对？

今后，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医药在防治

疫情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医

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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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高度肯定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效果——

如何让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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