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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篇南阳篇

协同战疫情 妙手施“良方”
——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协同战“疫”纪实

在新冠肺炎防治工作中，中医药作为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作为

我省中医药大市，南阳在新冠肺炎救治防控方

面如何发挥中医药体系优势？

南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中西医并重”的指示精神，按照

省委、省政府关于中西医协同的要求，对不

同人群分类施策，组织中医专家力量深入一

线病房、门诊参与施治；根据“稳轻症、保重

症”原则开具不同方剂，对确诊患者进行“一

人一策、分段配方”，遏制轻症转重、帮助重

症患者恢复免疫力；通过配发预防方剂、艾

灸熏蒸等手段，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特色提

升群体抗病能力。对疫情下的不同人群、不

同情况，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发挥体系优

势，指导各级中医诊疗机构参与防控治疗、

引导医药龙头企业复工复产，走出了独具特

色的中医药防控救治新冠肺炎“南阳经验”。

中医中药，护佑众生。东汉末年，医圣

张仲景集经方以济世，开坐堂行医之先，终

结了肆虐的伤寒疫情，留下医学传世经典

《伤寒杂病论》。1800多年后的今天，在医

圣故里南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仲景后人

传承弘扬医圣精神，积极协同参与病患救

治，各级中医机构广泛投身疫情防控，实现

了防控和救治“100%全程参与”，为南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中医力量。

面对疫情，南阳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汲
取防治非典之经验，一开始就把利用中医药资
源优势和特色发挥作为重要防治策略，把中医
药列入防治体系，建立中西医协同机制，既取
西医之主导，又取中医之所长，使中西医两支
医学体系形成合力。

南阳是中医圣地，张仲景品牌享誉海内
外，悠久的中医药历史积淀了浓厚的中医药文
化氛围，民间一直保留着使用中医药防病治病
的传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中医药文化
优势，孕育了南阳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全市中
医医院数、中医床位数、中医人才数均居全省
前列，中药材产业发展强劲，“八大宛药”名扬
全国，艾草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1月 23日，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在全省省
辖市率先成立了中医防治专家指导组。1月24
日，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市卫健委联合发文，
就统筹全市中医资源、建立中西医协同防治机
制进行部署。1月 27日，成立了由南阳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刘树华和副市长阿颖为组长的
市中医防治领导小组，这在全省省辖市中是规
格最高的。1月 28日，又调整充实了由国医大
师唐祖宣、名老中医吴林鹏等31人组成的中医
防治专家组，进一步加强了专家组力量，为疫
情防控救治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技术保障。1
月 29日、2月 2日、2月 16日，南阳市又三次就
中西医协同救治工作下发通知，不断完善工作
机制。

传承创新，南阳中医人大显身手

在抗击疫情的救治一线，南阳市中
医专家和西医专家携手并肩战斗，中医
药全程参与到病例治疗的各个环节
中。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负责人刘玉
斌告诉笔者，在南阳疫情防控指挥部门
的指导下，中医专家成体系、成建制参
与疫情防控救治，充分发挥了中西医协
同的原则和方针。

安排中医专家分组进入病区。组
织 14个中医专家小组支援全市定点医
院，保证全市11个县级定点医院各有2
名市级中医专家。各定点医院全部配
备了 1名以上中医师，累计配备（储备）
中医师 118 人。各专家小组迅速进入
病区，使患者尽快接受中医药治疗，并
及时随病情变化调整用药。

深度参与病人救治。对重症病人每
天进行一次现场或电话会诊，普通病人
每周进行2~3次会诊。建立救治专家组
微信群，定期上报会诊进展。专家组长
定期组织会商，研讨完善治疗方案。2
月 9日，制定印发了南阳市中医药临床
诊疗方案和艾灸方案。目前，南阳市中
医专家组累计会诊普通病例 792人次，
会诊重症病例 202人次，会诊疑似病例

543人次，审查指导开具中医处方1244
张。全市确诊病例 156例中，中医药参
与治疗 154 例，中医药参与治疗率达
98.7%；中医药累计参与疑似病例治疗
490例。

不断总结诊疗经验。南阳市中医
专家组对参与治疗的 154 例确诊病例
分析，显示温邪犯肺型 36例、湿浊阻肺
型 46例、邪热壅肺型 44 例、疫毒闭肺
型 8例、脾虚湿胜型 13例、气阴两伤型
7 例，其发病特征主要表现为“湿”和

“热”，初期表现为温邪犯肺和湿浊阻
肺，中期表现为邪热壅肺、脾虚湿胜及
疫毒闭肺，恢复期可见气阴两伤。这
和中医专家组通过早期调研会商判断
的“初期未必寒湿”“早期伴见肺卫”

“中期夹湿夹热”“重症多虚多瘀”等特
征是相吻合的，本地发病特点和武汉及
湖北其他地区发病特征有所不同，这是
由南阳的地域特点、气候特点以及病人
的迁徙流动等综合因素促成的。南阳
中医专家组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具有南阳特点的中医药诊
疗方案，用于指导临床治疗并取得满意
效果。

我国历次中医防疫的实践证明，中
医药对增强人体正气、抵抗病邪入侵、
阻断传染链具有重要的干预作用，越是
及早介入、越是及早使用中医药，防控
越主动，效果越好。

南阳发挥中医药产业优势，组织企
业生产并免费发放中药汤剂和颗粒，让
所有一线人员和易感群众服上预防中
药。根据国家、省、市新冠肺炎救治方
案的中医处方，南阳市中医防治领导小
组特事特办，迅速组织当地宛西制药、
福森药业、利欣药业加足马力，做到当
日生产、当日发放、当日服用。通过政
府集中采购和企业捐赠的办法，迅速扩
大服药覆盖范围，仅市财政采购中药资
金近 745万元，免费向全市医护、公安、
交通等一线工作人员和易感人群发放
中药制剂10万箱，覆盖40万人。同时，
南阳市中医院和邓州市中医院在中医
医疗机构中率先行动，于1月 25日开始
生产发放预防中药制剂，带动各级中医
机构积极加入免费赠送中药茶饮和汤
剂的行列。邓州、桐柏、内乡、宛城、卧

龙、方城、新野等县区纷纷行动，生产发
放中药制剂。全市上下掀起了服用中
药的热潮，上至国医大师唐祖宣，下至
民间中医，都在熬中药、送中药。

发挥艾产业大市的优势，推广艾
熏、艾灸、艾足浴等艾预防措施。南阳
市中医防治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迅速
做好艾灸等预防措施的通知》，组织 34
家艾草企业复工复产，确保市场供应，
确保居民有充足的艾制品来进行预
防。30多家艾草企业主动捐赠艾产品
价值 186万元，各县、市、区采购艾制品
54万元，发放一线机构、社区和易感人
员使用。

在武汉“方舱医院”中颇为“流行”
的中医养生操，在南阳同样也被广泛推
广。在南阳市、县区的定点救治医院，
在隔离区参与救治的中医师，带领轻症
患者、隔离人员习练八段锦。

通过以上早期干预措施，中医药为
提升易感人群免疫力、切断病毒传染
链、控制疫情蔓延、降低发病率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之一是“治未病”，即未
病先防。在南阳，《伤寒杂病论》治疗瘟疫的历
史深入人心，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因势利导，向
全民普及新冠肺炎中医药预防知识，发动群防
群控，使关口前移，力阻疫情于门外。

1月28日，南阳市组织唐祖宣等中医专家，制
定符合南阳疫情特点和气候环境特性的中医药预
防方案，为全省省辖市第一个。在该预防方案中，
结合南阳艾资源丰富和群众有艾灸习惯的实际，
融入了艾预防措施，通俗易懂、便于操作。

南阳市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中医药预防
方案和科普知识，通过制作传播科普短视频、开
设专家访谈、悬挂中医药预防宣传标语等方式，
营造了浓厚的中医药科普宣传氛围。

面对未知的新冠病毒，历久弥新的中医药
再次释放活力，预防处方、艾熏、艾浴、艾灸、八
段锦等一系列简单易行、便于居家操作的中医
药抗病防治方法，为南阳市民做好居家防护提
供了可操作方案，唤起了群众使用中医药防病
治病的自觉性，增强了群众抗击疫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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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前移，发挥中医药群防群控作用

及早介入，发挥中医药预防干预作用

全程参与，发挥中医药协同救治作用

2月 14日，在南阳市中心医院隔离病区，患有多种基
础性疾病的 98岁新冠肺炎患者朱某，经检测符合治愈标
准，转入普通慢性疾病治疗病房。作为被治愈的全国最
高龄新冠肺炎患者，朱某从 2月 3日确诊到转危为安，仅
过了 11天，这一奇迹，正是得益于南阳中西医专家联手
施治。

南阳市中医防治专家组组长赵青春介绍，在朱某救
治过程中，中医药从第一时间介入，在患者病症发展的不
同阶段，采取了针对性疗法。患者入院时存在高龄、老年
痴呆、长期卧床、重度营养不良、不配合治疗等困难，历经
反复发热、呼吸困难加重、心力衰竭、胸腔积液等多种险
情。赵青春表示，朱某病情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入院早期
新冠肺炎作为主症状，由于病人身体抵抗力差，不能进行
创伤呼吸等手段，中医专家组就采用小柴胡汤加减配伍，
遏制了病人的发热、咳嗽症状，控制住了呼吸困难等险
情。2月 8日，患者朱某体温恢复正常，气喘、呼吸困难逐
渐改善。转入这一阶段后，西医开展强心利尿、调节免
疫、对症支持性治疗，而中医则发挥激发病人自身调理机
能的作用，通过辨证施治，用“六君子汤”加减，改善病人
的纳差、腹胀症状。从 2月 12 日起，朱某的核酸检测转
为阴性。经过两次复检后，2月 14日，朱某达到新冠肺炎
治愈标准。

赵青春认为，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优势体现在三
个方面：易感人群服用预防中药后，可以提升正气，增强
抗病毒能力，降低发病率；轻症病人经过中医药治疗，能
够避免向重症转化；重症的病人服用中药，对于稳定病
情，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有重要的作用。针对新冠肺炎

患者，中医药有明显疗效：一是对疾病早期，及时中
医药干预，可以防止病邪从卫分向气分、营血分传
变，在改善症状方面，退热效果良好，平稳不反复；二
是对于早期、中期的患者止咳效果很好，对出现腹
胀、纳差、恶心及出现焦虑、烦躁等病人，有明显的改
善作用；三是对高龄或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特别是
重症患者，利用中医扶正祛邪，中西医结合治疗优势
明显。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南阳中医人视疫情为命令
和号角，义无反顾，众多中医专家主动请战，要求进入
救治一线，体现了南阳中医人医者仁心、甘于担当和
奉献的责任感及使命感。

78岁的国医大师唐祖宣不顾高龄，亲自组织协调
生产中药制剂，并深入一线发放中药和诊治群众；市
中医防治专家组组长赵青春不顾术后身体虚弱，奔波
在各定点医院中，参与会诊、制定救治方案，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专家组成员潘华、庞建国等带头录制科
普节目和短视频；张炜、刘世恩、忽中乾、李向辉等中
医专家不惧风险，深入病区为病人把脉问诊；南阳名
中医吴汉卿自费煎煮中药发放到社区……

3月上旬，当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之际，国医大师
唐祖宣应邀担任同仁堂境外新冠肺炎防治中医专家
组组长，加入世界战“疫”。至 3月 28日，已向世界 30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国（一地）一策”中医预防方
案，深受华人华侨和当地民众的欢迎，

针对新冠病毒无疫苗可防、无特效药可治的现
实，南阳中医专家传承发展医圣“勤求古训、博采众

方”精神，从历史防治瘟疫的实践中寻找答案、寻找经验。
南阳市中医专家组通过研究《伤寒杂病论》并结合一线救治
经验，把银翘散、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等经方作为防治基
础方。同时，又做到“师古而不泥古”，根据新冠肺炎发病症
状、南阳地域和气候特征等，在经方的基础上化裁加减，形
成了南阳市的中医药预防茶饮方、煎服方和中医药临床治疗
方、艾灸方等。治疗上，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的诊疗
方案，结合南阳实际，将病例分为初期、中期、极期、恢复期，
并辨别寒湿、湿热、湿热疫毒及挟湿挟热之不同，着眼于三
因制宜，辨证施治，扶正祛邪，取得良好疗效。

赵青春说，南阳中医专家在疫病救治中不唯古、不唯
上、严谨求实，对仲景经方的进一步传承、创新和发展，对
今后防治瘟疫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也是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事业“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重
要指示的生动实践。

防疫中药运输车辆

卫生院为卡点送药

中药提取生产线

南阳市中医院疫情期间每天在门诊大厅点燃艾
条，用艾熏燃除疫戾

医圣祠

国医大师唐祖宣到基层中医机构指导中医制剂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