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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屬濕毒 中醫藥再證奇效
有助核酸加快轉陰 減輕患者症狀

國家衞健委主任：若只「治」不「防」中國醫療體系臨擊穿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黨組書
記、主任馬曉偉撰文指出，近期全國本土聚集
性疫情呈現點多、面廣、頻發的特點，中國疫
情防控工作面臨嚴峻挑戰。面對疫情反覆衝
擊，有的地方認為奧密克戎變異株症狀輕、流
感化，思想鬆懈麻痹，有「鬆口氣、歇歇腳、
等等看」的心態。如果不管「防」，只管
「治」，中國醫療體系將面臨擊穿危險。

內地19省擁82家方艙
微信公眾號「健康中國」3月30日發布馬曉
偉文章《時不我待 科學精準抓細抓實各項防
控工作》全文，馬曉偉在文章中回顧兩年多
來的抗疫歷程，從武漢保衛戰的應急階段，
到常態化疫情防控，再到迎戰德爾塔、奧密
克戎的全鏈條精準防控，指出中國的防控舉
措、診療方案根據疫情形勢變化不斷優化調

整。
文章指出，各地按照平急結合原則和工作實
際，加強隔離資源儲備，有的建設大型專用隔
離場所，有的改造一批符合要求的集中隔離
點；推動方艙醫院建設，目前全國已經建成或
正在建設的方艙醫院82家，分布在19個省份
的46個地市，床位總計11.55萬張；提高核酸
檢測能力，全國總體能力超過4,000萬份/天。
文章強調，要將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算大
的「民生賬、經濟賬、社會賬」。做好疫情
防控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最好
的營商投資環境，抓好經濟社會發展關係到
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物質支撐。只有「保持
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做到「動態清
零」，才能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
展的影響。嚴格的防疫措施，會給部分地
區、部分人群帶來一些不便，但這些影響是

短時間的，範圍也是有限的，仍然可以保證
全國大部分地區和人群的正常生活。

「動態清零」是控制疫情「法寶」
文章進一步指出，「動態清零」的精髓，
一是快速，二是精準。「動態」就是不追求
絕對零感染，「清零」就是發現一起、撲滅
一起，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
快速和精準的「動態清零」，正是中國控制
疫情的「法寶」。我國是人口大國，非常小
的發病率或病亡率，乘以14億的人口基數，
絕對數就很大。面對疫情反覆衝擊，有的地
方認為奧密克戎變異株症狀輕、流感化，思
想鬆懈麻痹，有「鬆口氣、歇歇腳、等等
看」的心態，常態化防控和應急處置放鬆了
要求。如果不管「防」，只管「治」，中國
醫療體系將面臨擊穿危險。

要立足抓早、抓小、抓基礎。將監測防線
再前移一步，推進「抗原篩查+核酸診斷」的
監測模式，增加抗原檢測作為核酸檢測的補
充手段。發布第三版區域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技術指南，更加科學精準地劃定核酸檢測範
圍，要求核酸檢測任務在24小時內完成。對
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病例實行集中隔離管
理，科學調整出院標準。

主動解決百姓疫下「急難愁盼」問題
文章提出，面對嚴峻複雜的疫情形勢，要下

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努力把問題解決在萌
芽之時，解決老百姓在疫情中遇到的「急難愁
盼」問題，以社會治理能力的進步護航經濟社
會發展。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持續加
大督查力度，壓實「四方」責任，嚴防漏
洞，確保各項防控措施落實落細。

10部門：基層醫院2025年實現中醫館全覆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

海報道）中醫中藥抗疫成績亮眼。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終身

教授吳銀根，3月30日在上海市政

府新聞發布會中表示，根據前階段治療經驗總結，使用中醫中藥後相關病

人核酸轉陰時間縮短，包括發熱在內的症狀控制時間亦有縮短。目前上海

根據新冠疫情第九版診療方案和地域特點，在定點醫院迅速推廣中醫中藥

救治工作，並取得良好效果。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龍華醫院了解到，自去年

8月緊急製備藥方「龍醫正氣方」後，目前已累計發放共計10萬餘帖至一

線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中醫
藥局等10個部門日前聯合制定了《基層中醫
藥服務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動計劃》。
行動計劃提出到2025年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和
鄉鎮衞生院中醫館實現全覆蓋等5個「全覆
蓋」的具體目標。
3月 30日公布的這一行動計劃提出，到
2025年，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衞生院中
醫館實現全覆蓋，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對15%
的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衞生院中醫館完
成服務內涵建設；基層中醫藥服務提供基本
實現全覆蓋，100%社區衞生服務中心、鄉鎮
衞生院能夠規範開展10項以上中醫藥適宜技
術；基層中醫藥人才配備基本實現全覆蓋，
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衞生院中醫類別醫
師佔同類機構醫師總數比例超過25%。

提升中醫藥在基層醫療覆蓋面
同時，到2025年，縣辦中醫醫療機構（醫
院、門診部、診所）基本實現全覆蓋，80%以
上的縣級中醫醫院達到「二級甲等中醫醫院」
水平；基層中醫藥健康宣教實現全覆蓋，所有

縣級區域依託縣級醫院設置中醫健康宣教基
地，推動中醫藥健康知識普及。
《「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提出，做實
基層中醫藥服務網絡，實施基層中醫藥服務能
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動計劃，全面提升基
層中醫藥在治未病、疾病治療、康復、公共衞
生、健康宣教等領域的服務能力。
為此，行動計劃提出完善基層中醫藥服務網
絡、推進基層中醫藥人才建設等7個方面的重
點任務，其中包括開展「中醫閣」建設、招錄
7,500名中醫專業農村免費訂單定向醫學生、
每個縣建設1個中醫藥適宜技術推廣中心等舉
措。
根據行動計劃，到2025年，融預防保健、
疾病治療和康復於一體的基層中醫藥服務網
絡更加健全，服務設施設備更加完善，人員
配備更加合理，管理更加規範，提供覆蓋全
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醫藥服務，中醫藥服務
能力有較大提升，較好地滿足城鄉居民對中
醫藥服務的需求，為實現「一般病在市縣解
決，日常疾病在基層解決」提供中醫藥保
障。

「龍醫正氣方」由藿香、連
翹、銀花、炒白朮、甘草組
成。該中醫預防方由上海市名
中醫、龍華醫院終身教授吳銀
根在去年8月，當地應對Delta

疫情時擬定。
據介紹，藿香化濕醒脾，連翹、銀花清熱解

毒，炒白朮健脾益氣、燥濕利水，甘草補脾益
氣、清熱解毒、調和諸藥，五味合用可清熱化
濕，健脾益氣，扶正祛邪。適用於新冠肺炎等
呼吸道傳染病的中醫藥預防，適合普通人群，
尤其是高風險人群、慢病人群、易感人群等。
「龍醫正氣方」被製成中藥顆粒劑，方便日常
沖泡服用。 ◆來源：澎湃新聞

龍醫正氣方 可做預防用吳銀根表示，上海中醫專家根據臨床表現
和救治經驗，總結出新冠肺炎變異株感

染病屬濕毒疫，「這是一種以濕和毒為最主
要病因的疾病，用的方法是解熱毒、化濕
毒、祛瘀毒作為主要治療法則，在前一個階
段治療當中發現用了中醫中藥以後，病人核
酸轉陰時間能縮短，症狀控制時間例如發熱
比不用中藥的也可以縮短，其他症狀與狀態
調整也是比較好的。」

防治新冠要「健脾、化濕、清熱」
對於普通民眾進行自我防護或者中藥調
理，吳銀根表示，建議遵守三個原則，即
「健脾、化濕、清熱」，「三個原則組成的
方劑各個醫生開的可能都不一樣，但是都是
可以的。」中醫經常用到的玉屏風散或者補
中益氣湯，以及平時對於治療氣虛、可以補
氣，還有傳統中對感冒有治療作用的藥，也
可以被大眾採用來作為新冠預防方，吳銀根
說。
但他也強調，在中醫中藥對新冠肺炎預防和
治療當中，需要根據服藥人的狀態進行調整，
「有症狀不舒服的話還是要找專業醫生諮
詢。」

萬五帖抗疫中藥已送一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龍華醫院獲悉，新冠肺
炎爆發後醫院專家團隊根據臨床實踐經驗及
研究結果，擬定了針對輕症的麻杏清肺顆
粒、中度症狀的肺炎清解顆粒，尤其針對易
感人群擬定了扶助正氣的龍醫正氣方，系列
方劑共湊防治結合，發揮了中醫藥辨證施治
的優勢。其中，龍醫正氣方可以通過線下醫
院或者互聯網醫院進行配服。尤其在本輪上
海疫情中，龍華醫院已向徐匯、閔行區等部
分集中隔離點贈送了5,000餘帖「龍醫正氣
方」，龍華醫院還製備了10,000餘帖中藥袋
泡茶飲，送到一線的抗疫人員和隔離點市
民、大學生手中，助力建立中醫藥預防屏
障。
吳銀根表示，該方沒有副作用，「對於大家
要吃的處方首先第一條要沒有副作用，大家都
能適應，而且又有治療和預防作用的，大家比
較歡迎。」對於老年人或者體質較差的人，吳
銀根則建議，針對不同的個體，可以由專業的
主治醫生進行針對性地調整藥方，從而增加輔
助治療。
對於新冠輕症病人或者無症狀感染者可選
用連花清瘟膠囊，吳銀根表示，新的實驗證
明其對奧密克戎毒株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但不主張大家都去吃，因為是藥，有副作
用。」

◆◆「「龍醫正氣方龍醫正氣方」」被製成中藥顆粒被製成中藥顆粒
劑劑，，方便沖服方便沖服。。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國家中醫藥局等10個部門聯合制定的行動
計劃要求內地基層醫院在2025年實現中醫館全
覆蓋。 資料圖片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各地醫療機構均以中藥作為治療染疫患者的特效藥各地醫療機構均以中藥作為治療染疫患者的特效藥。。圖為圖為20212021年年55月月
2323日醫生在營口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內對中藥成品進行清點日醫生在營口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內對中藥成品進行清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月30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來
華出席第三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的俄羅斯外
長拉夫羅夫在安徽屯溪舉行會談。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環球網報
道：針對日本在教科書審定上通過玩弄文字
遊戲，模糊史實，淡化和逃避歷史罪責，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3月30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期間
犯下的嚴重反人道罪行是國際公認的歷史事
實，鐵證如山，不容篡改。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日本文部科學省3
月29日審定通過一批高中教科書，淡化和歪
曲日本強徵「慰安婦」、強徵勞工的歷史事
實，宣揚日方關於釣魚島的單方面主張。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據報道，日本29日審定通過239款高中教
科書擬於明年開始使用，其中部分教科書將

「強制押送」表述改為「動員」或「徵
用」，12款社會教科書記載「獨島是日本固
有領土」。此外，在很多審定通過的教科書
中都刪除「戰時慰安婦」等表述或淡化相關
史實。

中方堅決反對 已提嚴正交涉
汪文斌表示，強徵「慰安婦」、強徵勞工是

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期間犯下的嚴重反
人道罪行。他指出，在教科書審定上通過玩弄
文字遊戲，模糊史實，淡化和逃避歷史罪責，
是日方否認和歪曲自身侵略歷史的慣用伎
倆。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日
方提出嚴正交涉。我們嚴肅敦促日方正視和
反省侵略歷史，同軍國主義劃清界限，以負
責任的態度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以免進
一步失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中方對釣魚島擁有無可爭辯主權
汪文斌強調，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就

是中國固有領土，中方對其擁有無可爭辯的
主權。無論日方在教科書上搞什麼動作，都
改變不了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事實。任何企圖
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言行都是徒勞的。

中方批日本篡改教科書 促日正視反省侵略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3月30日，中國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赴華出席第三次阿富汗鄰國
外長會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安徽屯溪舉行會
談。王毅說，從長遠看，應當汲取烏克蘭危機的教
訓，本着相互尊重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則，回應各方
的合理安全關切，通過對話談判構建起均衡、有
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實現歐洲的長治久
安。
王毅表示，中俄關係經受住國際風雲變幻新的
考驗，保持正確前進方向，展現堅韌發展勢頭。雙
方發展雙邊關係的意願更為堅定，推進各領域合作
的信心更為牢固。中方願同俄方一道，以兩國元首
重要共識為引領，推動新時代中俄關係不斷向更高
水平邁進。

俄外長：持續加強俄中高水平戰略協作
拉夫羅夫表示，在國際形勢發展的關鍵時刻，
俄中兩國元首保持戰略溝通，為推動俄中關係穩步
發展和促進全球多極化發揮重要作用。俄方願同中
方一道，將兩國元首重要共識落到實處，持續加強
高水平戰略協作，深化雙方各領域互利合作。同時
在國際和多邊舞台上，積極推進多極化進程，反對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

拉夫羅夫通報了俄烏談判情況，表示俄方致力
於緊張局勢降溫，將繼續同烏進行和談，並同國際
社會保持溝通。

王毅：支持迄今俄烏達成的積極成果
王毅說，國際局勢進入動盪變革期，見證着世
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方一貫支持世界走
向多極化、國際關係實現民主化，一貫主張維護聯
合國憲章宗旨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一貫在國際事
務中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
邊。烏克蘭問題有着複雜歷史經緯和來龍去脈，既
是歐洲安全矛盾長期積累的爆發，也是冷戰思維和
集團對抗造成的結果。當前形勢下，我們支持俄烏
雙方克服困難繼續和談，支持迄今談判達成的積極
成果，支持現地局勢盡快實現降溫，支持俄羅斯以
及各方為防止大規模人道危機所作的努力。從長遠
看，應當汲取烏克蘭危機的教訓，本着相互尊重和
安全不可分割原則，回應各方的合理安全關切，通
過對話談判構建起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
架構，實現歐洲的長治久安。
雙方還就亞太局勢、朝鮮半島、金磚機制、上
海合作組織、亞信等多邊事務交換了意見，協調了
立場。

中俄外長會談：支持俄烏克服困難繼續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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