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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
学典礼上讲话说：“不管是中医还是
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们
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
作。”1953 年 12 月底，毛泽东在杭
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
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然而新
中国成立之初有一段时期中医的发
展却止步不前：1953年全国92个大
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
中医只有1.4万多人；实行公费医疗
制度，但吃中药不报销，大医院不吸
收中医参加工作；片面鼓励中医改
学西医，各高等医学院校无人讲授
中医药课程；中华医学会不吸收中
医会员；中药产供销无人管理，盲目
取缔一些深受欢迎的中成药；甚至
有人发表文章，鼓吹随着封建社会
的消灭，中医也应被消灭。

针对上述中医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1954 年 7 月 9 日，刘少奇受
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
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在指示中，
毛泽东强调，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
劳动人民防治疾病，关系到我们中
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
信心。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的医
学，历史十分悠久，有丰富的内容，
当然也有糟粕。中国人口能达到 6
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西
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
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
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
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
新医学、新药学。

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
和中医研究班宣布成立，76 名有经
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
1956 年，中央召开西医学习中医的
卫生厅局长会议，决定在上海、北
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
1956年底卫生部宣布废除关于中医
的各种脱离实际的条例和办法。经
过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各方面的努
力，1960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
习中医的约有3.6万多人。

此后近半个世纪，中医药事业
取得显著成就，为增进人民健康作
出了重要贡献。但无论是机构规模、
人员数量、人才培养都始终只能站
在西医背后。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民族复兴和传统文化振兴的高
度，多次对中医药的发展发出洪钟
大吕之声。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
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
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
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
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
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
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
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
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
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
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中西医结合。
3月2日，他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
科研攻关工作时，再次强调坚持中西
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快推广应用
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
下，在全国抗疫战场上，中西医日夜
并肩作战，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
中医再一次绽放光华，大大驱散了
中西医之争的迷雾。

记者采访时，曾问第九、十届湖
南省政协常委，湖南中医药大学教
授、中医临床名家彭坚，国家提倡中
西医结合、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已经
半个多世纪了，为何始终难以全面
实现？彭坚分析主要原因有三个：第
一，几十年来中医治疗流行性感染
性传染病的若干重大成就没有得到
充分的宣传与推广；第二，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医始终没有取得与西医
相互独立的地位，中医的教育、科
研、管理严重西医化，导致中医临床
疗效显著下降。第三，鉴于中医的现
状，真正有本事的中医学科领头人
如凤毛麟角。彭坚希望这次战“疫”
成为中医重新振兴的机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客观
评价中医在这次战“疫”中轻症完美
拿下，重症力挽狂澜，但西医的检
测、生命支持手段中医不具备。他
说：“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福，有两
套医学保证健康。”

战“疫”之后，中医的未来之路
如何走？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院长陈新宇认为，要坚定中医
的文化自信，首先是疗效的自信，因
此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必须培养
一批真正能看好病的医生，信中医、
爱中医、用中医，学好中医经典，用
中医思维来指导临床。

作为湖南唯一的中医药高等院
校，如何培养一批批合格的中医药
高层次人才，满足社会需求？“关键
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湖南中医
药大学（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党委
书记、教授秦裕辉提出：第一要强化
中医思维培养，改革中医药院校教
育，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第二要
强化中医药专业主体地位，提高中
医类专业经典课程比重，开展中医
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建立早跟师、
早临床学习制度；第三是强化中医
药普及，国家应将中医课程列入临
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提高临床类
医师中医药知识和技能水平；第四
是改革完善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
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鼓励西医
学习中医，允许临床类别医师通过
考核后提供中医服务，参加中西医
结合职称评聘，允许中西医结合专
业人员参加临床类别全科医生规范
化培训。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
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我们期待，战

“疫”歼灭战的急鼓，是中医药春天
到来的声声春雷。

（本文参考了邓铁涛主编的《中
国防疫史》和李洪河《毛泽东关于发
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宇宙万物分阴阳五行；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时之法成；时辰季节对应脏腑养生，水陆草
木花卉皆可入药；正气存内，邪不相干……

中医，蕴含着中国人的宇宙观、生命观、
身体观，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但我们走着走着就忘了，走得太快就丢
了。忘了洗手、通风是如此简单的日常，忘了
粗茶淡饭、恬淡从容更健康快乐。战“疫”让
我们再次看见中医。

蓦然回首，凝结5000年文明的中华瑰
宝，一直在护佑我们前行。

从张仲景到屠呦呦，一部
跌宕起伏的战“疫”史

从湖南到湖北，中医药成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垒 从站在背后到并肩作战，两套医疗系统力保国人康健

第二批
35名湖南中
医战士出征
湖北。

本版摄影
朱海利

中医耳穴压豆

“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
的防控。”2月29日，《中国-世卫组织
联合考察报告》这样评价中国应对疫
情措施。这其中，中医药助力疫情防
控阻击战功不可没。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2020
年春天，花红柳绿如期而至。但你若
仔细闻，三湘大地阵阵花香中有不绝
如缕的药香。

2月4日晚，星城的春江花月夜。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药
房灯火通明，调配煎煮，热气腾腾。一
袋袋中药制剂星夜急送至湖南省疫
情定点救治医院（长沙市一医院北
院）患者手中，一人一方。另一种预防
用中药则配送给了一线冲锋陷阵的
白衣战士、警察等高危人群。大敌当
前，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第
二医院等众多医院员工早用中药给
自己添了一副铠甲。一批批湖南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的行李箱里，也齐齐
多了一件中医“正气防护服”。《黄帝
内经》曰：“上工治未病。”220 多万人
次免费领取预防中药，帮助护卫一线
防控战士“零感染”。

自2月12日始，三湘四水药香更
浓。一家家开工复工企业的员工，一
上班就会喝到一碗由国医大师刘祖
贻等专家开方的“御邪大锅汤”，由全
省110家省市县中医医院免费提供。
截至 3 月 2 日，发放给 14478 家企业
的5584214人份暖心中药，驱散了早
春时节的阵阵寒意。

“中医有六不治，不信中医的不
治。”湖南省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
长、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陈新宇驻点长沙，为长沙市一医
院北院的确诊患者开处方。那些一开
始强烈反对用中药的患者看到病友
明显好转或出院，纷纷要求用中药。

谁说中医只能治慢病？在气势汹
汹的新冠肺炎面前，中医是急先锋。1
月30日上午，郴州市首例患者出院，
对她以中药为主治疗，仅 7 天时间就
治愈了。

孩子感冒发烧，年轻的爸爸妈妈
都是心急火燎地抱去医院输液，何况
新冠肺炎？岳阳市一位 1 岁半男童哭
闹不止，无法输液，竟因此意外成了
我省首例纯中药治疗的出院患者。中
医专家调配的中药配方颗粒，少量频
服，三剂后孩子不咳也不吐了。两次
调整方药后，2 月 20 日，这名我省年
龄最小的患者笑着出院了。

此时，隔着八百里洞庭的武汉江
夏方舱医院湘五区，75 名国家中医
医疗队湖南队的医护人员正想尽办
法帮助轻症患者恢复。除每天两次中
药送上床头，大家还用耳穴压豆给患
者调理咳嗽、头痛、失眠，用穴位敷贴
驱寒祛湿，缓解颈肩腰腿痛，带练八

段锦疏通经络，调理气血，强身健体。
145 床的患者咽炎发了，用耳穴疗法
第二天即告好转；149 床的患者服用
中药后睡得特别香；开始排斥中医的
胡女士试着用中医药治疗后，竟和其
他13人首批出院了。

中医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的战
果，验证了中央指导组中医药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所言：对轻症
患者，中医药完全可以拿下。

也有人因此怀疑，中医对重症、
危重症患者无能为力。在湖南，这种
传言被粉碎。对患者每一丝症状和表
象，对每一味中药剂量精准拿捏，中
医实实在在地帮助重症、危重症患者
稳定了血氧饱和度，改善了呼吸困
难，阻止了炎症风暴。常德市一位危
重症患者呼吸不畅，进行气管插管，
经省级中医专家会诊拟方施治，将中
药汤剂兑米汤水从鼻饲管中少量多
次导入，三剂后患者症状即明显好
转，拔管后专家又两次复诊调方，其
腹胀、咳嗽、大便不畅等症状消失，治
愈出院了。岳阳一危重症患者，新冠
肺炎并发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急症手
术后排便不畅，用中药汤剂灌肠治疗
后复诊调方，现已转为普通病人。

“这次新冠肺炎疫病的发生和流
行，对全体中医行业是一个很大的考
验，既考验我们的医德医风，也考验
我们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水平。”国医
大师、湖南省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顾
问熊继柏如是说。中医专家们根据湖
南患者症状表现呈多样化，“寒湿少、
温热多”，深入分析研究疫情病因病
机，结合湖南地域、气候和患者症状，
及时制定印发了我省第三版中医药
诊疗方案。

由于中医的早介入，郴州市新冠
肺炎患者无一例转为重症，衡阳市重
症患者全部转为普通型，张家界、湘
西州率先清零。截至3月2日，全省中
医药参与后治愈出院和症状明显改
善患者 950 人，占 96.8%。在院 122
例，小至 3 个月大的婴儿，大至 90 岁
高龄的老人，100%中医药参与治疗。
据统计，从患者住院床日来看，中医
药参与较单纯使用西医疗法缩短2天
以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
霸王。”核酸检测阴性并不代表患者
体内病毒清除干净了。湖南省中医药
管理局又早早部署了残留病毒剿灭
战，正在组织专家研究拟订患者愈后
康复中医药保养与调理方案。除中药
汤剂调理外，还推广中医特色的耳穴
和穴位贴敷、居家烧薰、香囊等中医
康复适宜技术和八段锦、太极拳、正
气抗疫操等中医养生保健操，让每位
出院患者调动自身的人体机能康复，
避免后遗症。

八段锦教学

一株小草改变世界。“青蒿一握，以水二
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国中医科学院首
席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从中医典籍里得到启
发，发现青蒿素，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结
构的抗疟新药。2015 年 12 月，当她站上诺
贝尔奖获奖者演讲台，那是世界对几千年中
医药战“疫”成就的礼赞。

中国人的生存史，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
战“疫”史。

在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
的人类骨骼中，发现男女均有骨结核，可知
结核病在原始社会就危害人类；3000多年
前的殷墟甲骨文上，有卜辞急切卜问疫病是
否会蔓延；西汉马王堆，锦衣玉食的辛追夫
人患有血吸虫病；东汉马援征讨武陵五溪
蛮，得疫病而死；初唐诗人卢照邻被麻风夺
命；清顺治帝因“天花”早逝；翻开《史记》《汉
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某地有疫
的记载不计其数。

瘟疫甚至改变了战争的格局和历史进
程。《三国志》里赤壁之战，曹操军队因大疫
败于孙刘联军；明《崇祯实录》称：“京师大
疫，死亡日以万计。”守城军队严重缺额，致
李自成轻易攻进紫禁城。

……
据2006年出版的《中国防疫史》统计，

从秦汉至清朝，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上规模的
大疫达348次。

难道瘟疫独“偏爱”中国？不。在国外，黑
死病、天花、霍乱等夺去数千万人的生命。但
这三种烈性传染病传入中国，却远没有造成
国外那么高的死亡率。因为，中国有中医。

中医有名医有经典。“上古神农，始尝草
木而知百药”，传说葬在湖南炎陵的炎帝神
农氏被后世誉为医药之祖。而最早的中医理
论经典《黄帝内经》在汉初汇编成型，确定了
中医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治法
则、针灸方药、养生预防等基本理论。“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上工治未病”的理念根植
于所有中医人心中。东汉时，现存最早的中
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也集结整理成书，是
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东汉末年，史籍最早记载治疗瘟疫的长
沙太守张仲景隆重登场。《长沙府志》作证：

“汉时长沙大疫，治法杂出，太守张仲景作
《伤寒论》《金匮方》行世，全活无数……”。
“医圣”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死亡
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精通经方的张
仲景伤痛之余，著《伤寒杂病论》，针对伤寒
患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提出相应治法，
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1800 年来
一直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被誉为“医门之
规绳、治病之宗本”“众方之祖”。

东晋名医葛洪写出我国第一部病因症
候学专著《肘后备急方》，并开创了以毒攻
毒，杀死狂犬取其脑髓治狂犬病的方法。隋
唐，慕张仲景之名而来湖南的“药王”孙思邈
留下了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千金方》，
开始对疫病区分寒热，犀角地黄汤、紫雪丹
等成为治疫名方，列举了针灸治疫的取穴和
疗法，用于预防瘟疫的“辟温方”达33条，其
中有内服的屠苏酒、外涂的雄黄散。

一代代医家在前人的经验上不断创新。
明末瘟疫流行，《伤寒论》仍是中医对付疫病
的重要武器。吴又可看到多数医生套用伤寒
法治温疫而失误，痛心疾首之余，遂将自己
对“温疫”的认识写成著作《温疫论》。这是中
医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突破，首次将温病、温
疫与伤寒分开。他也许没想到，他的一剂药
方，在360年后的2003年，被当代人用来应
对一种全新的传染病——SARS 。清代中
期，“温病四大家”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
王孟英形成了温病学派，温病学成为与伤寒
学并立的一大学派。据湖南新冠肺炎中医救
治专家组组长陈新宇透露，湖南的中医抗疫
药方参考了温病学派的药方。

此时，国外对另一种传染病天花仍然束
手无策。而康熙的皇室子孙种痘“凡所种，皆
得善愈”。他推广此法“全此千万人之生”。
173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通
信》中大赞中国人：“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
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指种人痘)。这是被认
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
大先例和榜样。”人痘接种法经土耳其传入
欧洲，1796年英人发明牛痘代替人痘，牛痘
接种术传向世界各地。

人痘接种防治天花和以青蒿治疗疫
病，是传统中医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在中
医送给世界人民的“大礼包”里，还有黄连
治痢、砷剂治梅毒等。现代中医治疗麻疹、
乙脑、流行性出血热、SARS 等传染病均有
很好的疗效。

2月26日上午，武汉江夏方舱医院，14名经湖南中医队治疗出院的患者和
医护人员相互致谢。

2 月 26 日，
得知就要出院
了，患者们争相
和医护人员合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