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分享中
医抗“疫”故事

湖南中医战“疫”：上得了前线，稳得住后方

2020年2月20日 

 出身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学者刘炳

凡，行医已有 40 余年的胡不群，也是这次

谭永健组织的中医医师团的一员。虽然是长

沙市望城区人，但他在湖北长大，即便后来

回到湖南发展，其父母和许多亲人都还在武

汉生活。

2019 年 12 月底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报

道后，胡不群便一直在思考中医如何应对。

2 月 10 日，湖南省 7 家中医医院的 40

名医务人员，共同组成第三批援助湖北国

家中医医疗队，启程前 往 武汉市 方舱医

院——除了在战“疫”前线发力，湖南中医

药同样关注“大后方”的稳定。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解到，随着湖南

省企业迎来全面开工复工，为保护好开工

企业人员的生命健康，国医大师刘祖贻等

11 位医学、药学专家经过反复分析论证后，

针对成年人、老年人和儿童，制定了两个预

防用中药方。2 月 10 日，湖南省中医药管理

局发布通知对药方进行推广，并部署全省

109 家定点中医医疗机构，自 2 月 12 日起

开始向省内所有开工复工企业免费发放预

防用中药。

在我国，中医药防治瘟疫有着悠久历史。如今，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场上，全国各地各级中医医院和科研单位对“疫”
处方，对症下药，希望用中医药提升抗击疫病的战斗力，也形成了全国中医药防疫治病群防群治的综合体系。

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融媒体中心推出“中医战疫 湖南行动”专题，记录中医湘军的积极举措和防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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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纯梓 
罗雅洁 欧阳婷 

“体温是多少？有没有发热
症状？”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
时，早在 1 月 29 日，衡阳市衡
东县紫金湾小区就迎来了一支
特别的队伍——中医专家团。

谭永健，是湖南恒建房地
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也是一名中医爱好者，自学中
医 7 年，交了很多中医圈的好
朋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
没法安心宅家，而是发动全国
各地的中医专家和民间中医高
手组团，深入衡东县各乡镇义
诊，并免费提供熬制的中药。

这支团队中不乏“大咖”，
有出身中医世家的湖南著名中
医胡不群，也有来自民间的中
医高手秦朝辉等等。“希望通
过我们的努力，承担起应尽责
任的同时，也让大家更了解中
医。”2 月 16 日，在接受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谭永
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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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永健：带领中医
“大咖”齐抗“疫”

“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正气内存、邪

不可干’，‘预防’是中医的强项。”1 月 26

日，谭永健在中医朋友圈发起倡议，希望能

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作用，帮助更多人，“不

到一个小时，群里就有八十多人报名”。

考虑到疫情严重，口罩、防护服等物资

紧缺，经过精心筛选，一支由北京、广州、

河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十余位专家及民间

高手组成的中医团队成立了。经过严谨细致

讨论，能够广谱预防感冒、提高免疫力的中

药方——玉屏风散、四君子汤、霍香正气散

等中药药方很快出炉。“这些中药可以起到祛

湿排毒固本的作用，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

对治疗发烧咳嗽等感冒症状具有疗效。”谭

永健说。

有了药方，作为企业家的谭永健便承担

起采购药材的任务，“花了20 多万元四处买药，

并委托衡东县中医院、县人民医院熬制中药

上万副”。

1 月 29 日，带着熬制好的中药，谭永健

率领中医医师团队来到了衡阳市衡东县紫金

湾小区坐诊。

“有没有感冒症状，体温是多少，吃不吃

得下饭？”“这个药方拿着，水煎 400ml，温

服 3~5 天，有感冒症状加量 50%，每天服用

两次”……通过把脉和观察，中医医师根据

诊断情况，为居民提供了相应的治疗方案，

同时将熬制好的中药送给他们。

目前，谭永健带领的中医团队共组织志

愿者 30 余人、中医医师 10 余人分组奔赴衡

东县石湾、新塘、甘溪、霞流、洣水等乡镇、

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治愈感冒症状 20 余例，

为感冒症状患者、一线医护人员赠送中药

10000 余副，投入资金近 30 万元，也获得了

当地老百姓的认可和称赞。

“面对疫情，利用中医药积极做好防控

工作，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谭永健希望通

过多方努力，让老百姓对中医、对中药多一

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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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不群：“中医越
早介入，疗效越好”

武汉封城前，他还给家人寄了一大包中药材。

疫情爆发后，胡不群的手机也热闹起来，

咨询的电话、微信一个接一个。为此，他研

制了一个预防处方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用量

非常轻，6~9 克即可”。发布前，他特地加上

了一句 ：“不排斥中医药的人可以一试。”

在此过程中，胡不群还接诊了不少有低

烧、干咳症状的患者，包括他身在武汉的弟

弟和侄子——两人都出现了低烧、干咳、心闷、

胸痛等症状。经胡不群指导治疗后，他们都

已经康复，安心宅家抗“疫”。

在谭永健的邀请下，2 月 1 日，胡不群来

到衡东县，为该中医义诊团队做指导，并和

其他中医专家一起，针对新冠肺炎分析病情，

确定治疗思路和方法，“在我们的治疗下，有

6 名疑似病例已好转出院”。

胡不群相信，中医可以在这次疫情中起

到相当大的作用，“现在中医在新冠肺炎治疗

过程中介入越来越深了”。在他加入的各大

中医交流群里，对于新冠肺炎的讨论也是热

火朝天，“中医越早介入，效果会越好”。

对于中医的疗效，胡不群很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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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秦朝辉是一名中医爱好者，从小

自学中医，如今从事贸易工作的他也没有把

这项爱好放下。此前，他跟着谭永健的中

医团队外出义诊，现在则一直利用网络帮人

看诊。

秦朝辉：特殊时期，
中医食疗也便捷

（下转 14 版）

“老秦，我有些发烧，你能帮我看看吗？”

一天，一位朋友给秦朝辉发来信息，称自己

乏力难受，很害怕被感染了新冠肺炎。接到

老友的求助，秦朝辉立即和他视频，并详细

了解了症状。仔细查看了舌苔等后，秦朝辉

认为对方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教他用辣椒、

生姜等煮水喝。第二天，朋友告诉他，喝了

姜汤睡了一觉起来，发烧的症状已经缓解了

很多。

“中医讲究食疗。”秦朝辉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现在，大家都待在家里，很难

买齐所需药物，而食疗则可以使用家中常备

食材来缓解身体不适，避免外出。

同时，秦朝辉还提供了自己之前根据新

闻报道中关于新冠肺炎的介绍而搭配的一剂

药方，让朋友们用来预防，“后来，省中医药

管理局的预防药方公布，我发现和我配的药

只有些许差别”。

扫一扫，分享
中药预防方

“当天治愈出院的两名确诊患者分别为

2 月 1 日被确诊、来自湘潭韶山市的郭某，

和 2 月 7 日被确诊、来自湘潭市雨湖区的

赵某。”叶志强表示，他们连续两次呼吸

道病原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呼吸道临床症

状完全治愈，符合出院标准。

“湘潭市在抗击疫情期间建立了新冠肺

炎中医药参与防治机制和中西医会诊制度。

通过让中医专家与临床专家协同作战，在

参照诊疗方案后逐一为确诊患者制定中西

医结合治疗方案。”叶志强介绍，他们还为

密切接触人群和防疫一线人员免费提供预

防中药汤药，让中医药全面参与到新冠肺

炎疫情防治中。

2 月 14 日下午，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截至 2 月 12

日 24 时，全省总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968

例，中医药参与救治 915 例，占 94.52%；

出院 312 例，其中 286 例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西结合治疗率 91.67%；在院 656 例，中

医药参与治疗 629 例，症状改善 453 例，

占 72.02%；中医参与后治愈以及症状改

善共 739 人，占参与治疗确诊病例总数的

80.77%。2 月 18 日，记者在湖南省新冠肺

类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

省中医参与救治率已达 95.9%——湖南中

医药再次发挥了威力。

01 抗疫战场，中西医“双管齐下”

“今天，湘潭有两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2 月 14 日，湘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
科负责人叶志强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截至当天下午 5 时，湘潭新冠肺炎累计确
诊病例增至 35 例，治愈出院确诊病例增至 14 例，治愈率为 40%。

短短两周确诊患者就能康复，在叶志强看来，这离不开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双管
齐下”；而湘潭中西医联合“抗疫”，只是湖南中医抗击新冠肺炎战场上的一个缩影。

前线后方，中医团队持续发力

中医组团，义诊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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