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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四川地区新型冠状肺炎的中医药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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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几千年来中医药在与瘟疫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理论和经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无数

中医人深入抗疫一线，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攻坚战，贡献自己的力量。笔者结合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从疫情
概况、发病背景、中医病因病机、治疗四个方面对四川地区的中医药防疫特点进行梳理、归纳：四川地区的新
冠肺炎病因为感受湿毒疫疠之邪，湿性缠绵，致病易蒙上流下，病位主要在肺、脾、三焦，可涉及膜原、心包、
肝肾，临床症候湿像明显，中医药防治方面遵循“治未病”“
、扶助正气”“
、三因制宜”“
、芳香除湿贯穿始终”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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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corona

virusdisease-2019”，简称“COVID-19”），截止到 2020
[1]

年 3 月 27 日 24 时，已造成境内 81394 人次确诊，3295
人次死亡，境外 201 个国家 427086 人次确诊，23335 人

次死亡，目前疫情仍在进一步扩散，世卫组织称新冠
肺 炎 具 备“ 世 界 大 流 行 ”特 征 ，现 已 呈 加 速 传 播 趋
[2-5]

中医药

诊疗方案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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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等情况酌情使用，之后四-七版保留并逐步完善
中医相关诊疗方案。截止到 3.23 日，全国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中，有 74187 人使用了中医药，占 91.5%，其中

湖北省有 61449 人使用了中医药，占 90.6%，临床疗效
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 90% 以上 [7]。专家

组证实中医药能够明确改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

。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其纳入《中华人民

缩短住院天数，提高核酸转阴率，有效减少轻型和普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

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的发展，提高治愈率、减少

染病预防、控制、管理，人群普遍易感。

病亡率[8]。中医学术界一致认为新冠肺炎，属中医“瘟

势

疫情牵动了亿万国内外同胞的心，然截止到目

疫”范畴，是感受疫疠毒邪引起的一类以发病急骤、传

前，仍没有特效药，几千年来，中医药在治疗传染病方

变迅速、病情凶险、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广泛流

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经验和方法，为中华民族的繁

行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笔者从疫情概况、发病背

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COVID-19 疫情暴发后，国

景、中医病因病机、治疗原则四个方面对四川地区的

家高度重视和强调发挥中医药的预防和独特治疗作

中医药防疫特点进行分析。

用，多省多批次国家中医医疗队深入临床一线，第一

时间将中医药介入此次疫情防治。1 月 22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印发
[6]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 ，
首次系统的介绍了本病的中医病因、病机和治则治
法，并指出各地可根据当地病情、气候特点以及不同

1

疫情概况
自 2020 年 1 月 21 日国家卫健委通报四川第一例

输入性病例后，随着之后人口流动，感染人数直线上

升，截止到 3.28 日四川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 548 例（9 例为境外输入），已治愈出院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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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 3 人，现有 736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9-10]。这些

患绝大多数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症，各地医家根据

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喉不利、肢体困重、纳差恶心、

“肺毒疫”[13]、
“湿毒疫”[14]、
“寒疫”[15]、
“寒湿疫”[16]等。笔

便溏腹泻等症状；重者发病一周后出现明显的呼吸困

者根据目前搜集到的确诊病例的临床症状学表现和

难和或低氧血症；严重病例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

四诊信息，结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和四川省中医药管

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

理局先后印发的《2019-2020 年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

凝血功能障碍，危及生命，而从目前收治的病例情况

预防建议处方》[17-18]、
《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来看，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年老羸弱和素有痼疾者预

炎中医药干预建议处方》
（试行第一版）[19]、
《四川省新

患者起病表现为身热不扬、乏力倦怠、干咳无痰；少数

[11]

后较差 。
2

发病背景
中医认为人与天地相应，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地理

当地时令、方域、人群体质特点将其命名为“肺瘟”[12]、

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治疗临床研究指导手册》[20] 和
《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控技术指南》及

指南（修订版）[21-22] 以及四川地区的 COVID-19 疫情特
点，认为此次新冠肺炎当属于“湿毒疫”。

环境、自然气候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

“疫者，感天行之病气也”，此气“非风、非寒、非

系，正所谓“善疗疾病者，必先别方土”，四川盆地四面

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众所周知，此次疫

群山环抱，地势低洼，盆地内江河众多，水资源丰富，
又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降水充沛，空气湿度极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此地的人皮肤腠理疏松，

情 的 元 凶 为 一 种 新 型 冠 状 病 毒（2019 Novel Corona
Virus,2019-nCoV），相关病毒学研究表明其与 SARS 病

毒同源，感染人类尚属首次[23]。2019-nCoV 即是天地

湿邪易从肌肤毛窍而入，碍脾困顿中州，湿为阴邪，其

间的一种“异气”，亦称之为“杂气”、
“ 毒气”、
“ 疫疠之

性重浊黏滞，无论与湿、与热相合，皆易缠绵胶着难

气”，
“ 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前文已

解；当地之人嗜食辛辣肥甘厚味，湿从内生，与自然环

经论述过四川盆地常年温暖潮湿、水气氤氲，当地居

境中的湿热之邪同气相召，内外相感，如此，塑造了蜀

民嗜食辛辣厚味，湿从内生，脾胃中州运化不力、气血

人“中土薄弱，易于湿合”的体质，而体质又决定着机

偏虚，人体抗病能力下降，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体对某些疾病的易患性和病变过程的倾向性。2019

当正气不足，卫外不固时，感受疫疠之邪即发病，自四

年末为己亥年终之气，太阳寒水在天，少阳相火在泉，
气候整体“风热偏盛”，冬季应寒而反暖，致“冬行春

川多例输入病例确诊后，很快致使四川累计 548 人次
确诊。

令”，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给温病流行埋下了伏

中医有“温病重舌、杂病重脉”之说，我们观察到

笔。且己亥年本为土运不及之年，人们常年脾胃功能

本次疫情患者舌像多表现为舌苔白厚，或滑，或灰白

偏弱，中州运化不力、气血偏虚；加之年关，工作繁忙、

腻，甚至苔白厚如积粉之一派秽浊阻滞之像，体现“疠

奔波劳复、应酬聚会频繁，人体抗病能力总体下降，随

气 流 行 ，多 兼 秽 浊 ”的 特 点[24-25]。
“ 温 邪 上 受 ，首 先 犯

着许多输入性病例将具有强烈传染之性的新冠病毒

肺”，秽浊疫疠之毒与蜀地湿邪相合，从口鼻犯人，经

带入蜀地，病毒趁机肆虐犯人，引起蜀地新冠肺炎疫

呼吸道传播，肺脏首当其冲，且本病主症，开始发热，

情流行。

然后咳嗽、气喘，呼吸困难，全是肺司呼吸所主的病，

3

中医病名、病因及病机分析
中医学届一致认为新冠肺炎属中医“疫病”范畴，

“疫”即瘟疫，是中医对烈性传染病的概称。
“ 疫”，
《说

毫无疑问，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位在肺，涉及中
焦脾胃。湿邪致病，无论外湿与内湿，均以中焦脾胃
为核心，本次 COVID-19 患者胸闷、泛恶、欲呕、大便溏
泻、舌苔白腻，皆是湿浊阻滞的表现。湿毒重浊，其性

文解字》
“疫，民皆疾也”，
《字林》
“疫，病流行也”，
《素

缠绵黏滞，易蒙上留下侵犯三焦，壅滞上焦症见心烦

问·刺法论篇》
“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

胸闷、咳嗽气喘、呼吸不利；滞于中焦则脘痞腹胀、便

相似”，均说明我们的先祖已经充分认识到疫病具有

泄呕恶；蕴于下焦则小便不利、下肢肿胀甚则溃烂等。

强烈传染性，无论男女老少，长幼妍蚩，人群普遍易
感，触之者则症状相似。本次 COVID-19 发病以来，病
2

湿邪氤氲淹缠，病程较长，本次 COVID-19 患者发病前
可有 1-14 天的潜伏期，符合湿热“在一经不移”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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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湿为阴邪，易伤人阳气，郁遏卫阳则恶寒、身热不

诊后，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就根据当地时令、地域特

扬、肢体烦痛；困阻中焦脾胃之阳，则症见胸闷脘痞、

色公布了《2019-2020 年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建

腹胀便泄、纳差呕恶等；湿从寒化，可有畏寒、肢冷、便

议处方》。建议处方以银翘散为基础化裁，银翘散出

溏、舌苔白滑等湿盛阳微的表现；湿毒亦可与阳热之

自《温病条辨》，吴鞠通称其为辛凉平剂，在辛凉轻解

邪相搏，胶着难解，表现为发热咳嗽、气喘口渴、胸闷、

泄热药（银花、连翘、竹叶、牛蒡子）中加入解表透邪的

咳吐黄痰、苔白厚腻或薄黄；亦或疫毒由上受而直趋

薄荷、芥穗、豆豉，增强疏表散邪能力，体现了“治上焦

中道，伏于膜原半表半里之间，表现为寒热起伏，舌绛

如羽，非轻不举”的思想，前文已经论述己亥年终之气

苔白厚如积粉；重者化燥化火，内陷心包，表现为高热

“冬行春令”，气温高于同期，故选用轻清透达之品宣

神昏、喘促不宁、痰涎壅滞、痰中带血、便秘腹胀、苔黄

散风热，并用藿香易豆豉，一是防其助火之势，二是结

腻，属新冠肺炎的重型、危重型；后期热甚耗伤阴液，

合蜀地多潮多湿的特点，芳香化湿，醒脾解表，以防病

可见心悸怔忡，手指蠕动，舌绛而干之肝肾之阴不足

进。后在建议处方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又发布了《四

之像；或口干、乏力、舌红少苔肺胃气阴两伤之像。

川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干预建议处方》

综上所述，四川地区的新冠肺炎病因为感受湿毒

（1-3 版），分别针对普通人群、体弱人群和儿童群体给

疫疠之邪，湿热疫毒病性氤氲淹缠，犯人易蒙上流下，

具了不同预防建议。 另外，古人早认识到“一人病气，

病位涉及肺，脾，三焦，膜原，心包，肝肾，临床上应该

足充一室”，故需要“避其邪气”，这就要求做好室内空

密切关注病位、病性、病理因素和病理变化。

气清新，所以分别又给出了室内熏蒸处方（板蓝根、石

4

菖蒲、贯众、金银花）清热解毒辟秽，香囊处方（藿香、

治疗特点

肉桂、山奈、苍术）芳香辟秽、化浊解毒，体现未病先防

COVID-19 疫情发生以来，四川省积极贯彻落实

党中央“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
全过程”的号召，前后派出 55 家中医医院共 308 名骨

干的中医医疗队支援湖北，积极运用中医药救治患
[26]

者，深受广大患者的认可 。四川省结合全国《新型冠

的“治未病”思想。
4.2

重视扶助正气
疾病的发生是正邪斗争的过程，正气的盛衰决定

着疾病的转归和预后，我们注意到本次 COVID-19 病

例中，多为年老羸弱和素有痼疾者，也有儿童婴幼儿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3-7 版内容和蜀地疫情

病例，他们均是正气不足之人，血常规显示其白细胞

特点，先后印发了《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

总数正常或减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而白细胞总数

预防建议处方》
（1-3 版）、
《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减少，淋巴细胞计数降低也正提示机体防御能力不

中医药干预建议处方（试行第一版）》、
《四川省新型冠

足，免疫力低下，不能抵御外邪入侵。所以针对正气

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控技术指南》、
《四川省新型冠状

不足的体弱人群，在预防建议处方的基础上套用玉屏

病毒肺炎中医药治疗临床研究指导手册》，行之有效

分散，补肺健脾，实卫固表，取“不相染者，正气存内，

的推进了四川的中医药抗疫工作进展。据统计，四川

邪不可干”之意，现代临床研究也表明，玉屏风散具有

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中，中医药参与率 94.61%，救治

较好预防呼吸道感染的作用。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

有效率达 99.21% 。笔者基于对四川地区“湿毒疫”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

的认识，结合当地诊疗经验，对这些诊疗方案进行梳

守，病安从来”，主张保持人体正气的强盛以抵御病邪

理、分析、总结，发现四川省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体现

侵袭，因此成都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队结合历代医家运

以下特点。

用中医药防疫治疫的经验，编撰了《中医抗“疫”大众

[27]

4.1

指南》[28] 一书，就情志调摄、体质辨识、饮食调养、运动

体现“治未病”原则
“治未病”原则是中医理论精华，最早见于《素问·

养生、穴位保健、起居有常、慢病调护给出了指导意

四气调神大论》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

见。根据四季“脾旺不受邪”、
“ 脾为之卫”理论，还推

乱，此之谓也”。COVID-19 具有强烈传染性，无论男

出了成中医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期间公众药膳

女老少，人群普遍易感，如何进行有效的预防，
“ 避其

食疗推荐方案》[29]，给隔离在家的广大民众提供了中医

邪气”，显得尤为重要。自四川第一例输入性病例确

膳食指导和食疗建议，脾胃生化有源，则正气生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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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达到实卫固表的目的。我们还观察到，隔离期间

气平喘、和解少阳、疏利三焦、温阳化气、利水除湿、益

广大民众有焦虑、紧张、不安的表现，指南倡议大家调

气扶正于一体 [33]，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作为协定

畅情志，勿惊慌，舒心气、畅心神、怡心情，实现“精神

处方广泛运用于全国各大医疗定点医院，具有其特殊

内守，病从安来”。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也开通了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96111”，为公众提供
规范的心理支持、心理疏导等服务。

的历史意义。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10 个省市 66
个定点医疗机构 1261 名服用清肺排毒汤患者临床观
察显示，无一例轻型患者转为重型，无一例普通型患

扶助正气不仅体现在早期科学预防上，也体现在
疑似、确诊和康复治疗整个阶段。在医学观察期若表
现为乏力伴纳差、便溏的，推荐使用参苓白术胶囊健
脾益气除湿；而以体虚，乏力，或伴发热为主要临床表

者转为危重型[34]。
同时，四川结合本地多潮多湿、蜀人“易于湿合”

体质特点，又推出‘新冠 2 号、3 号’，这两个协定方均在

霍朴夏苓汤的基础上配伍它方而成。霍朴夏苓汤出

现的，推荐使用芪香益气解毒颗粒、参蛤益肺胶囊等

自《医原》，主治湿温初起邪遏卫气证，方中藿香、豆

益气补虚。热病最容易伤阴，疫病同样如此，我们发

豉、杏仁芳香宣透，去表湿而开上焦肺气，肺气得宣则

现许多恢复期患者有心烦口渴、少气乏力、口淡食少、

脾湿亦化，
“ 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半

舌红少苔之余邪未尽、气阴两虚证候，给予竹叶石膏

夏、豆蔻、厚朴燥湿运脾，疏通中焦，使湿去而气机得

汤合四君子汤化裁，其中竹叶、石膏散余热，半夏、茯

畅；苡仁、猪苓、茯苓、泽泻淡渗而通利下焦，诸药相合

苓健脾除湿，人参、甘草、麦冬、粳米甘平益肺安胃、补

宣上、畅中、导下三焦同治，给湿以出路。湿性缠绵，

虚生津，体现“存得一份津液，便有一分生机”、
“ 救阴

若跟风热相合，即表现为临床上的“风热夹湿证”，则

不在血，而在津与汗”思想，体现扶助正气原则。另
外，四川省还结合全国《新冠肺炎患者恢复期中医康
[30]

复指导建议(试行)》 ，推荐了符合四川疫情特点的相
关康复适应技术，包括穴位按压、艾灸、耳穴压丸、针
刺疗法、拔罐等方法，还可配合一些传统功法如八段
锦、太极拳、六字诀、呼吸龟形功、体能训练等，锻炼肌
肉四肢，达到强健身体、气血流畅的效果，从而提升人
体正气以及代谢功能，增强自身对抗病毒的能力。
4.3

在藿朴夏苓汤的基础上再套用银翘散，即‘新冠 2 号’
方，加强对在表风、湿、热的宣散作用；若湿性体质再
感受风寒，表现为“风寒夹湿证”，则宜在藿朴夏苓汤
的基础上再套用荆防败毒散，即‘新冠 3 号’方，加强解
表疏风、祛湿化浊的作用，无论是‘新冠 2 号、3 号’均体
现了因时、因地、因人治宜原则。

对于确证患者，中医药治疗也根据成人、儿童不
同生理病理特点分开论述，其中成人分为医学观察

体现“三因制宜”原则

期、临床治疗期、恢复期三部分，这三期治疗始终不忘

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故在

将芳香醒脾除湿贯彻整个诊疗过程，临床治疗期分为

治疗疾病方面强调整体审察，辨证施治，遵循“因时、

风热犯肺证、风热夹湿证、风寒夹湿证、湿邪郁肺证、

因地、因人”的治疗思想原则。

湿热蕴肺证、邪热壅肺证、邪毒闭肺证、内闭外脱证八

疫情爆发后，四川省推出了疗效确切的“新冠 1

号、2 号、3 号”方，已经在全省 205 家医疗救治定点医
院调剂使用，且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31-32]

个证型，较国家版诊疗方案多了风热犯肺证、风热夹
湿证两个证型，这是“三因”原则的体现。风热犯肺证

。其中“新冠

以桑菊饮和银翘散化裁治疗，轻清宣透疏散在卫表之

肺排毒合剂”，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国家卫健

以‘新冠 3 号’方治疗，增强辛温解表、疏风祛湿化浊的

1 号”方来源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申报的“清

委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广泛在全国新冠肺炎定点医

风热。风热夹湿证以‘新冠 2 号’方治疗，风寒夹湿证
功效。湿邪郁肺证以麻杏薏甘汤、升降散、达原饮合

疗机构开展“清肺排毒汤”的临床疗效观察。清肺排

方加减，麻杏薏甘汤是仲景治疗风湿所致周身疼痛的

毒汤是由《伤寒论》中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

有效方剂，升降散乃杨栗山创制用来治疗温病表里三

胡汤、五苓散四个经典方合枳实、陈皮、山药、藿香而

焦大热，方中配伍一升一降，内外通和，使得气机流

成。前文已经分析过，COVID-19 肺炎是感受湿毒疫

转，达原饮治疗瘟疫秽浊毒邪伏于膜原，三方合用共

疠之邪，湿毒首先犯肺，继而碍脾，困阻三焦，壅滞气

奏化湿解毒，宣肺透邪之功。湿热蕴肺证以清气化痰

机，郁久后化热，四方合用，集清解肺热、宣肺化痰、降

汤合藿朴夏苓汤化裁，
《医方考》称清气化痰汤为“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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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通用之方也”，痰湿蕴肺，痰热咳嗽均可配伍运用。

蒲、杏仁、前胡芳香化湿、宣肺祛痰；湿困中焦，以半

邪热壅肺证以麻杏石甘汤合银翘散加减，麻杏石甘汤

夏、茯苓、陈皮、厚朴、二术、豆蔻、砂仁、芥子健脾化

是《伤寒论》治疗风寒化热，汗出而喘者，后世广泛用

湿；湿流下焦，则用茯苓、猪苓、泽泻、苡仁、滑石淡渗

于风寒化热，或风热犯肺，或内热外寒，或疹毒内陷，

利湿；痰湿化热，多选瓜萎、黄芩、皂角刺、冬瓜仁、桑

但见肺中热盛，身热喘咳，口渴脉数者，无论有汗、无

白皮、鱼腥草或清气化痰汤等清化痰热；湿毒伏于半

汗均可配伍使用。邪毒闭肺证以宣白承气汤、黄连解

表半里之膜原，用槟榔、厚朴、草果苦温燥湿，黄芩、黄

毒汤、解毒活血汤合方加减，宣白承气汤出自《温病条

连清热燥湿；后期余邪未尽、气阴两虚证时，既要益气

辨》[9]“喘促不宁，痰涎壅滞，右寸实大，肺气不降者，

养阴扶正，又不忘健脾除湿散余邪。整个预防、诊疗

宣白承气汤主之”，右寸实大指的肺脉实大，表面上是

期间忌辛辣燥热助湿化热，忌冷饮酸涩、油腻荤腥碍

肺热壅盛，实际上是热结肠腑，肺气不能速降，所以这

脾 生 湿 ，内 湿 得 化 ，外 湿 得 宣 ，则 气 机 流 转 ，
“病从

个 时 候 通 腑 就 是 泄 热 ，这 种 治 法 被 称 之 为“ 脏 腑 合

安来”。

治”，也是釜底抽薪之意；黄连解毒汤主攻三焦火毒，
火毒炽盛则入营动血，故此时还应兼顾活血散瘀，临

5

床上应注意中病即止，切勿伤伐正气。若病情进一步
进展，可发展为呼吸困难、动辄气喘或需要辅助通气，
伴神昏、烦躁、汗出肢冷、舌质紫暗、苔厚腻或燥、脉浮
大无根之内闭外脱证，此时急需开闭固脱，解毒救逆

小结与展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感受湿毒疫疠之邪引起的

一种烈性传染病，其发病急、传变快、传染性强，在全
世界已引起超过 50 万人次感染。疫情爆发后，在没有

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无数中医人深入抗疫一

同治，以四逆加人参汤、安宫牛黄丸、紫雪散合方加

线，坚持从临床实际出发，传承精华、守正出新，尊古

减。儿童群体因其稚阴稚阳的体质，病情相对单纯，

而不泥古，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

治疗用药轻灵、芳化宣透，不忘佐消积导滞，健脾和胃

的力量。笔者结合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对四川中医药

之品。

抗疫特点进行梳理、总结，发现蜀地中医药抗疫遵循

4.4

芳香除湿贯穿始终

“治未病”、
“ 扶助正气”、
“ 三因制宜”和“芳香除湿贯穿

前文已经论述过次疫情元凶为湿毒秽浊之邪，四

川盆地又多雨多潮多湿，加之蜀人嗜食肥甘厚味、
“易
于湿合”的体质，所以蜀地无论是预防处方还是治疗

始终”的原则。当前，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

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说明 COVID-19 疫情完全可防、
可控、可治，但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我国疫

期、康复期处方建议，都始终不忘将芳香化湿贯穿整

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我们要及时总结防治中的经

个过程。中医祛湿，无外乎开宣肺气、健脾运湿和淡

验并加以推广，目前最新版本的新冠肺炎中医药诊疗

渗利湿三法，注重给湿邪以出路，如治疗“风热夹湿

方案已经翻译成英文，在国家中医药局官网新媒体上

证”的‘新冠 2 号’方和治疗“风寒夹湿证”的‘新冠 3

全文公开[35]，中医药界愿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

号’方，就是在宣上、畅中、导下三焦同治的治湿良方

交流，分享防疫和救治经验，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

藿朴夏苓汤基础上分别配合银翘散和荆防败毒散而

提供有效中成药、专家咨询和力所能及的援助，相信

成。湿困肌表，以麻杏薏甘汤通经解表，散寒除湿，去

在全世界人民的齐心努力下，疫情终将过去。

“一身尽疼”；痰湿蕴于上焦肺，用藿香、佩兰、苏叶、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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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in Sichuan*
Xu Youli1 ，Wang Baojia2 ，ZhouYong 1 ，Yang Yu2 ，Yang Lingwei3 ，Zheng Xiuli2＊＊

(1. Chengdu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Chengdu, 610000, China；2. ChengduUniversitv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00, China；3.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ccumulated rich theories and experienc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pestilen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numerou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went deep into the frontline of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and made contributions to resolutely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the epidemic. Bas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the author analyzed, generalized and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epidemic prevention in sichuan from four aspects: epidemic situation, background,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TCM, and treatment. The neo-coronary pneumonia disease in Sichuan area is affected by the poison of

wet poisoning and epidemic disease. Wet evil is lingering, and its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 is to invade multiple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The disease location is mainly in the lung、 spleen、 and triple energizer, which can involve

membranous、 pericardium、 liver and kidney, and wet images are obvious in clinical symptoms.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ichuan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reinforcing vital qi "、" treat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ree categories of etiologic factors" and
"resolving of dampness with aromatics throughout treatment ".

Keywords: corona virus disease-2019 (COVID-19), wet poison plagu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scheme,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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