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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我行动

������据新华社消息 目前国内疫情防
控形势向好， 如何抵御境外输入风
险？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3 月 24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针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等焦点问题进行回应。

3 月 23 日，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 78 例， 其中境外输入达
到 74例。 与此同时， 根据世卫组织
最新通报， 全球确诊病例已突破 30
万例。

“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的形势非
常不乐观， 我们的枢纽地区和口岸
城市防止输入的压力在不断加大。”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吴尊友说 ，
“我们已经建立了 ‘三道防线’， 能
够很好地抵御境外输入病例。”

据吴尊友介绍， 第一道防线即
海关， 通过测量体温、 询问症状，
以及要求入境人员报告旅行史， 能
够发现已经有症状的人员， 并直接
送到指定医疗机构治疗。

第二道防线， 是指入境后的人
员要进行 14 天的隔离观察， 来
发现处于潜伏期的人员， 并在
出现症状后及时送至指定医疗
机构。

第三道防线 ， 是指第一 、

第二道防线 “万一” 漏过的病例，
在出现症状后到医疗机构就诊， 经
过前一阵防疫实践锻炼的医务人员
能够很快进行诊断治疗。

吴尊友表示， 到目前为止， 我
国输入病例基本堵在第一和第二道
防线， 兜底的第三道防线还没有发
现病人。

中国疾控中心：

三道防线抵御境外输入病例

������健康报消息 （记者 崔芳） 3
月 23 日， 国务院新闻办在湖北武
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工
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伯礼教授表示， 虽然当前针对
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 但是中医
有有效方案。 新冠肺炎的病程就
像一条抛物线， 中医药在两端作
用较好。

张伯礼介绍， 在武汉疫情暴发

早期， 许多发热、 留观、 疑似、 密接
的病人在隔离点等待确诊。 针对隔离
点人群， 及时给予中药汤剂或中成
药， 有效缓解了病情发展。 针对轻症
和普通型患者， 方舱医院的中医综合
治疗， 显著降低了由轻症转为重症的
比例。 在支援湖北中医医疗队接管的
江夏方舱医院， 采取中医药为主的中
西医综合治疗， 除了给予汤剂或者口
服的中成药以外， 还有按摩、 刮痧、

贴敷等疗法。 该方舱医院 564 名患
者， 没有一例转为重症。 相关经验在
其他方舱推广后， 一万多名患者普遍
使用了中药， 各个方舱的转重率为
2%~5%。

针对重症患者， 强调西医为
主、 中医配合、 中西医结合。 中医
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湖北省中西
医结合医院、 雷神山医院参加重症
救治， 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些中

药对于稳定病人的血氧饱和度、 提
高氧合水平、 抑制炎症风暴、 控制
病情进展有一定的效果。

此外， 针对出院的康复期患者
乏力、 精神不佳、 肺部炎症未完全
吸收、 免疫功能未完全修复等情
况， 采用中西医结合办法， 应用中
医药针灸、 按摩等疗法， 可以改善
症状、 促进肺部炎症吸收， 对免疫
功能修复也有积极作用。

������本报讯 （记者 刘永涛） 春分
时节， 各种野菜长势旺盛， 不少市
民踏青、 郊游时喜欢把野菜摘回家
食用。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 3 月 23
日发布消费提示 ： 采摘野菜请慎
重， 谨防食用后中毒。

野菜大多含有丰富的膳食纤
维 、 蛋白质 、 维生素 ， 比如蒲公
英、 鱼腥草、 马齿苋等。 也有野菜
与有毒植物很相像， 容易误采误食
中毒， 严重的危及生命。 湖南省市
场监管局提醒， 对不熟悉的野菜，
公众不要采摘 ， 避免误食有毒野
菜。

避开污染保生态。 公众在采摘
熟悉的野菜时， 切莫在环境可能污
染区域采摘， 如化工厂、 垃圾填埋
场、 污水沟、 公路等周边区域。 采
摘时要注意保护生态， 不要过度采
摘同一区域的野菜 ； 有些野菜有
根， 采摘时不要连根拔起， 让其以
后还能继续生长。

消费者如需购买野菜， 应到正
规超市或菜市场选购新鲜野菜， 并
保留购物凭证。 不要在路边摊贩或
流动摊位购买。 为避免储存不当变
质， 野菜最好现买现吃， 不要长时
间存放。 部分野菜有微毒， 需经过
浸泡、 水焯等去毒处理， 在炒熟煮
（蒸） 透后才可食用。

合法经营严把关。 野菜生产经
营者要严把原料关， 不得采购无合
法来源的野菜， 严禁生产加工销售
有毒野菜。 保证野菜原料新鲜， 采
用合理的储存条件、 生产加工和制
作工艺。 野菜生产经营企业应保证
产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
出厂时检验合格。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提示：

张伯礼院士介绍中医药抗疫亮点

��������为巩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成
效， 满足群众对
疫 苗接种需求 ，
郴州市北湖区卫
生健康局有序开
放预防接种门诊，
规范提供预防接
种服务。 图为 3月
23 日， 该区人民
路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务人
员为辖区贫困儿
童免费接种流感疫
苗。

通讯员 杨少华
邓丹华 摄影报道

为贫困儿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访湖南省社会心理学会
临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邓芳文在家上网课 防网络成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