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0 日， 由湖
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组
建的第三批国家中医
医疗队在长沙高铁南
站集结启程武汉， 驰
援新冠肺炎治疗。 这
是湖南省首次组建中
医医疗队赴湖北支援，
抵达武汉后， 他们将
接管武汉方舱医院。
本次医疗队领队、 湖
南省中医药管理局蔡
宏坤介绍： “这次去
武汉， 就是要把我们
已经取得的中西医结
合治疗经验送过去，
让中医在这场疫情阻
击战中发挥作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影 通讯员 朱鑫

心理篇
新冠肺炎防控知识

��� 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 为防
控新冠肺炎 ， 从 2 月 5 日起 ，
湖南日报社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公司 ) 职工食堂实行就餐盒饭
制， 鼓励和提倡职工就餐自带
餐具 。 为减少人员短时聚集 ，
建议职工错峰就餐 ， 打餐后迅
速离开， 尽量缩短在餐厅的停
留时间。 疫情解除后恢复原有
供餐方式。

“近两天， 很多单位正式复
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面临新挑战。” 湖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主任、 主

任医师刘富强提醒， 开工之后，
各单位不妨专门开展一次疫情风
险隐患排查， 把各个方面的潜在
问题都考虑到。 对复工人员及普
通群众来说， 要让 “少外出、 不
聚集、 勤洗手、 戴口罩” 成为一
种生活自觉。 他特别提醒， 单位
食堂可能有较高的感染风险， 最
好尽量减少集中用餐。

单位食堂是典型的人员聚集
场所 ， 尤其一些大单位 、 大企
业， 如果不采取限制措施， 在短
短一两个小时内， 将形成较大规
模、 较高密度的人员流动。 而且

员工就餐时必须取下口罩， 极易
形成有利于病毒传播的环境。 因
此，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警报解除之前， 各单位的食
堂很有必要调整以往集中供餐的
模式。

刘富强建议， 食堂实行分餐
制、 错峰开餐， 可以取消现做现
卖档口， 要求一律打包外带， 鼓
励职工自带餐食 ， 或只提供盒
饭， 由各单位明确专人负责盒饭
统计、 预订、 领取和发放， 以避
免人员聚集， 降低交叉感染的风
险。

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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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磊） 2 月8 日 ， 上
海市疫情防控进展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
前可以确定的新冠肺炎传播途径主
要为直接飞沫传播、 气溶胶传播和
接触传播 。 就在一天前 ， 2 月 7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新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防 控 方 案 （第 四
版）》 中指出， 新冠肺炎的主要传
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
气溶胶和粪—口等传播途径尚待明
确。

对此，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
首席专家吴尊友指出， 气溶胶传播
是指飞沫在空气悬浮过程中失去水

分而剩下的蛋白质和病原体组成的
核， 形成飞沫核， 可以通过气溶胶
的形式漂浮至远处， 造成远距离的
传播。 “因此， 从逻辑上看， 存在
飞沫传播的传染病， 或多或少都有
可能存在气溶胶传播。 只是这种方
式在不同传染病传播流行中所起的
作用不同。” 吴尊友说， “但目前
缺乏明确的证据证明气溶胶也是新
冠肺炎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 呼吸
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仍是新冠肺
炎的主要传播途径。”

对普通公众而言， 在一般的工
作生活条件下， 采取正确佩戴口罩
的防飞沫传播防护措施， 足以得到

有效保护。 “在公共场所， 尤其是
密闭环境中佩戴口罩， 勤洗手， 是
最有效的防护措施。” 吴尊友说。

吴尊友认为， 即便按照 “逻辑
推论” 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形式， 其
在新冠肺炎中也占比极小 ， 属于
“非主流”， 依据来自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 他解释， 如果是以气溶胶传
播为主， 那么， 在流行病学调查时
会出现一种现象， 即很多病例找不
到明确的传染源。 因为气溶胶会相
对较长时间悬浮在空气中， “可能
一个人并没有与感染者有过近距离
接触， 但他们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
乘坐过同一部电梯， 那么， 就会因

吸入悬浮在电梯间里的气溶胶染
病”。 而目前的流调结果显示， 近
九成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可追踪到
与确诊病例有过近距离的密切接触
史。 “这符合飞沫和接触传播的特
征。” 吴尊友说， 因此， 飞沫传播
和接触传播仍是目前新冠肺炎的主
要传播途径。

吴尊友表示， 飞沫传播距离很
短， 不会在空气中长期漂浮。 如果
不是在密闭空间里， 通风会使飞沫
在空气中形成的病毒浓度降低。 所
以建议每天至少保证有一定的时间
开窗通风， 这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有
效措施。

气溶胶对新冠肺炎流行影响有限
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仍是主要途径

�������本报讯 （通讯员 湘健文） 2 月 7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
发布通知， 根据近期中西医临床治疗及疗
效观察情况， 将 “清肺排毒汤” 用于治疗
新冠肺炎， 推荐各地使用。

通知指出， 该方由汉代中医药学家张
仲景所著 《伤寒杂病论》 中的多个治疗由
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的经典方剂优化组合
而成。 包括麻杏石甘汤、 射干麻黄汤、 小
柴胡汤、 五苓散等 21 味中药组成， 性味
平和。 结合多地医生临床观察， 此方适用
于治疗新冠肺炎轻型、 普通型、 重型患
者， 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实际
情况合理使用。

该处方由麻黄 9g、 炙甘草 6g、 杏仁
9g、 生石膏 15～30g （先煎）、 桂枝 9g、 泽
泻 9g、 猪苓 9g、 白术 9g、 茯苓 15g、 柴
胡 16g、 黄芩 6g、 姜半夏 9g、 生姜 9g、
紫菀 9g、 冬花 9g、 射干 9g、 细辛 6g、 山
药 12g、 枳实 6g、 陈皮 6g、 藿香 9g 组成。
服用方法为水煎服， 每天一服， 早晚两次
（饭后 40 分钟）， 温服， 三服一个疗程。
（注意： 如果患者不发烧则生石膏的用量
要小， 发烧或壮热加大生石膏的用量。）

通知强调， 如有条件， 每次服完药可
加服大米汤半碗， 舌干津液亏虚者可多服
至一碗。 若症状好转而未痊愈则服用第二
个疗程， 若患者有特殊情况或其他基础
病， 第二疗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处
方， 症状消失则停药。

中西医治疗新冠肺炎 国家中医药局推荐“把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送过去”
湖南首支中医医疗队支援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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