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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着厚厚的防护服， 我不知
道吴医生长什么样子， 但我会永远
怀着感恩的心情记得她温柔的声
音！” 4 月 27 日，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纪委书记、 中医学副教授吴小
慧回忆起湖北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出
院时说的话， 又把她的思绪拉回到
一年多前。 说起援鄂的经历， 她表
示这是她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日子。

2020 年 1 月 23 日， 除夕前一
天， 时任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第
一党支部副书记、 中医科主任的吴
小慧在得知武汉抗疫前线急需中医
专业人员后， 第一时间请战出征。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临床科室主
任， 吴小慧毅然选择奔赴一线， 发
挥自己的光与热。

1 月 25 日， 大年初一， 吴小慧
奔赴了疫情仅次于武汉的黄冈。 在
她眼里， 好的医师要用心用情， 为
患者治病医心， 尤其对于当时在大
别山区域医疗中心的隔离患者， 更

要注重心理抚慰。 为此， 吴小慧每
日花大量时间在查房时与病友悉心
交谈， 答疑解惑， 传递信心。 当她
从入院登记资料得知有病友过生日
时， 便和队友们手绘生日贺卡， 在
病床旁为病友唱响生日之歌。

赴鄂前， 吴小慧被任命为临时
党支部书记， 不但要完成一线繁重
的医疗救治工作， 还承担了南华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
支部的相关工作 。 作为中医科专
家 ， 她自行配置中药 “七味饮 ”
（黄芪、 白术、 防风、 佩兰、 贯众、
陈皮、 金银花）， 为每一个队员上
岗前熬制中药， 提升免疫力， 最大
程度地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

“中医药可以运用于新冠肺炎
的全过程， 从预防， 到治疗， 乃至
于后期的恢复期， 中医药都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吴小慧说， 刚
进隔离区里， 发现有些病人不能耐
受西药的副作用 ， 情绪非常紧张

时， 她立马跟病人解释， 运用中医
药方案后， 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医生和患者， 可谓是同一个
战壕奋斗的战友！” 吴小慧说， 当
时建立了病友微信群， 便于及时了
解患者情况。 现如今， 她仍和患者
们保持着联络 。 她因抗疫成绩突
出， 获评 “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 “湖南好人” 和 “湖
南省医师奖” 荣誉。

在 20 多年的临床工作中， 吴小
慧的 “忠实粉丝” 可不少。 衡阳 80
多岁的王奶奶既往有冠心病等基础
疾病， 此前一直在吴小慧指导下喝
中药调理身体， 出于对吴小慧的信
赖， 在她援鄂期间也通过网络联系
向吴小慧问诊， 待她回到衡阳时第
一时间来到医院开药。 王奶奶说：
“吴主任特别有亲和力， 开的方子
不仅效果好， 价格也不贵！ 这几年
来我都是找吴主任开药。”

有位 70 岁的老年男性患者， 背

部虫爬感数年， 曾辗转多地就诊。 吴
小慧仔细看诊后， 根据 《伤寒论》 里
“身如虫行皮中状者， 此以久虚故
也。 ” 的论述予以黄芪赤风汤治疗，
7天后患者告知， 症状已完全消失。

曾有一位 60 岁的男性患者， 因
为脑梗死住院治疗， 吴小慧在会诊
中发现该患者明显失语， 全程几乎
不说话， 结合舌脉特征， 予以中药
名方 “解语丹” 为主进行治疗， 2
周后复诊时患者竟然能争着要自己
来叙述病情。

在担任该院纪委书记后， 吴小
慧仍不忘抓好 “中医康复” 建设，
亲力亲为下临床指导， 不断提高科
室医疗诊治水平 ， 并把自己的经
验、 操作技能毫无保留地传给科室
医师。 就像她所说的： “惟愿活成
一束光 ， 永远发光发热 ， 温暖他
人， 照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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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成一束光·温暖他人·照亮自己
———记中医内科专家吴小慧

������中西医结合， 顾名思义， 就是
将传统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两者有
机地结合起来， 在提高临床疗效的
基础上， 阐明机理进而获得新的医
学认识的一种途径。 中医和西医是
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两种医学体系， 在应对疾病方面各
有所长， 优势互补。 毛泽东历来主
张团结中西医， 倡导中西医结合，
服务伤病员和人民健康。

1928 年， 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
斗争》 一文中讲道： “作战一次，
就有一批伤兵。 由于营养不良、 受
冻和其他原因。 官兵病的很多。 医
院设在山上， 用中西两法治疗， 医
生药品均缺。” 那时， 在井冈山红
军医院里， 有西医也有中医， 许多
病都是用中医治疗， 且多数是采用
自制中草药。 毛泽东说： “草医草
药要重视起来， 敌人是封锁不了我
们的。” 当时红军医院收住 200 多
名反 “围剿” 的伤病员， 全部采用
中医中药治疗。 2007 年 10 月， 陈
可冀院士参观井冈山茨坪的红军医
院旧址， 他说： “井冈山是我国政
府一贯提倡团结中西医和中西医结
合方针政策的发源地， 井冈山是革
命的摇篮 ， 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摇
篮。”

1933 年 3 月， 汀州福音医院举
迁江西瑞金， 正式命名为中央红色
医院。 毛主席很重视中医， 主张中
西医结合给伤病员治疗。 第一位中
医是从上海请来的邓颖超母亲杨振

德。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在许多
重要会议或其他场合， 都十分强调
中西医团结合作、 互相学习等。 有
一次， 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
其中， 有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
墨先生。 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
家驷、 林巧稚等同桌。 毛泽东风趣
地对施今墨说： “你很有名啊， 我
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 你们同行是
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 “主
席 ， 我们团结得很好 ， 互相很尊
重。”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0 年 8 月， 第一届全国卫生
工作会议召开 ， 毛泽东表达了以
“面向工农兵” “预防为主” “团
结中西医” 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
大方针的初步构想， 并题词： “团
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
员， 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 为开展
伟 大 的 人 民 卫 生 工 作 而 奋 斗 ” 。
1952 年 12 月， 第二届全国卫生工
作会议召开， 会上确定了毛泽东提
出的 “面向工农兵、 预防为主和团
结中西医” 三大卫生工作方针， 并
提出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
合” 一个新方针。

1954 年 6 月， 毛泽东为筹备成
立中医研究院指示： “即时成立中
医研究机构， 罗列好的中医进行研
究， 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 共同参
加研究工作。”

1955 年 12 月， 中国中医研究
院和中医研究班成立。 并在周恩来
总理组织安排下， 从全国邀请一批
著名中医到中医研究院工作 。 随
后， 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中医的卫生
厅局长会议， 并且决定在上海、 北
京 、 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
学。 这些措施， 对于提高中国的医

学科学水平、 在全国范围
开展群众性的西医学中医
的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
1956 年 ， 毛 泽 东 提 出
“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
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
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
药学”。 学术界认为 “中
西医结合” 这一概念即源
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和论
述。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
表兄和老师， 与北京四大
名医之一施今墨时常交
往， 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医
博大精深， 是国之瑰宝。
中医所强调的整体观念、
阴平阳秘、 辨证论治、 扶
正祛邪等都有自身特色。
但中医也存在着自身的局
限和不足。 经过和施今墨的深入切
磋和虚心请教， 一段时间酝酿后，
王季范和施今墨联合提出了 “中西
医结合是中国的医疗发展方向” 的
建议。 毛泽东看到后， 非常欣赏。
他表示， 我个人很同意王老和施老
的见解， 但这个问题， 不好由我这
个当主席的出面来下令去执行。 这
是个学术问题， 最好将他交给学术
界去研究讨论。

1959 年 1 月 21 日， 毛泽东批
发邓小平送审的 《人民日报》 社论
稿 《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 再
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对待中国医学文
化发展的问题。

新中国有关中医药、 中西医结
合方针政策的制定， 尤其是在中国
开创了举世瞩目的中西医结合研
究 ， 均与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相

关。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 “不断优化诊疗方案，
坚持中西医结合 ” 极具有战略意
义。 一方面， 在目前尚无有效药物
的情况下， 西医强在病毒的鉴定、
相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制、 危重患者
生命支持等， 而中医在调控机体、
增强对疫病的抵抗力方面拥有千百
年的经验。 另一方面， 参与一线救
治的医护人员 ， 既有中医也有西
医， 能够结合各自的专业背景进行
全盘思考 ， 努力实现最佳治疗效
果。 特别是有中西医双重背景的医
生， 更能够从患者整体出发， 做到
中西医互补， 避免 “中西医并用”
可能导致的相互重复或抵消， 进而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冠肺炎治疗
经验。

本报记者 汤江峰

毛泽东主张团结中西医·倡导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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