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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上午， 记者来到衡阳市
中医医院采访， 首先被门前悬挂着
的三幅红色祝贺横幅吸引了眼球。
这是祝贺该院王诚喜、 徐基平、 贺
新民三位主任医师获评 “湖南省名
中医” 并在全省中医药大会上接受
表彰， 尽管时间已过去了好几个月，
可一家医院一次性评出三位 “湖南
省名中医”， 这在全省各市 (州) 中
医医院中是 “独此一家”， 那份骄傲
和自豪仍久久荡漾在该院职工心间。

此次评出的三位 “湖南省名中
医” 之一的王诚喜， 是衡阳市中医
医院肺病科学科带头人， 从事医疗
临床工作三十余年， 潜心于中医药
对肺系疾病的防治研究， 尤其在间
质性肺疾病 、 COPD、 耐药性肺结
核、 支气管哮喘、 肺心病、 肺癌等
疾病中医药治疗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不让肺结节成为患者的心结
“肺结节消失了， 我的心结也

完全打开了。” 在王诚喜坐诊的诊
室， 49 岁的喻丽英 （化名） 如释重
负地说。

4 个月前， 喻丽英在做胸部 CT
检查时， 在左肺下叶后基底段发现
肺结节， 大小约 6*5 毫米。 她担心
转变成肺癌， 慕名找到王诚喜问诊。
经过 3 个多月中药调理， 喻丽英的
肺结节消失了。

王诚喜告诉记者， 随着人们健

康意识的提高和 CT 在胸部体检中的
广泛使用， 体检时查出有肺结节的
人日渐增多。 很多人拿着 “肺结节”
的报告， 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阴影，
担心会发展为肺癌。 但是王诚喜明
确表示， 肺结节并不等于肺癌， 如
果发现了肺结节， 不要紧张、 惊慌。
体检检查出的肺结节大部分是良性
的， 建议采用中药干预， 益气控制
缩小肺结节， 直至肺结节消失。

近年来， 王诚喜和他带领的团
队运用中医中药对肺结节进行干预
治疗， 通过 3 个月中药调理后， 相
当一部分患者的小结节消失了， 有
一部分小结节明显缩小， 还有一部
分小结节症状消失了。 有些较大的
肺结节， 通过中药干预后仍在发展
增大的， 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进行手术治疗。 如果手术病理切片
确诊为肺癌的， 中药调理也能帮助
迅速恢复肺功能， 增强抗癌能力，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 王诚喜说 ：
“中医中药在肺结节到肺癌全过程治
疗中发挥优势， 体现中医简、 便、
验、 廉的特点。”

为帮助肺结节患者排忧解难，
共同巩固中药疗效， 王诚喜和他带
领的团队专门印制了 《肺结节患者
服药、 饮食注意事项及建议》 发给
患者， 详细介绍了煎药建议、 服药
疗程、 服药注意事项、 饮食建议等，

让患者有据可依， 心里踏实。 王诚
喜还在建议中特别提醒肺结节患者，
肺结节是一种建议进行影像学随访
的疾病， 个体差异较大， 医生会根
据疗程结束后进行的影像学检查
（CT） 结果评估病情并给每位患者后
续诊疗方案。

中医抗疫屡立战功
作为衡阳市中医医院肺病学科

带头人， 王诚喜躬身一线， 在抗击
非典、 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中， 率
先垂范， 辨证施方。

2003 年， 在抗击非典中王诚喜
挺身而出， 担任专家组专家。 17 年
后， 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
程中， 王诚喜又一次肩负起使命， 担
任衡阳市中医药防控专家组组长。 在
王诚喜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 中医
药的作用体现在了新冠肺炎预防、 治
疗和康复的全过程， 为打赢疫情防控
的总体战、 阻击战作出重要贡献。

王诚喜介绍： “新冠肺炎预防
最关键是要保护人体的正气， 益气
固表、 调和营卫。” 疫情期间他领衔
中医队伍， 发挥中医优势， 在第一
时间研制中医药特色新冠肺炎预防
中药方剂， 向防疫一线人员和社会
各界发放。 深入衡阳各级定点医院
指导， 率先进入隔离病房， 一对一
指导用药。 他带领中医团队， 根据
病人体质、 发病、 症状等， 辨证论

治， 做到一人一方， 精准施治。 在
西医抗病毒、 对症治疗的同时， 坚
持给予清热解毒、 宣肺透邪、 芳香
化浊等中医治疗， 有效改善了患者
发热、 干咳、 气促等症状， 从而大
大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亡率。

王诚喜还积极研究新冠肺炎后
期康复的 “中医方案”。 针对在隔离
点的出院病人， 上门指导学习穴位
按摩、 耳穴敷贴、 太极拳、 八段锦、
经络保健操等 “中医保健法”， 使患
者从患病的恐惧、 害怕中走出来，
有效地缓解患者肠胃、 睡眠问题，
舒缓他们心理上的焦虑。

“中医药几千年来不断跟瘟疫
作斗争。 每一次大瘟疫都是对中医
的一次考验。 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
大疫， 可以说， 我们的中医经受住
了这场百年大考。” 王诚喜说。

通过他领衔中医队伍日日夜夜
的悉心治疗， 衡阳市新冠肺炎确诊
病人无一例由轻转重 、 重转危 ，
100%治愈出院。

从医三十多年来， “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 是王诚喜一直提倡的健康
理念。 在治病救人的同时， 他十分注
意宣传推广健康知识， 运用中医理论
知识， 把中医理念渗透到日常生活
中， 让老百姓自身增强健康防病意
识， 做自己的医生。 “上医治未病”，
在他身上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新中国成立之初 ， 面临着天
花、 麻疹、 斑疹伤寒、 回归热、 黑
热病等各种急慢性传染病 、 多发
病、 地方病流行和肆虐的挑战， 严
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 引起
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
1952 年 3 月 17 日， 毛泽东在关于
华北疫病防治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要
求 “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 有疫
者治疫， 无疫者防疫”。

新中国成立后， 在应对严重疫
情和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
中， 党和政府探索形成了不少行之
有效的做法， 逐步建立了一套卫生
防疫体系和机制。

———出台系列卫生防疫法规 在
毛泽东以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指导
下， 发布了大量的卫生工作指示及
卫生防疫法规。 例如，为加强对各地
防疫工作的指导，1950 年，中央人民
政府卫生部、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卫生部联合发出 《关于预防霍乱的
指示》等。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
了 《种痘暂行办法》《关于对血吸虫
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管理麻风应行

注意事项的通报》《交通检疫暂行办
法》 等。 1955 年国务院批准颁发了
《传染病管理办法》， 把当时流行比
较严重的各类急慢性传染病定为甲
乙两类共计 18 种，依法进行管理。

———成立疾疫防控领导机构
1949 年 10 月察北鼠疫暴发后，党中
央、 政务院迅速成立由政务院副总
理董必武、 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及中
央宣传部、铁道部、卫生部、公安部
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防疫委员会，
统一组织和领导察北防疫工作 。
1955 年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
九人小组以及血吸虫病防治办公
室， 具体领导和指导各地血吸虫病
防治工作。

———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一个地
区一旦发生疫情， 早报告乃是防疫
治疫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
东专门要求有关省市委要对本地区
已经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疫病情况
进行仔细检查和讨论， 除将讨论情
况和计划报告中央之外，还“应当每
半年将防治工作向中央作一次专题
报告”。 很明显，他提出这样要求的
目的就是要以此种方式了解和掌握
各地和各方面的实际情况， 从而为
正确决策提供参考。 正是在全国各
地积极探索疫情报告制度体系的基

础上，1955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卫
生部发布了 《传染病管理办法》，其
中对疫情报告时限的规定便具有法
律的意义， 也为充分调动各单位各
阶层人民遵循防疫治疫报告制度积
极性提供了法律依据。

———组建卫生防疫支援队 中央
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 迅速组建
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 6 个大队，共
438 名工作人员，经过一个短时期的
政治学习和技术培训后， 即前往河
北省的宁河县、宝坻县，天津一带的
潮白河施工区，皖北的泗县、泗洪、
五河，苏北的淮阴、沭阳，平原的梁
山、 南旺二县重灾区， 黄泛区的西
华、扶沟、淮阳、尉氏等地，结合当地
情形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以后一直
卫生部门沿用这个组队抗疫模式。

———果断采取检疫和封锁 这主
要是针对鼠疫、霍乱、天花等各种急
性传染病所采取的疫区处理办法，
其中最典型的是鼠疫疫区处理 。
1949 年 7 月 13 日，察哈尔省察北区
前英图浩特村发现首例鼠疫， 由于
当地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检疫封锁等
措施，在一些群众恐慌逃散过程中，
疫情不断扩散， 最后导致张家口也
传入疫病， 对北京构成严重威胁。
中央立即采取了疫区封锁、 划定大

小隔离圈的办法， 迅速建立东起多
伦西至化德 （沿内蒙古与察北专区
交界线）与沿外长城的两道防线，两
防线之间地区为绝缘带严禁通行，
封锁疫区、疫村、疫户，禁止人员外
出，成效颇为显著。 这种采取相应的
疫区封锁和交通管制办法， 防止其
迅速扩散和蔓延， 这一办法直至今
天仍未过时，新冠疫情，武汉封城就
是证明。

———强力推行预防接种 天花在
我国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 为了防
治这种疫病，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
与军委卫生部在 1950 年上半年联
合发布的 《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
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
示》 中提出必须通过普种牛痘的方
式对其加以解决的新路径。 按照这
一指示，1950 年下半年，卫生部发布
《种痘暂行办法》， 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 均须种
痘。 规定凡无正当理由拒绝种痘，经
说服教育无效者， 各级卫生行政机
关得予以强制执行。 对于已种痘者，
应发给种痘证； 对于种痘中发生的
一切费用， 人民政府实行一律免费
的政策， 这就免除了不少普通民众
因担心付费而拒种的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汤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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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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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心 诚 意为百姓提供中医药服务
———记湖南省名中医王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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