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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

礼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很难

像 SARS一样戛然而止，而中医药在抗击疫情的过

程中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海外对中医药的兴趣

明显提高。他特别提到了备受国内外网友关注的

“连花清瘟”：泰国已经给连花清瘟颁布销售许可

证，厄瓜多尔也批准了它作为药品注册，可以销售

了，法国则准备用连花清瘟做新冠肺炎治疗的临

床研究。

而日前，连花清瘟胶囊（颗粒）、金花清感颗粒

和血必净注射液，成为国内首批获批新增新冠肺

炎适应症的药物。

发挥了中药对症治疗的作用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发挥

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临床筛选出的“三药（金花

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三方（清

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疗效确切。

“新冠肺炎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

等。”扬州大学医学院张评浒教授说，“三药三方”由

中医提出，主要发挥了中药对症治疗的作用。

张评浒介绍，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和金花清

感颗粒具有清热解毒、缓解呼吸症状等作用，但抗

病毒作用有限。

连花清瘟胶囊（颗粒）于 2004 年研发上市，是

针对流行性感冒的药物。该药由汉代张仲景的

“麻杏石甘汤”、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金代刘完

素的“防风通圣散”组方而成。

金花清感颗粒研发始于 2009年甲流感流行时

期，2016年研发上市，该方主要由经典抗病毒处方银

翘散加减而成，也是针对流行性感冒而研发的药物。

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都
会造成肺部损伤

在张评浒看来，连花清瘟胶囊（颗粒）、金花清

感颗粒能“跨界”抗疫，关键有两个方面因素：一方

面，新冠肺炎的临床症状和流感的症状具有相似

性，均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等呼吸道疾病的类似

症状；另一方面，新冠肺炎与流感的致病机理具有

相似性。患者感染重症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后都

会造成肺部损伤，引起大量炎症细胞往肺部聚集，

产生过激炎症反应诱发细胞因子风暴，进而加剧肺

部损伤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症及多器官衰竭等症状。

“由于这些相似性，在新冠肺炎发病早期，采

用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和金花清感颗粒治疗，可

通过清热解毒、缓解呼吸症状等功效缓解上述症

状，因而具有一定缓解作用。”张评浒说。

张评浒告诉记者，针对这种新冠病毒肺炎，

目前没有特效药。但即使有针对病毒靶点的抗

病毒特效药物，也必须早期给药才能取得疗效，

而对此类病毒感染后期引起的重症病例疗效有

限。因为在病毒感染后期，宿主对病毒感染产生

的过激炎症反应在此类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起主导作用。

多学科共同挖掘中医药
瑰宝
“中医药是我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过程中形

成的宝贵财富。”张评浒说，以我国古代中医药治疗

“时行感冒”辨证论治思想为指导的医疗实践，对此

次突发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次中医药的临床实践表明，在无特效药物

的情况下，针对新冠肺炎发病进程中不同阶段的

临床特点，各地采用中医的辨证论治策略，利用

中成药或中药方剂治疗新冠肺炎都取得了一定

疗效。

国药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相关专家说，中

医讲究辩证施治，很多药方都是随症加减。近年

来，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助推“健康中国”建设，中医

药也正在走向世界。专家提出，由于缺乏系统的

循证医学与严谨的药理学研究，迄今尚未有获得

业界统一认可且可广泛使用的抗新冠肺炎中药处

方。因此，针对这种临床症状相似的急性呼吸道

疾病，国家应组织多学科交叉，集中不同领域的研

究力量深入挖掘中医药这块瑰宝，早日向世界打

响我国“中医药”这张名片。

在抗疫路上走得更远，中医药亟须多学科援手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虞 璐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瑜）记者近日从中核集团获悉，由中国核

动力研究设计院研制生产的首批国产化堆照锶-89核素正式交付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这意味着我国在该领域成功

打通了研发、堆运行、辐照、产品生产全流程关键技术，解决了医用

同位素严重依赖进口的困境，正式具备氯化锶供货能力，既为国内

患者大幅降低了治疗成本，还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国产同位素

产业奠定了基础。

癌症骨转移是恶性肿瘤常见并发症之一，约 65%—80%的恶

性肿瘤晚期会发生骨转移，其中，骨痛发生率最高，严重影响患者

的日常活动、自理能力、交往能力及整体生活质量，相关综合治疗

费用较高。

放射性核素治疗主要用于广泛性骨转移癌患者，已有 50多年

的历史，可以特异性杀死骨转移肿瘤细胞，发挥持久的镇痛作用。

氯化锶注射液是治疗前列腺癌和乳腺癌骨转移疼痛疗效好、毒性

轻的放射性药品。该药品锶-89 原料之前完全依赖国外进口，国

内锶-89年需求量 50居里，市场供应不稳定，严重受制于人。

在中核集团统筹规划支持下，我国氯化锶产品十年磨一剑，成

功打通了产品研发生产全流程关键技术，为下一阶段医用同位素

研发及产业化发展建立了强有力信心。

据了解，我国量大的医用同位素全部依赖进口，虽然碘-131

等少部分同位素实现国产化，但无法满足国内医疗市场需求。为

实现堆照医用同位素生产国产化，作为国内医用同位素研发重要

力量，核动力院充分利用丰富的堆照资源，以新技术、新工艺开展

国内各急需的医用同位素生产技术研发工作。本次实现供货的

锶-89，是核动力院近年重启同位素研发后首批核技术应用开发

基金支持项目。

医用同位素关键产品国产化

大幅降低癌症治疗成本

“哮喘不仅受遗传影响，也受环境因素影响。家长要加强对哮

喘的认知和家庭防治，为孩子创造低敏环境。”5月5日，第22个世界

哮喘日，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钟礼立发出如此呼吁。

哮喘，是全球常见慢性疾病之一，也是被世卫组织列为疾病中

四大顽症之一，是仅次于癌症的全球第二大致死和致残疾病。目

前，全球至少有 3亿以上哮喘患者，我国约占 3000万。据科技日报

记者了解，我国哮喘病患整体控制率并不佳，甚至城区患者控制率

都不足三成。近年来，无论成人或是儿童群体，哮喘患病率和发病

率还在明显攀升。

尽管哮喘是人群中如此“普及”的气道疾病，但人们的认知却

远远未“普及”。譬如，儿童哮喘与环境的关系。

近期，湖南一名 4 岁半女孩因咳嗽、气促不止而入院检查，确

诊为哮喘。不过，家人却很困惑：孩子以前从未有哮喘，家人也无

哮喘史，这哮喘是咋得来的？经了解，受疫情影响，孩子没上幼儿

园，住在了乡下爷爷奶奶家。天气渐热，老人考虑当地生活环境中

蚊虫较多，担忧孩子被蚊虫叮咬，遂点蚊香驱蚊。

“这应该是长期接触烟尘诱发的哮喘。卧室空气流通不畅情

况下，蚊香释放的烟尘会严重污染空气。孩子长期在这种浑浊环

境中，呼吸道受极大刺激，容易诱发哮喘。”钟礼立说。

近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儿童哮喘患病率平均每 10年增

加约 50%。其中，过敏性哮喘又占 40%—50%。因此，尽管儿童哮

喘多为基因遗传性疾病，但环境污染、被动吸烟等不良环境因素，

都易引发孩子过敏哮喘。专家建议家长为孩子创造低敏环境,如

保持居室空气流通，不在家中吸烟，不使用有强烈香味的肥皂、洗

发水、护肤品及熏香烟雾等。

此外，哮喘患者的不自知和自行服药，也可能带来可怕后果。

日前从湖南省人民医院获悉该类自治案例。

一名反复咳嗽一年多的 25 岁女子，“自定义”为感冒，并自行

服用镇咳药。一年多后，咳嗽突然加重到喘气困难，经查为“重度

阻塞型通气障碍”。25岁妙龄的她，竟生生“长”出了 80多岁的肺。

“哮喘是呼吸道慢性炎症疾病，缺乏有效治疗，易导致支气管

阻塞或挛缩，严重时可能致死。因此，患者千万不要私自服药、停

药，要遵医嘱合理用药。”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四科主任朱黎明说。

“很多人认为出现呼吸困难或气喘才是哮喘，而咳嗽、咳痰就

是支气管炎。但其实，有一种仅表现为咳嗽的哮喘，即‘咳嗽变异

性哮喘’。这种特殊哮喘类型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但两者治疗方

式不一样。所以，出现反复气急、胸闷、咳嗽时，要警惕支气管哮

喘。”朱黎明说。

此外，专家还表示，未被控制的哮喘，无论症状轻重，由于哮喘

急性发作导致的死亡比例都相同，因即便轻微哮喘症状也要引起

重视。同时，哮喘发作期治疗是短期过程，但哮喘治疗却是长期过

程。哮喘症状消失，切忌自主停药可能导致的哮喘反复发作。

被列为四大顽症之一

哮喘未必都是遗传惹的祸

5 月 5 日，农历四月十三，立夏。对于刚刚过

去的“五一”小长假，如果被问及最深感受，相信很

多人的回答都是：热！

北京“五一”长假前两天最高气温高达 35℃和

34℃，创近 10年来同期历史气温新高。杭州、长沙

等南方城市“五一”假期气温也维持在 30℃左右。

天气渐热，开空调、吃西瓜的日子似乎也到了。但

如今疫情防控还不能松懈，那么，空调可以开吗？

久在空调房，可能会面临哪些“空调病”的风险？

今年夏天，如何健康科学地解暑降温？

商场、写字楼、医院、大型宾馆等场所往往使

用中央空调，而在密闭的空间使用中央空调有可

能导致新冠病毒传播。

这绝非危言耸听。非典时期，一家医院曾出

现过因使用中央空调导致了群体感染。今年 4月，

一篇发表于《新发传染病》的文章也涉及了这一问

题，在一家有中央空调的餐厅，A、B、C三个家庭共

10人用餐，结果每个家庭都出现了感染。

2 月 12 日，国家相关部门专门印发了《新冠肺

炎流行期间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

行管理指南》，从而指导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安全

合理使用空调通风系统，阻止疫情蔓延和扩散。

5 月 6 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刘晓峰给出了建议——对于中央空调，使用时最

核心的一点就是保持全新风运行，并且要关闭回

风系统。有些空调自带空气净化消毒装置，这种

空调系统一定要严格地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进行

操作。

相比于中央空调，家用空调是否有风险？在

刘晓峰看来，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空调是分体空

调，也就是一室一机。这种空调使用时，空气通过

空调器在单独的室内自行循环，不存在各居室的

交叉污染，所以基本安全。

同济大学暖通空调研究所所长张旭教授也持

有相似的观点，认为家用分体式空调是一个室内

机，只要家里没有病毒，空气就只是在家中循环，

然后通过室内外风的压差，让室外空气进入屋

内。除了紧邻医院等情况，一般来说我们周围室

外的环境空气，就是洁净的空气。而洁净的空气

不仅不会传播病毒，而且对健康有利。

家用空调相对安全，这让很多人松了一口

气。“但值得注意的是，家用空调往往适逢夏季才

使用，长时间的闲置导致空调内部滋生大量细菌，

因此不论是否考虑到疫情，都应在重新使用空调

之前对滤网和机芯等部件进行清洁和消毒。”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康复中心副主任

医师赵宏波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掌握正确的开启“姿势”

打开空调享受凉爽，除了病毒、细菌等方面的

顾虑，其实更需要注意的是久待空调房，容易引发

多种“空调病”。

对于“空调病”的概念，赵宏波给出了解释。

医学上并没有“空调病”这种疾病, 这是一个社会

学诊断的病名，更像是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通常

是指与空调有关或空调引起的相关疾病。

“‘空调病’最常见的是感冒，室外气温高，一

进入空调房，身体受寒，会出现打喷嚏、咳嗽，甚至

是发热、头痛等症状。”赵宏波表示，还有一些人群

易出现消化道不适症状，如肚子疼痛、腹泻，也有

人可能出现恶心、呕吐，甚至是厌食等不良反应。

凉气侵体警惕“空调病”

很多学者指出,“空调病”最好的避免方法是

预防，即合理使用空调。

“防疫期间，空调不建议昼夜连续使用，要适

时开窗通风。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中日友好医

院中医肺病一部主任张纾难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即使在平时，也不主张长时间使用空调。原因在

于，人若想保持健康的体魄，应顺应自然的四时规

律，以期天人相应。

“比如，夏天就应该出出汗。”张纾难表示，出汗

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是人体保持健康的一种需

求和体现，而空调的大范围推广导致很多人出汗功

能减退，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赵宏波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可通过适当增加户

外活动、开窗通风等方式，降低空调的使用频率。“开

窗换气每天应不低于1次，每次最好不低于半小时。

尤其在防疫期间，开窗通风尤为重要。”赵宏波说。

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教授则提醒公众，虽然空调导致的感染发生概率

是极低的，但因为中央空调的一个特点就是密闭

式，万一有个别的病人感染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

里面就会对大家造成较大风险。因此，不建议学

校使用中央空调。

夏天还是应该多出出汗

当然，空调的诞生是为了让人们更加舒适地

生活。如何科学使用空调，尽量减少其对人体健

康的危害？

赵宏波建议，家用空调温度不应过低，考虑到

应使人体更容易适应室内外的温差，一般主张空

调的设定温度不低于 26℃。由于工作等原因长期

在空调室内者, 要保证每天有一定的室外活动时

间。夏天天气热，活动出汗后，应及时补充水、钠、

钾等元素，可以适当饮用淡盐水或香蕉、橘子等水

果，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及必需生命元素的摄入。

还有专家建议，不要让通风口的冷风直接吹

在身上, 大汗淋漓时最好不要直接吹冷风, 注意

颈椎、膝关节等部位的保暖。如果出现局部不适，

可以在受凉的部位进行热敷，从而减轻不适症状。

“还应注意对空调定期消毒和清洗，尤其是在

当下的特殊时期。”赵宏波表示，若想“空调病”不

找上门，最重要的是少用空调，还要合理设置空调

参数和清洗消毒。

专家特别强调，夏天别用酒精清洗空调内

部。医用酒精可以消毒杀菌，但挥发较快，用酒精

清洗空调，因空调内部空气流通不畅，容易形成易

燃易爆气体，产生安全风险。

千万别用酒精清洗消毒

当夏日遇上新冠病毒当夏日遇上新冠病毒
请收好这份空调使用说明请收好这份空调使用说明

实习记者 于紫月 他指出，对于年龄较大、体质较虚弱的“阳虚”

人群，如果平时就伴有颈、腰、关节等基础病，吹空

调受凉、受风之后，容易引起原有颈椎病等复发或

加重，腰腿关节疼痛、肌肉酸痛等。

“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果经常熬夜、工作压

力大，受凉风后则容易引起神经方面的疾病，如面

神经炎，导致口眼歪斜等。”赵宏波说，对于女性来

讲，腰腹部受凉后，易引起月经不调、痛经等不适

症状；对于过敏体质的人群，吹空调冷风后可能会

出现皮疹、过敏性皮炎等皮肤疾病。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和老年人更应重视空调

引发的疾病。赵宏波表示，夏天的炎热天气会使人

体内部血管处于相对舒张的状态，如果从高温环境

进入空调室内的低温环境，体内血管会自然收缩。

老年人及伴有高血糖、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血管质量本就不高，血管弹性也不如正常人，收缩后

容易引起血管狭窄加重甚至闭塞，从而可能出现心

梗、脑梗、脑出血等疾病，严重时或将危及生命。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反复咳嗽一年多的 25 岁女子正在接受肺功能通气检
查。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通讯员 张维夏 周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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