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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召开两
场座谈会，均提到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工
作要“走小步不停步”。

如何理解“走小步不停步”？中国科
学院院士高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主任张文宏等专家作出解读。

“为什么要走小步，因为我们对脆弱
的人群要提供一个充分的保护。”张文宏在
中华医学会2022年医学病毒学大会上表
示，国际上的经验表明受到充分保护的脆
弱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病死率将非常低。

“走小步不停步，意味着动态调整非
常重要。”12月4日，高福在前述大会上也
表示，工作的重点应从“病毒”转向“病”，
做好对新冠病毒引发疾病的预防、管理和
治疗。

那么，什么样的保护足够充分？应
对策略又如何做到“不停步”？

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
当前“走小步”应对策略中的一项关

键内容是：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
接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张文宏援引新加坡的死亡率数据表
示，在打过疫苗的感染者中，新加坡的7
天平均病死率仅为0.02%。

其中在病死率计算中权重占比最大
的脆弱人群均接种了第三针、第四针新冠
疫苗。“新加坡脆弱人群中三针疫苗、四针
疫苗的接种率都达到了90%以上。”张文
宏说。

针对公众对“疫苗是针对原始株开发
的疫苗，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是不是还有保
护效果”的疑问，张文宏给出了自己团队发
表在多个权威期刊上的研究结果。

很多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中和抗
体已经很低了，那么还有没有保护作用？
张文宏团队刚刚发表在《细胞·发现》的研
究对三针疫苗接种患者进行了B细胞（提
供免疫记忆的一类细胞）单细胞测序分
析，发现接种疫苗可以维持B细胞克隆的
持续存在，意味着人体免疫系统对新冠病
毒的“记忆”能够长时间存在。

那么，究竟如何建立一个防住突变
株感染的免疫屏障？“上海疫情时，我们发
现接种疫苗者感染BA.2后体内抗体对
后续的BA.5、BA2.75都具有非常强的中
和效价。”张文宏表示，对全人群而言，混
合免疫可以构筑对奥密克戎的免疫屏障，
因此建议开展第四针奥密克戎疫苗或者
异源接种工作。

药物、疫苗研发仍是当务之急
“如果全球都像中国一样在疫情最

初采取严格的围堵措施、把新冠病毒逼到
墙角上，它要么可能像SARS一样被清
除、要么会藏起来或走到动物体内‘削弱
毒力’。”高福表示，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全
球都要以科学为基础，发动公众参与，并
快速推进行政管理策略。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疫情防控
策略始终坚持向科学要答案。孙春兰在
座谈会上也强调继续发挥专业优势，发扬
科学精神，围绕关键问题深化研究，为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献计出力。

高福表示，“二十条”中特别号召要把
疫苗和药物准备好。应对疫情，科研人员
要努力推动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研究，让科
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变成服务人
民生命健康的产品。

当前，我国的新冠药物研发在持续
推进并取得一定进展。高福团队开发的
一款抗新冠多肽鼻喷剂药物即将进入Ⅱ
期临床试验。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建东介
绍，研究发现可利霉素具有针对新冠病毒
RNA的全新机制，已经进入临床Ⅲ期阶
段；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所

长步志高介绍，研究证实地尔硫卓可通过
抑制ACE2的表达以及病毒被细胞内吞
等方式阻断病毒感染；北京化工大学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童贻刚介绍，团队进
一步阐释了千金藤素的作用机制并发现
其类似物、低成本传统感冒药中的北豆根
生物碱与千金藤素在抗新冠细胞学活性
方面相当。

治疗流感，有特效药“达菲”（磷酸奥
司他韦），那么治疗新冠，能不能研制出特
效药物呢？

“流感特效药‘达菲’抑制一种酶阻止
成熟的流感病毒从宿主细胞释放，而可以
用作新冠药物靶点的酶也有很多种，理论
上是可以找到特效药的。”童贻刚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当前有多种以病毒蛋白为靶
点的药物在开发中，也有针对宿主细胞协
同作用机制的药物在持续开发。

“应该鼓励多种作用机理的新冠药
物的开发，以避免药物靶点单一带来的病
毒耐药性问题。从已有药物中寻找安全
有效、广泛使用、老百姓负担得起的药物
将能更好助力疫情防控、服务大众。”童贻
刚表示，新的形势下，药物研发仍然是当
务之急。 科技日报

高福、张文宏等专家解读——
新冠疫情防控如何“走小步不停步”

传统医学认为，自然界有“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人与自然相应，
在养生时也应该顺应四时气候冷暖变
化的规律和特点。冬天是一年四季中
保养、积蓄的最佳时机，我国自古就有
冬令进补的习俗。在冬季，人们的消化
吸收功能相对增强，适当进补不但能够
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还可以养精蓄
锐，为来年的健康打下基础。

冬季饮食进补，既要考虑地区间的
差异，更要清楚自身的体质。北方冬季
寒冷，进补宜选温热之品，如牛肉、羊肉
等；南方气温相对较高，应以平补为主，
摄入鸡、鸭、鱼等；高原地区雨量较小且
气候偏燥，人们应该适当多吃甘润生津
的食品；如果天气持续干燥，还要在滋
补时增加冰糖、百合等，以防身体上
火。根据个人体质不同，饮食调养也要
有所区分，阴虚体质的人可适当多吃豆
浆、鸡蛋、鱼肉、蜂蜜、山药、萝卜、牛奶
等柔和甘润的食物；阳虚体质的人，可
适当多吃南瓜、韭菜、大枣等温热熟软
的食物。

进入冬季，北方开始室内供暖，外
面寒冷，屋里暖和，温差较大，要注意增
加室内的湿度，同时多吃新鲜蔬菜和水
果。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时节，适宜多吃保护心脑血管的食品，如
丹参、山楂、黑木耳、西红柿、芹菜、红心

萝卜等。此外，还宜多吃降血脂的食品，
如苦瓜、玉米、荞麦、胡萝卜等。

到了冬至这天，各地都有丰富的美
食文化。在北方，有冬至吃饺子、涮羊
肉等习俗，而在江南地区，冬至吃汤圆

最为流行，民间也有“吃了汤圆大一岁”
的说法。此外，南方地区还有冬至吃馄
饨、麻糍、赤豆糯米饭、擂圆等习俗，这
些食物大多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
脂肪，有补气活血、温中暖下的功效，适

当摄入，能为人们冬季御寒提供更多能
量。饮食进补之外，还可以适当进行锻
炼，伸展筋骨，疏通气血，从而增强免疫
力。

人民网

冬季养生正当时

为进一步优化新冠病毒检测策略，
做好防控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近日印发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
应用方案》等文件。感染奥密克戎后，
抗原多久能测出来？抗原“阳”了怎么
办？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专业解
答。

1.问：感染奥密克戎后，抗原多久
能测出来？

答：抗原检测的速度更快，操作更
便捷。但一般要等到病毒复制到较高
水平、感染者排毒量较高时，抗原才可
以检测出来。

在初期，即使感染者出现一些轻
微症状，由于病毒载量低，抗原检测未
必显示阳性。根据奥密克戎的潜伏期
估算，一般感染后2至3天可以检测出
来。部分感染者尤其是无症状感染
者，由于病毒载量持续较低等原因，可
能要5天甚至更长时间后才能检测出
来。

2.问：抗原检测显示阴性，是不是
就意味着没感染？

答：如果病毒在体内还没有大量
复制、排出，不能达到抗原检测的灵敏
度，结果就会显示阴性。所以会有部
分人已经被感染了，甚至出现一些轻

微症状，但抗原检测仍显示阴性。不
过，通常此时的病毒载量较低，传染性
较弱。

抗原检测无需“一天两检”“一天
三检”。如有必要，一天测一次即可。

3.问：为什么有人抗原阳性，核酸
却是阴性？

答：两种检测方式的灵敏度不同，
加上采样操作不一定标准，可能出现

“假阳性”或“假阴性”的结果。通常来
说，核酸检测的准确率更高。

如居家治疗人员症状明显好转或
无明显症状，自测抗原阴性并且连续
两次核酸检测阴性（Ct值≥35，两次检

测间隔大于24小时），可结束居家治
疗，恢复正常生活和外出。

4.问：抗原检测阳性怎么办？
答：抗原检测如果是阳性，没有症

状或症状轻微时，居家隔离治疗，按照
居家隔离治疗人员用药指引，选择适宜
的药物进行治疗。症状加重时，及时前
往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诊室）就诊。

老年人如果抗原检测阳性，还应
在医务人员指导下选择药物。症状加
重时，及时前往三级医院就诊。

此外，抗原检测如果阳性，按照要
求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报告结果。

新华网

感染奥密克戎后，抗原多久能测出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现在的人尤其是在大都市忙忙碌
碌的上班族，身体一不舒服就总把原因
归结于压力大。焦虑抑郁、失眠多梦是
因为压力大，肠胃不好、容易感冒也是因
为压力大。

这可不是个借口，压力造成的健康
问题其实有很多，比较常见的就包括肝
郁——肝气郁结会影响脾胃功能、人体
水液代谢以及精神情绪等诸多方面。今
天，我们就来展开讲一讲肝的重要作用，
并帮助大家解决肝郁和肝火大的问题。

肝对人体有多重要？
在中医看来，肝主疏泄和藏血，负责

维持全身气机的疏通条达，以达到“通而
不滞，散而不郁”的目的。肝的疏泄功能
可促进脾胃消化吸收、维持人体气血运
行、调节水液代谢和生殖功能，同时对保
持精神方面的健康也有着很大的作用。

肝与脾胃的关系密切。从中医五行
来讲，肝属木、脾属土，土得木而达，也就
是说肝有维持脾胃气机正常升降的作
用。如果肝的气机出了问题，无论是肝
气不舒，还是疏泄太过，都会直接影响脾
胃的消化功能，出现肝与脾胃的不和。
中医认为，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当胃气
不降时，人会出现没有胃口、胃脘胀痛、

打嗝反酸甚至呕吐的症状。而当脾气不
升时，则会出现腹胀、大便不成形等毛
病。

同时，肝还有着调节人体三焦气机、
促进肺脾肾三脏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
中医将人体的循环代谢分为上焦、中焦和
下焦，三焦是原气和水液的通道，当肝的
疏泄功能出现异常，三焦的气机阻滞，会
导致水液代谢异常，从而产生痰饮和水肿
等病症。水液停滞在肺会引起咳喘、胸
闷、咯痰等症状，停滞在脾胃则会出现食
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症状。因此，中医在
治疗人体水液代谢异常所引起的病症时，
常会运用疏肝理气的方法来调节。

另外，中医常讲的“情志”，即正常的
精神状态依赖于肝气的畅达。肝气疏泄
的异常分为疏泄不及和太过两种，疏泄
不及会引起肝郁气滞，人会表现出情绪
低落、多愁善感，疏泄太过则引起肝火亢
盛，导致人急躁易怒，出现面红目赤、头
部胀痛的症状。

肝郁气滞对身体有何损伤？
生活工作压力大、精神常处于紧张

状态的人群大多有肝郁气滞的毛病，肝
气的不畅达又会加重精神抑郁，同时引
起肝区胀痛。

那么肝郁只是亚健康吗？放着不管
可以吗？当然不行！如果肝郁气滞太久
没有得到缓解和治疗，还有可能出现血
瘀和痰阻，引起多种结节性疾病，如比较
常见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
等，严重的还可能引起子宫肌瘤、肿块等
疾病。

另一方面，肝火亢盛的人容易出现
脾胃和心肺上的问题。疏泄太过、肝气
横逆易“侮脾乘胃”，引起消化系统疾
病；肝气上冲易“冲心犯肺”，出现心悸、
胸闷、喘憋等症状，引起循环和呼吸系
统疾病；肝气还可能上冲至头部，引起
面红目赤、头晕目眩、耳鸣耳聋的症状；
旁走四肢的话，则可能出现手脚颤抖、
抽搐。

可见肝病的症状很多，而治法亦多
种多样。中医认为，肝火亢盛的根本原
因在于肝肾阴亏，打破了阴阳平衡，导致
肝阳不受控制。因此，在调理肝火亢盛
时，需要养肝肾、降肝火、调情志。养肝
肾可适量吃一些黑芝麻、枸杞、桑葚等，
降肝火建议服用菊花、玫瑰花、桑叶、决
明子等。

肝郁、肝火大？这个名方来帮忙
现在人们生活节奏快，尤其是上班

族工作压力大，紧张、焦虑、低落的情
绪问题都可能会引起肝郁，再加上紊
乱的作息、口味偏重的不良饮食习惯，
许多年轻人不只肝郁，还有肝火旺的
毛病。

那么肝郁了该怎么办？当然是疏肝
理气了！最早记载于宋代《太平惠民和
剂局方》中的名方“逍遥丸”不仅能治疗
肝郁，还能健脾祛湿，解决脾胃问题。而
我们常听说的北京同仁堂加味逍遥丸，
是在逍遥丸的组方中多加了牡丹皮和栀
子两味药，它们的作用正是清肝热。

中医开药方讲究“君臣佐使”。在逍
遥丸的组方中，柴胡疏肝解郁，当归、白
芍养肝血，这三味为“君药”；可清三焦之
热的栀子和凉血散瘀的牡丹皮则是“臣
药”；作为“佐药”的白术、茯苓、甘草常用
于健脾祛湿；而“使药”薄荷药性辛凉升
散，能够助柴胡一臂之力疏肝，同时带领
所有中药入肝经。

另外，加味逍遥丸常被人们误会成
妇科药方，那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
出现肝郁的毛病，尤其正处于更年期的
女性，内分泌失调就会引起肝郁，而实
际上符合适应症的男性也可以服用。

北京晚报

情绪差、胃口差？可能都是肝郁惹的祸

你真的吃得健康吗？全球疾病负
担研究显示，不合理膳食是国人疾病发
生和死亡的最主要因素，2017年中国
居民310万人的死亡可归因于膳食不
合理。换句话说，2017年我国有310
万人死于“没吃对”！

究竟怎么吃才健康？怎样才能合
理补营养？在营养健康服务提升行动
之步入“十四五”营养健康体系建设宣
传推进会上，多位专家探讨营养健康相
关话题。记住营养专家这4句话，让你
吃好喝好不生病！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营养
平衡从孕期抓起

营养健康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一
部分，要从基层抓起，我们培养的营养
师应该在县、乡、村里头或者社区里工
作，从怀孕开始指导大家怎样吃更健
康，儿童长大了就不容易生病。还有学
校，这些工作要做好，才可以真正做好
疾病预防。

2021年2月25日，由中国营养学
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
研究报告（2021）》发布。专家们收集
了30余种不同食物（及加工食品）的国
内外相关研究，最终给出了“多8少6”
饮食建议。

1.适量多吃8种食物
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大豆及

其制品、奶类及其制品、鱼肉、坚果、饮
水（饮茶）等。

适量多吃8种食物好处多多，例
如，增加全谷物可降低全因死亡风险，
延缓体重增长，降低心血管疾病、2型
糖尿病及结直肠癌发病风险。

2.适量少吃6种食物
包括：畜肉、烟熏肉、食盐、饮酒、添

加糖和含糖饮料、油脂等。
过多摄入这6种食物可增加不良

健康结局风险，例如，过多畜肉摄入可
增加2型糖尿病、肥胖、结直肠癌发病
风险。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段琳：营养改善
是慢病防控的基础

相当一部分心脏疾病、脑卒中和2
型糖尿病的死亡率和膳食因素有关。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2012年
中国成人由于膳食质量不佳导致的心
血管代谢性疾病的死亡率为20.8%，估
计人数为151万。相关归因中，高钠摄
入占17.3%、水果摄入不足占11.5%、
水产类Ω-3脂肪酸摄入不足占9.7%。

“营养和慢病防控关系非常密切。
慢病防控是营养改善的重要目标，营养
改善是慢病防控的基础。离开慢病防
控谈营养是空谈，离开营养谈慢病防控
是空想。没有营养就没有慢病防控的
成效”。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
局慢性病与营养管理处副处长段琳强

调，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都
需要从膳食营养入手改善。发挥营养
在慢病防控的作用，实现全民健康共建
共享，需要政府、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协
同发力。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
丁钢强：碳水化合物摄入要适量

能量由膳食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
白质所提供，膳食供能比例是指由膳食
所提供的宏量营养素摄入种类、比例构
成和数量。适当的、比例恰当的能量和
宏量营养素摄入量，对维持机体健康、
预防慢性疾病相当重要。

美国人群的队列研究表明，碳水化
合物提供的能量百分比与全因死亡率
之间呈U形关系，当碳水化合物供能百
分比为50%-55%时，死亡风险最低。
低碳水化合物摄入（<40%）和高碳水
化合物摄入（>70%）人群都比中等摄
入人群具有更高的死亡风险。

数据显示，全国城乡居民来源于动
物性食物蛋白质的比例从1992年的
18.9%增加到2015年的35.2%。农村
居民碳水化合物供能比从1992年的
70.1%下降到2015年的55.3%，从五星
食物提供蛋白质从1992年的12.4%提
高到2015年的31.4%，城乡差距逐渐
缩小。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
康：每周摄入25种以上食物

营养来自于膳食，合理膳食的关键
首先在于食物多样化。食物多样、谷类
为主是平衡膳食模式的重要特征。

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
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食
物。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
周25种以上。

除了宏观营养素外，还应注意微量
营养素的补充，如维生素C、维生素D、
微量元素锌、常量元素钙以及微量元素
铁等。这些微量元素补充以膳食为基
础，但对于特殊群体，在复杂膳食无法
满足需求时，可以考虑营养补充剂，特
定情况下，甚至需要提高剂量，需要进
行个体化精准指导。

建议膳食营养补充食物：
1. 每天摄入谷薯类食物 250-

400g。
2.每天摄入300-500g蔬菜，深色

蔬菜应占1/2。
3.每天摄入200-350g新鲜水果。
4.吃各种奶制品，相当于每天液态

奶300g。
5.每周吃鱼、畜禽肉、蛋类，平均每

天摄入总量120-200g。
6.成人每天食盐不超过6g，烹调

油25~30g，糖25g以下。
7. 成 人 每 天 7- 8 杯（1500-

1700ml）水。 光明网

吃好喝好不生病，记住营养专家这4句话！

作为突发呼吸道病毒，新冠病毒流
行感染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
害。3年来，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对疫
情防控提出新挑战。

结合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实践与数
据分析，奥密克戎病毒株传染性强，重
症发病率与病死率降低。最近一个月，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有效防控
新冠疫情意义重大。如何避免病毒感
染，有效提高防疫质量，成为社会广泛
关注的重点。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挥中
医药防治作用，有效降低冠状病毒感染
率，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治愈率，仍然是
防控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点工作之一。

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各种病毒、细
菌致病的长期性、复杂性，科学把握突
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发病特征、演变特
点与防治规律，是我们医疗卫生行业的
责任和使命。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就
是和疫病不断抗争的历程，从西周到清
末民国，大疫流行超过500次，基本是
数年就有新发疫病流行，流行的特点是

“五疫之至，皆相染易”，致病程度甚至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恰
恰是中医药从伤寒六经辨证、温病卫气营
血、三焦辨证、瘟疫表里九传辨证等理论
与方法的不断实践与创新，有效地指导了
中国人防疫治病，护佑了中华民族繁衍昌
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近5版《新
冠肺炎防治方案》明确了中医药防治方
法，三方三药临床推广应用，中医药防控
新冠疫情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医药防
治疫病优势作用尚有待充分发挥，特别是
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作用亟待社会形成
广泛共识。

全面提高对中医药防疫重要性和必
要性的认识，切实避免“冠状病毒妖魔化”

“中医药虚化”的倾向，进一步发挥中医药
防治新冠病毒感染作用，能够提高新冠病
毒感染防控能力，提高公众主动防疫能力
和维护健康水平，从而有效减少疫情给人
民、社会、国家带来的各种损失。

首先，致力预防病毒感染。随着奥密
克戎病毒株不断变异，其致死率、重症率
下降，然而其传染性增强、感染人群增加，
因此主动预防十分必要。中医药预防疫
病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避毒。《黄帝内经》强调“避其毒
气，天牝从来”。鼻为肺之窍，是气体出入
的通道，也是疫疠之气侵犯人体的主要途
径。《瘟疫论·原病》曰：“凡人口鼻之气，通

乎天气……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
邪因而乘之。”因此，佩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离，防止病毒通过口鼻而入，是预防疫
病的有效方法。《串雅内外编·禁方》记载：

“凡入瘟疫之家，以麻油涂鼻孔中，然后入
病家去，则不相传染。”亦可用雄黄、阿魏
等中药粉末塞于鼻腔以避毒。《医方考·瘟
疫门》指出：“凡觉天行时气，恐其相染
……以雄黄豆许，用绵裹之，塞鼻一窍，男
左女右用之。或用大蒜塞鼻，或用阿魏塞
鼻皆良。”可见中医非常重视大蒜的避毒
作用。

二是祛毒。若毒邪渐盛，宜主动驱除
毒邪，可适当选择艾条香薰、佩戴香囊、闻
药香贴等，也可用香薰、艾灸等方法驱除
毒邪，常用艾叶、苍术、白芷、木香等芳香
类药物，借助药物燃烧产生的烟气，芳香
辟秽，驱除毒邪，避免感染。艾灸能扶助
阳气、温通经脉、避秽散毒。唐代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载：“凡入吴蜀地游宦，体
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
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故吴蜀多行灸法。”
艾灸迎香、地仓、气海、关元等穴位，有利
于扶正祛邪。

三是防毒。注重饮食有节、起居有
常、精神调畅、适当运动，使身体处于精
充、气足、神旺的状态，同时结合病毒的特
点，与季节时间、所处地域与人群体质特
点，选择适当的中药处方调理预防，所谓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近3年来，各地中医管理部门与专家

学者提出许多预防方药，可结合实际参考
应用。若感染了病毒，可根据病毒致病的
临床特点选择不同中药治疗，如能在中医
师指导下选方用药则更加理想。要注意无
症状感染者并不是没有症状，中医十分重
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深入
分析恶寒（怕冷）、发热、身痛、鼻塞流涕、咳
嗽、咳痰量与色、咽痛、恶心、呕吐、腹泻与
舌象、脉象变化等不同情况，辨证论治，结
合三方三药的适应症，疏风解毒胶囊、藿香
正气胶囊（水）、荆防败毒散、小柴胡颗粒等
均可酌情使用，实现抑阳转阴、改善症状、
控制病情发展，提高治愈率。

中医药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疗
效确切，简便验廉，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
富，有利于防控疫情、维护人民健康，有利
于高质量发展与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我
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
步发挥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
重要作用，力争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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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中医药防控新冠病毒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