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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发布
全国流感监测结果显示，今
选择之一。板蓝根生产企业和黄
冬流感流行水平高于近几年来的
中药市场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
同期水平。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
露，白云山板蓝根近期的销量，
发布最新的《流行性感冒诊疗方
比平时有数倍增长。
案》，明确推荐一批抗流感病毒药
板蓝根适合早期预防使用
物，部分中药纳入其中，这是流感
诊疗方案时隔七年的首次更新。
板蓝根在中国入药有近千年
推荐药物名单里，奥司他
历史，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用于
韦、连花清瘟胶囊、银翘解毒类
防治感冒，特别是流感。近年
等一批西药、中成药在列。不
来，板蓝根颗粒在 SARS 期间曾发
过，值得注意的是，甲流、SARS
挥重大作用。2009 年，板蓝根颗
期间抗流感明星药物板蓝根并不
粒列入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和
在推荐之列。该名单对于板蓝根 《国家医保目录》。
的销售是否有冲击？市民还能放
那么，未出现在推荐方案中
心使用板蓝根等抗病毒中成药
的板蓝根，究竟还有没有疗效，
吗？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入选的
市民能否放心选择呢？
药物或更加适合临床应对现阶段
据悉，流感病毒感染人体分
的流感活动，而板蓝根的作用， 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中药之间
更体现在预防和治疗早期轻症流
或者中药与西药之间都会在流感
感上，其抗流感价值仍然是值得
病毒感染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
肯定的。
药效。
暨南大学药学院中药药理教
抗病毒干预治疗作用明显
研室主任聂红教授向记者表示：
新 方 案 明 确 了 流 感 的 定 义 、 由于此次流感目前已处于暴发状
症状、潜伏期等，指出病毒在人
态，因此入选的药物名单有可能
的呼吸道分泌物中一般持续排毒 3
是以治疗现阶段较为严重的流感
天到 6 天，婴幼儿、免疫功能受
症状而制定，“入选的药物可能更
损患者排毒时间可能超过一周。 加适合临床应对现阶段的流感活
同时，新方案明确抗流感病毒治
动。”聂红表示。
疗时机，发病 48 小时内进行抗病
同时，聂红还指出，板蓝根
毒治疗可减少流感并发症等，超
在预防和治疗早期轻症流感上有
过 48 小时的重症患者依然能从抗
一定作用。板蓝根适合流感早期
病毒治疗中获益。没有重症流感
服用、预防使用。
高危因素的患者，发病时间不足
由于流感病毒感染不同阶段
48 小时，为缩短病程、减少并发
有不同的用药效果，专家也建议
症也可以抗病毒治疗。
市民，要根据医嘱合理用药。
这也意味着，抗病毒的干预
中药治疗效果更受重视
治疗对于不同阶段的流感患者而
言，都有着积极作用。
记者注意到，此次卫计委发
那么，哪些药物可以起到抗
布的最新流感诊疗方案中，中药
病毒疗效？方案指出，神经氨酸
治疗被着重纳入，不仅明确了轻
酶抑制剂化学药对甲型、乙型流
症辩证治疗方案和重症辩证治疗
感均有效，并推荐了奥司他韦、 方案，还点名列举了一批清热解
扎那米韦、帕拉米韦等 3 个神经
毒的中成药，可见中成药的作用
氨酸酶抑制剂型的西药。
和疗效得到了越来越明确的肯定。
中医诊疗方案同样被纳入其
钟南山院士指出，中药与西
中。新方案建议患者可使用疏风
药的抗病毒概念不一样，中药有
解表、清热解毒类的中成药，如
一个全身性调节的作用，这是中
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 药的特色和长处。
清开灵颗粒 （口服液）、疏风解毒
知名专家同时持类似观点，
胶囊、银翘解毒类、桑菊感冒类
他指出，除了现有抗流感化学药
等。此外，连花清瘟胶囊、银黄
外，许多中药单味药和复方药都
类制剂、莲花清热类制剂等药物
具有抗甲乙型流感作用。以板蓝
还可用于宣肺止咳。
根为例，其临床用药逾千年，其
药材已证实含有多种抗流感病毒
板蓝根
“清热解毒
清热解毒”
”
功效受认可
抗炎的有效成分，通过多成分协
该 方 案 引 发 外 界 关 注 的 是 ， 同发挥“抗病毒”和“抗炎”的
此前，在 SARS、甲流时期的明星
作用，即不仅一定程度直接抑制
药板蓝根颗粒并没出现在上述推
病毒复制，还可调节宿主过度的
荐中。据悉，今年的流感以乙流
炎症反应，从而有可能更全面在
为主，与此前甲流的情况有所变
流感不同病程发挥作用。
化，病毒的变化，或是用药指导
而加强对中成药的二次开发
指南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和循证医学研究正在成为了众多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方案
中成药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对于推荐药物的表述是以列举
据悉，钟南山院士十多年前已经
的形式，并非排他式的，因此未
领衔研究白云山板蓝根。经过十
被明确列举出来的清热解毒类中
几年的研究，白云山板蓝根中分
成药，不等于其抗流感的疗效被
离出 21 种化合物，并发现了多种
否决。
抗流感病毒成分，并申请了 14 项
记者在板蓝根相关产品发
发明专利。
现，其说明书上明确写有“清热
团队研究表明，白云山板蓝
解毒”的功效。而在普通高等教
根独家含有抗病毒吲哚类化合
育中医药类“十二五”规划教材
物，不但对手足口病、甲流、禽
《中药药理学》 中，同样指出：在
流感及其他各种流感病毒具有明
抗病毒的药理作用中，板蓝根对
显的抑杀作用，还具有抑制多种
甲型流感病毒等有抑制作用。
流感病毒亚型的作用，能够抑制
由于“清热解毒”的功效深
病毒吸附人体正常细胞，抗病毒
入人心，此次落选方案名单似乎
抗炎并重。
也未影响板蓝根的销售。记者在
遵循精准医学的理念，钟院
中山一路的大参林等多家药店走
士研究团队还发现，因为流感病
访发现，药店的抗病毒专柜，均
毒主要通过上呼吸道系统入侵人
可找到上述清开灵颗粒等多种中
体，而板蓝根颗粒对上呼吸道系
成药，抗病毒药品货源充足。
统如鼻和咽部的流感病毒感染具
而据店员介绍，抗病毒口服
有非常好的疗效，因此在患流感
液、板蓝根颗粒等未出现在推荐
早期，服用板蓝根颗粒的效果会
名单里的药物近段时间也很畅
更显著。
销，仍然是不少市民预防流感的
据 《羊城晚报》

两位国防功臣同日辞世

据新华社 袁承业、管德两位
国 防 功 臣 同 日 辞 世。“ 国 家 的 需
要，就是我的责任！”没有他们的
贡献，我国的原子弹就无从谈起，
歼击机就无法升空。他们的声名并
不显赫，事业却惊天动地。一辈子
无怨无悔，只因心中有国。让我们
以最高敬意送别功臣，他们是民族
精神天空中璀璨的星辰！
袁承业
“两弹一星”功臣、著名有机化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上 接 A02 版）“ 反 腐 败 ，
老百姓的获得感是一项重要的
评判标准。”北京大学廉政建设
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坦言，
过去五年，党风廉政建设力度
不减，正风肃纪驰而不息，重
塑政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党风政风为之
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山西省孝义
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成志
斌感慨地说：“2017 年，孝义市
各级党组织坚持开展正风肃
纪，先后进行提醒谈话 1500 余
人次，把党风廉政建设做到日
常、落到实处，工作作风实
了，群众获得感更强了。”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
珍贵，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
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
地有声，为今后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指明道路、擘画
蓝图。
11 日晚，黑龙江省萝北县立
即组织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传达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在研讨中，县委书记李思
勇说，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一
定要按照总书记强调的“六个统
一”的要求，强化“两个责任”落
实，健全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严格执行“一岗双责”和责任
追究制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
之以恒、毫不动摇”
2018 年元旦假期前，一起
公车私用的典型案例被湖北省
咸宁市纪委监察局通报曝光，
成为我们党正风肃纪、驰而不
息的一个印证。
“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新动向新表现，坚决防止
回潮复燃。”——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使人警醒，对纪检监察工
作提出要求。
湖北省咸宁市委常委、市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袁
承业，因病医治无效，于 1 月 9 日晚
在上海与世长辞，
享年 94 岁。
作为“中国萃取剂化学之父”，
袁承业穷毕生精力，为中国的核事
业和工业发展，全心倾注了智慧和
精力。
直到九十高龄，
他依然在为我
国战略资源——锂的提取、回收和
利用，
殚精竭虑。
“国家的需要，
就是
我的责任！
”
这是他一生的格言。
管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动

纪委书记程良胜说，当前，防
止“四风”反弹、回潮任务依
然艰巨，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
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
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纪检监
察机关必须坚持惩治腐败力度
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
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体现
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坚定决
心。”广东省佛山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梅河清说，“纪检干部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监
督执纪理念，坚持问题导向，
保持战略定力，以‘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狭路
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坚
定不移抓下去。”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
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
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
输送链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
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
体制机制。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
作，就要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
县阿恰塔格乡党委副书记黄建
平说，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
相统一，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
要解决制度问题，把坚定理想信
念作为根本任务，把制度建设贯
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
“重整行装再出发”
“夺
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去年 12 月 12 日，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南岗区监察委员会正
式挂牌成立，南岗区委常委、纪
委书记杜晓坤成为该省深化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以来产生的首
个监委主任。党的十九大后，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推

弹性专业的奠基者和带
头人管德，于 1 月 9 日因
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
世，享年 85 岁。
1956 年 8 月，112 厂
（今航空工业沈飞） 成立
飞机设计室，管德由二
机 部 四 局 （航 空 工 业
局） 关键部门调入设计
室。完成歼教 1 飞机的
外形确定工作后进入气
动组，专攻气动弹性。
当时，国内气动弹性专
业领域完全空白，管德
与徐舜寿用手摇计算
机、地面共振试验设
备，经过两年的努力，
最终保证了歼教 1 飞机
的颤振安全。
1961 年起， 管德先后担任航
空工业沈阳所颤振组组长、空
气动力室副主任、总体和空气动
力室主任、副总设计师、副所
长。管德为歼 8 飞机建立了检查
气动伺服弹性稳定性的阻抗试验
设备，对歼 8 飞机的研制做出了
重大贡献。基于丰厚的知识和经
验的积淀，以 及 对 气 动 弹 性 专
业的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才
保证了歼 8 飞机优异的高空高
速性能。
开，目前各地各级监察委密集成
立，
改革进入
“施工高峰期”
。
11 日晚，杜晓坤第一时间
在手机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后激动地说：“作为
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我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远
在路上的恒心和韧劲，坚定地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总书
记的要求在南岗区落地生根。”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
必先律己。”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令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刘敏感到振
奋，“打铁必须自身硬，我们今
后要更加强化自我监督和自我
约束，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
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
风过硬，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
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
剑永不蒙尘！”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锲而
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体现了信心决心，彰显着
为民情怀。
对此，浙江省德清县雷甸
镇纪委书记陈金华感受很深，
乡镇纪委是正风反腐的“前
哨”，新的一年，我们要按照总
书记提出的“扑下身子深入群
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
做好群众工作”的要求，继续
推进基层党员干部廉政建设，
打造“清廉乡村”，为老百姓谋
福利、办实事。
“重整行装再出发，久久为
功必有所成。”重庆市纪委第五
纪 检 监 察 室 干 部 方 亮 说 ，“ 当
前，重庆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已进入冲刺阶段，问
题线索移交、人员转隶等工作
稳步推进。作为一名改革的实
践者和参与者，我们要进一步
学习提高本领，深入把握改革
中面临的新情况，适应新时代
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展现一
线纪检工作者的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