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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席

卷全国。1月 23日，武汉宣布史无前例的封城决

定。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开始打响一场艰

苦卓绝的战“疫”。与病毒的抗争中，医院是战场，

医护人员是战士。当前世界通行的医疗体系格局

决定了，西医是各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力。

而在我国，拥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医药，某种意

义上说就是和历代瘟疫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

善的。那么，此次武汉战“疫”中，中医药和西

医药并肩战斗的情况如何呢？

基于 SARS 期间中医药在参与疫情防治中的

表现，从官方层面来看，中医药对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重要地位已经确定无疑。2月 12日，国

家卫健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

下发《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传染病防治工

作中建立健全中西医协作机制的通知》指出，建

立中西医结合救治工作机制，加强中医药救治力

量。2月 13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要求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

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然

而，从公开报道来看，武汉的中医参与度却引

发质疑。与其他很多省市中医药第一时间介入且

参与度高达 90% 以上相比，2 月 14 日，湖北省

第 24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宣布的消

息是：湖北地区确诊病例中医药参与率达到 75%

以上。而据公开消息，截止 2月 17 日，全国中

医药参与救治的确诊病例共计 60107 例，占比达

85.2%。2月 19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在众目期

待中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

西医结合防治工作的通知》，强调力度、安排措施。

湖北的迟滞响应并非孤例。此次疫情暴露出，

当前，我国中医药参与突发卫生公共事件还存在

着不少障碍。作为法律学人以及传统文化爱好、

修习者，笔者尝试深入研究并提出法治应对方案，

以求保障中医药这一传统文化瑰宝能够在各种突

发卫生公共事件中及时救治苍生、守护安康，也

为中医药复兴略尽绵力。

中医药参与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障碍

2003 年 SARS 疫情的发生和处置直接促成

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立。根据《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 年通过，2010 年修

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

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

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

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2003 年

之后，中医药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

流灾害等突发事件中都有不俗表现。但是，整体

来看，中医药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仍然有限，仍然障碍重重。

第一，在西医主导的医疗体系下介入中医存

在天然的体制困难。

和产生于西方的大学教育模式对中国私塾模

式的冲击相似，西医为主导的医疗体系成为我国

最终的现实选择。从数量上看，据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 2017 年年底，全国中西医结合医院数量为

500 多个，而同时期全国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

数量均为 1 万余个。在综合性医院中，尽管有中

医科室，但是比例却很低。尽管尚无法查到截止

目前的准确数据，但中医院和中医在整个医疗体

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法治思考
陈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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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低占比可以判定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

此次疫情风暴中心武汉，这种情况更为凸显。坐

拥同济、协和、武大人民医院、中南医院等超强

综合实力的医院，武汉的医疗实力全国位居前列。

但是，正是在这种西医超强情况下进行中医介入，

也许更加存在惯性困难。这一点，可以从网络流

传的外地救援医护人员对话截图窥见一斑。

第二，中医药地方监管部门设置不统一导致

中医药发展水平不平衡。

在市场失灵领域，政府监管水平高低直接影

响到该领域的发展。我国在国务院层面设置了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隶属国家卫健委。根据三定方

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既有制定“中医药和民族

医药事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政策”等宏观职能，

也有“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及临床用药

等的监督管理责任”的微观监管职责。我国地大

物博，地区发展不平衡，地方中医药管理局的设

置情况不一。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供的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链接

来看，只有北京、吉林、浙江、安徽、河南、湖

南、西藏和陕西几个省（自治区）的中医药管理

局网页可以打开。笔者又逐一查询全国35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新疆建设兵团，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以国务院官网为准）的中医药管理局官网，设置

了中医药管理局的还有山西、福建、江西、广东、

广西五省。上述官网中，还不乏有自动跳转至卫

健委官网下属网页的情况。从信息公开这一当前

行政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评价标准来管窥，

各地中医药监管部门设置情况各异，这必定导致

各地中医药发展水平不均衡，从而在遇到突发事

件时中医药的应对力量自然也受影响。

第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体系中缺

乏对中西医结合的相关规定。

按照法律层级，此次新冠疫情各项医治应急

处置措施的主要和直接的法律依据依次有《传染

病防治法》（1989 年通过，2004 年修订）、《突发

事件应对法》（2007 年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2006 年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整个国家和各省市地区进入应急状态，分别成立

相应级别的应急处理指挥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其他部门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工作。此次疫情发生

后，从中央层面，到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甚至是湖北省卫健委，在调配和推进中医

介入上，还是有不小的力度。问题出在落实层面。

当前医疗体系下，注定在集中收治病患的应急处

理上，必然会主要依托以西医为主的综合医院，

这种情况下，中西医如何结合，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问题。笔者查阅上述各层级的法律规范、政策

文件，均没有中西医结合的描述。当然，在法律

法规层面，规定不到这么详细的医疗资源配置问

题情有可原，但在各级应急预案中，也没有关于

中西医结合演练等方面的规定。

第四，普通民众对中医的看法有失理性以及

民间中医行医存尴尬。

湖北发生的中医药介入行动迟缓表明我国在

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中落实中西医结合还存在

着实施方面的障碍，而盲目迷信中医甚至神秘化

中医、极端抵制中医和保持中立观望的网络舆情

撕裂，更是预示着，在我国，中医药仍然存在着

巨大争议。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中医药来讲，相

比官方的认可和推动，民间的信任和支持，可能

才是更难以达成的目标。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波

及影响最大的是千千万万民众，如果民众对待中

医药缺乏理性态度，那么将极大影响中医药参与

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效果。

另一难题是，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民间

中医如何参与。新冠疫情期间，网络舆情中不断

出现民间中医“请战”被拒、民间中医私下出诊

救治病患的事例。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民间

中医参与难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有些民间中

医没有行医资格，或者即便有行医资格及行医场

所，但是都面临着疫情防控需要必须关闭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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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民间中医比较分散，如何组织调配比较困

难 ；三是，有些民间中医的治疗方法虽然可能有

效，但是无法按照现行相关标准体系进行验证。

基于这些原因，民间中医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尚

无法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得以发挥。

保障中医药参与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对策建

议

从 SARS 期间中医药起到重要的辅助功能，

到当前新冠疫情中医药在有些阵地已经能够独当

一面，取得良好疗效，中医药参与突发卫生公共

事件的必要性毋庸讳言。但是即便在官方一再大

力推行之下，中医药的参与却仍然存在诸多不畅

之处。结合本次疫情中中医药参与救治取得的成

绩和存在的问题，笔者不揣陋见，仅就管见所及，

提几点不成熟的对策建议 ：

第一，完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相关法律有关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规定。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分为总

则、体系职责、处置保障、预案管理和附则几

个部分。在工作原则部分，可增加有关突发卫生

公共事件中应保障和加强中医参与的表述。在处

置保障部分，可以在应急卫生救治队伍和演练部

分增加有关中医院和中医队伍调配以及中西医结

合的内容。针对中医药的特殊情况，为继承和弘

扬中医药，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我国

于 2016 年专门出台《中医药法》。这部法律在第

十八条中已有明确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发挥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中的作

用，加强中医药应急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

人才资源储备。但是这个规定缺乏中西医结合的

描述，而该环节恰恰是应急实践中最为关键的，

应当研究进行补充规定。此外，还应当注意如何

别让法律责任成为一纸空文。比如，《中医药法》

中法律责任部分第一个条款就是“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未履行本法

规定的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那么，如果违反本法第十八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中，没有

加强中医药相关工作的话，是否可以追责？如何

追责？

第二，提高地方中医药部门的地位，加强中

医药发展的推进力度。

有了卫健委，为何还要有中医药管理局？有

了《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为何

还要有《中医药法》？在建国到现在持续性的西

医强中医弱的背景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别具意

义。据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回忆，上世纪80年代，

老一辈中医人奋力争取，中央决定在国务院层

面设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门负责中医药事务。

2003 年国务院出台的《中医药条例》不能适应中

医药事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中医药法》应运

而生。之所以要对中医进行专门管理、专门立法，

是因为较之西医药，中医药是市场更容易失灵的

领域，国家对于中医药的规划、培育、监管等等

都存在很大差异。其中，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地位

尤为重要。中央层面的重视，经过层层下达，到

地方上执行力度往往会差异很大。笔者建议，全

国省级应该统一设立中医药管理局，目前只是以

处室内设机构形式出现的设置方式在疫情结束后

应予以调整。市级和县级中医药管理局可根据当

地情况进行设置。从目前全国个别省市地方来看，

有的省级没有设置专门中医药管理局的，反而有

很多市级中医药管理局。2019 年 1 月，浙江首个

县级中医药管理局正式挂牌，也是全国为数不多

的县级专门中医药管理机构。

第三，拓宽中医药参与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

救治领域。

此次疫情中，大家对中医药的关注点大多还

是集中在各定点医院和西医配合集中救治上。事

实上，在《中医药法》中还有关于中医药在突发

卫生公共事件中更多的运用领域 ：“医疗卫生机

构应当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积极运用中医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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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方法”（第十八条）。在预防疾病方面，中

医药有着德天独厚的优势。在定点医院开展救治

工作的医护人员，各种防护措施自然不可缺少，

但是否可以通过服用中医药或者其他中医药诊疗

手段进行多一层防护呢？除了定点医院这一主战

场之外，中医药可以在隔离地点发挥重要的预防

作用。本次疫情中出现了养老院、精神病院、监

狱等聚集性感染情况，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当前，

新冠病毒阻击战已经初现胜利曙光，全国各地正

面临着复工复学挑战。各企业、机构可以充分运

用中医药中的熏蒸、香包、口服中药等多种方式，

做好预防工作。此外，中医药在重症及危重病患

救治过程中的作用也应当引起充分重视。中国工

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接受央

视采访时谈到，他和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教

授共同研究配方，参与救治了三名重症患者（均

为医生），将其从死亡边缘挽回。这样的例子在

武汉还在发生。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足以打破人

们对于中医药“治慢病”、“慢郎中”的陈见。中

医药参与救治的领域还有哪些，需要纳入制度程

序加以研究、论证，成熟后应写入相关应急预案

中。

第四，打通民间中医参与突发卫生公共事件

救治的渠道。

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整个应对过程中，公

办医疗机构往往是集中收治病患的主力军。从

此次新冠疫情处置来看，增援的医疗力量也绝大

多数来自公办医疗机构。但对于中医而言，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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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中医力量不容小觑。打通民间中医参与求

职的渠道，可以大大缓解医疗资源紧张难题。事

实上，此次武汉疫情严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

量发热病人涌入医院，造成交叉感染。这种病毒

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疾病造成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

中，轻症多，具备分散治疗乃至远程诊疗的客观

条件。由于民间中医所在的诊疗机构规模较小，

在防护、消毒等方面存在隐患，可以考虑组织开

展远程诊疗。近几年来互联网医疗的迅猛发展为

疫情发生后建立线上就医途径提供了坚定的技术

和市场机制支撑。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处置

期间，可以鼓励企业免费提供或者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打造线上民间中医远程诊疗平台。当然，

申请开展远程诊疗的民间中医需符合相关资质。

中医行医，必须通过考核，也是长期以来支持中

医一方广为诟病的一点。支持方认为，中医和西

医不同，赋予中医行医资质，应该看实际效果而

不应采取考核方式。笔者认为，2017 年，原国家

卫计委颁布《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

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对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

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参加医师

资格考核和执业注册作出规定，以解决困扰很多

民间中医的合法行医问题。仍未根据该办法获得

相关资质的民间中医，即便有实际的医治能力和

水平，也属于非法行医，不宜纳入突发卫生公共

事件应急救治工作。

第五，还应加强宣传，引导舆论，促使民众

理性看待中医。

现代意义上的“中医”概念源自近代。鸦片

战争前后，为了和引入的西医相区别，中国传统

医学被命名为“中医”。1936 年，国民党政府制

定的《中医条例》正式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医”

二字。随着西医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的医疗力量，

中医始终处于配角地位。西医药诊疗技术衍生了

越来越多的医疗器械、药品等，涉及庞大的市场

利益。自此，中医和西医之间也开始形成了某种

意义上的竞争和对立关系。普遍认为，西医利益

集团是诋毁、抹黑中医的中坚力量。另一部分反

对中医的人群，则是因为对中医中存在的一些不

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理论和做法深表怀疑。和“中

医黑”相反，一些“中医粉”过于盲目迷信中医，

夸大治疗效果（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利益相关

者）。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对于舆论和宣传问题做了专门

论述，希望全社会能够形成“‘信中医、爱中医、

用中医’的浓厚氛围和共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格

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件发生时，民众对

于各种诊疗方案和信息尤其敏感。中医要想真正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功效，民众对中医药

的理性认知尤为重要。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处置期间，除进行一线救治之外，还应通过各种

方式，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方式进行理性的舆

论宣传引导。

结 语

相信经过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洗礼，中医会

赢得越来越多人的信任。同时，此次的应急处置

也为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积累了宝贵经

验。笔者希望，中医药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和问

题能引起重视，在适当时机能实现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法律体系以及政府监管能力的完善和加强，

补充有关应急处置中的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医药介

入领域的规定，为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保驾护航。最后，以张伯礼院士对于中西医之争

的看法作为本文结尾 ：不需要争论强弱，治好病

是最终目标，中西医各有长处，拥有中医和西医

两套医疗体系，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尤为幸福。

（本文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

副教授、经济法研究所研究员）

抗疫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