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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举国上下

众志成城，全力抗击疫情。在抗击疫情

的战场上，我区有这样一个方子——银

翘避疫汤，它全程、全面、深度参与疫情

防控，充分发挥中医药抗疫优势，为保障

永川人民群众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

银翘避疫汤是区中医院毛得宏教授

的防疫经验方。他采用“经方+时方+民

间验方”相结合的方式，研制已经连续用

于临床十余年，是预防病毒感冒、预防病

毒性肺炎、预防流行性感冒的防疫良药

——“银翘避疫汤药”。针对“新冠肺炎”

疫情季节和发病特点，毛得宏教授在原

方基础上进行改良与增补，最终打造出

区中医院“银翘避疫汤药”。从2020年1

月22日开始，区中医院药剂科医护人员

24小时连轴转，精心熬制数千副“银翘避

疫汤”汤剂，连续15天为医院有需要的

医护人员和就诊患者、附近居民免费发

放了价值近20万余元的“银翘避疫汤

药”；除了免费发放以外，机关单位、镇

街、企业、个人也主动到医院要求开服

“银翘避疫汤药”。据初步统计，截至目

前共有5万余人服用“银翘避疫汤药”，

护佑了人民康宁，为全区无一例继发感

染新冠肺炎患者作出贡献。与此同时，

区中医院还为区中医院发热门诊医护人

员、区疑似病人定点收治点的医护人员、

重医附属永川医院的抗疫一线医务工作

者和隔离病房的90名患者送去了“银翘

避疫汤药”，为永川医务人员零感染、收

治定点病人零死亡，没有一例轻转重、重

转危、危转死作出了积极贡献。

疫情警报响 银翘避疫汤冲锋在前
新冠肺炎疫情警报一拉响，在区卫

建委的支持下，区中医院组织中医药力

量第一时间主动、积极介入，治法方剂的

筛选是重中之重。“新冠肺炎”病机特点

为“湿、热、毒、瘀”，区中医院毛得宏教授

按照“新冠肺炎”病机特点结合永川地区

气候特点及人群体质，精心研制避疫中

药方——银翘避疫汤。该避疫中药方成

立即运用实践，区中医院连夜熬制，第一

时间免费发放到医院医护人员及患者和

陪护人员手里。随着防疫工作的开展，

银翘避疫汤也出现在永川区各个抗疫第

一线的战场上，从乡村镇街到城市社区，

从基层卫生院到市级集中隔离救治点，

只要有一线抗疫工作者的地方就有银翘

避疫汤。在银翘避疫汤的预防下，永川

地区无一例二代传染病人。

银翘避疫汤的效果在广大群众中广

为流传，来医院开药不方便的，便直接在

永川区互联网医院上下单，由医院熬制

好后物流配送到家门口，足不出户即可

享受就医便捷服务。在抗疫初期，银翘

避疫汤共熬制了5万余副，得到了群众的

认可，保障了人民的健康。目前在“新冠

肺炎”预防没有疫苗，治疗没有特效药的

情况下，银翘避疫汤为广大民众“新冠”

预防提供方法与路径，破解当前疫情所

引起的群众恐慌及焦虑。

防疫显奇效 银翘避疫汤参与救治全程
疫情工作中，毛得宏教授担任永

川区新冠肺炎中医治疗组组长，全面

负责永川区新冠肺炎疑似、确诊病人

的中医救治工作。在诊治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永川医院90例确诊病人中，银

翘避疫汤全程参与治疗，为市级定点

医院收治的确诊患者提供最优的中医

治疗方案。

中医治疗往往不是着眼于病，而是

调动机体抗病能力，在改善临床症状、减

少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有独到

优势。正是因为有了中药银翘避疫汤的

参与，缓解了患者症状、缩短病程、减少

传播，减少并发症，阻断重症及危重症病

例病情进展，有效提高诊疗效果，90例确

诊病人全部治愈出院，达到无一例死亡

病例的战绩。

靠前服务 助力复工复产复学
“中医院太给力了，在疫情当下这样

关心我们教师的身体健康，确实令人感

动。”4月24日下午，北山中学的王老师

心存感激地告诉记者。

为充分发挥中医中药在疫情防控中

的特色优势，当日，区中医院10多名医

护人员带着各种设备和180份抗体检测

试剂以及熬制好了的 2880 袋银翘避

疫汤中药，在该校操场分时间段开展

送健康大行动。活动中，该院医护人

员仔细询问了 14 天内教师中有无境

外、湖北或武汉返乡者，并填写了流行

病学史和呼吸道症状情况问卷表，抽

取血样；现场解答了去医院做抗体检

测的流程，如何科学避免和预防交叉

感染等问题。

除了将银翘避疫汤送到北山中学以

外，区中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防

控方面的特色优势，先后为我区1007名

中学教师提供免费体检、新冠肺炎抗体

检测的同时，提供银翘避疫汤剂防控新

冠肺炎，为广大教师吃了一剂“定心丸”，

为学校安全复课提供有效保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

慎终如始、精准有效抓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如何为复工复产按下“快

进键”。为确保我区平稳复工，区中医院

继续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疫病中的预防作

用，为重点企业、重点岗位提供上门抽血

检测新冠抗体，免费发放银翘避疫汤，保

护广大工作的身体健康，助力全市做好

复工复产及疫情防控工作。

临床促科研 总结推广护百姓
人类和瘟疫的斗争从未停止。翻看

中医药历史，会发现我国几千年来与瘟疫

的对抗中，诞生了一批批名医，他们的经

验也一代代传承下来，形成系统的防治理

论。区中医院作为一家三甲中医院，通过

独特的中医药优势和多年发展积累的丰

富而宝贵的经验，让银翘避疫汤在永川的

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药需要传承，也需要创新。为

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发展，根据银翘避

疫汤在本次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银

翘避疫汤防治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科

研项目在永川区科技局立项为区新冠科

研专项，对银翘避疫汤的效果进一步的

发掘，对银翘避疫汤的经验进一步的总

结，以临床促科研、以总结促推广，使银

翘避疫汤更好的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

大疫出良方，避疫显奇效。银翘避

疫汤对“新冠肺炎”的确切疗效，已经得

到广泛认可。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抗疫阻

击战中，毛得宏教授将带领区中医院人

继续坚守初心与使命，充分发挥中医药

扶正固本的作用，牢守永川百万群众的

健康防线。

（张 玲 李国俊/文 赵 丰 刘 灿/图）

助力复工复学，为千名教师免费赠送银翘避疫汤

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精心熬制银翘避疫汤。

大疫出良方 避疫显奇效
——区中医院毛得宏教授研制银翘避疫汤抗疫纪实

疫情防控期，企业如何降低

人工成本？特殊时期企业如何

发放工资？疫情期，企业如何维

系资金链？企业如何防范化解

受疫情影响产生的各类诉讼风

险……5月13日，在永川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永川区新

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发

挥优势，“精准把脉”疫情后期企

业法律需求，为他们量身定制

“法律套餐”，帮助企业解决复工

复产等面临的劳动用工、工资待

遇、合同履行等方面的法律问

题。

据了解，去年12月，永川区

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实践创

新基地在永川高新区大数据园

区挂牌设立，由此揭开了永川区

新的阶层社会人士实地创新的

新的一页。近来，区新专联在实

践创新活动中了解到，受新冠疫

情的影响，不少企业在复工复产

过程中都遇到过相关的法律问

题，如在买卖合同中，延误交货

的法律责任如何承担问题；在劳

动合同关系中，企业工资没有按

时发放，或者企业因经营十分困

难，无法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发放

工资或生活费，以及企业因疫情

而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应当承担

法律责任问题；在租赁合同中，

疫情期间的租金的减免按如何

掌握标准等问题。区新专联发

挥优势，积极响应，送法进园区、

进企业，就如何防范和化解疫情

下企业法律风险，为企业答疑解

惑，帮忙企业复工达产，依法化

解矛盾和纠纷。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企业

受到严重冲击。企业目前面临

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复工复产，

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订单明显

减少；有订单因资金、原材料、物

流等因素影响又难以按期交

货。此外，疫情期间的材料、劳

动力、物流、防疫等费用明显增

加，使履行合同的成本大幅上

升，生产经营效益进一步下滑

……”研讨会上，重庆航凌电路

板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勇率先展

开了交流发言。

研讨会上，来自永川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业代表纷纷

就各自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

沟通交流。针对企业面临的问

题，来自永川区法院、区劳动争

议仲裁员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区

新专联的法律界人士耐心仔细

的进行现场解答，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为参加的企业负责人答疑解惑，

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的法治意识。 区新专联理事、

重庆进明律师事务所主任袁国

章还现场围绕房屋租赁合同问

题、因疫情导致买卖合同货物或

服务迟延交付、迟延履行是否需

承担违约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细

致的解答。

“今天的这个研讨会给我们

企业和法律界人士搭建了一个平

台，通过他们给我们的把脉支招，

以及和各个企业代表的沟通交流，

让我们能够降低此次疫情对我们

的冲击和影响，最大限度的降低损

失，促进企业发展。”重庆航凌电路

板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勇说。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

治亦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研讨

会后，企业界代表纷纷表示“永

川给我们打造了一个很好的法

治化的营商环境，让我们能够安

心放心在永川发展！”

永川区新专联会长周和建

表示，今后区新专联将以热情服

务于永川高新区企业的发展为

宗旨，积极开展对专利、商标等

知识产权的申请和保护的法律

服务，创新服务方式，积极发挥

新专联的特色和优势，建立律

师、会计师、审计师、税务师等实

践创新基地，促进律师、会计师、

审计师、税务师、大数据的融合发

展，积极发挥搭建平台、架设桥梁

的服务功能，促进永川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企业与社会各方面

的信息、法律等方面的交流，为永

川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送法进园区 帮助企业复工达产
区新专联与企业共同研讨如何防范和化解疫情下企业法律风险

本报记者 付丽 文/图

5月13日，永川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民警向驾

驶人宣传“学法减分”措施并解读答疑。近期以来，

该支队民警在企业、社区、农村等地广泛宣传发放

《“学法减分”措施解读答疑》、《“学法减分”操作流

程》等宣传资料，耐心解答大家在操作中遇到的问

题，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学法减分”的知晓率、注册

率和交通安全知识的学习率。

据了解，“学法减分”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一部署

的交管便民措施。3月1日起，重庆在全国率先试点实

施。该措施推出后，驾驶人可以根据自己当前记分情

况，合理安排时间参加“学法减分”，避免大量人员同

时在线申请学习造成网络系统卡顿，影响学习体验。

图为交巡警向驾驶人员宣传“学法减分”措施。

记者 陈仕川 摄

永川：大力宣传推广“学法减分”系统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通讯员 张 娟 周任楠）“法律援

助、百姓恩人。”近日，区法律援助中心收到法律援助案件

受援人曾某送来的一面锦旗。拄着拐杖的曾某一进门就

向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由衷地感激：“太感谢你们

了，是你们让我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

今年4月某天，一位老人泪流满面地独自拄着拐杖来

到区法律援助中心大厅向中心工作人员寻求帮助。66岁

的曾某肢体三级残疾，与丈夫刘某生育两个子女。2015

年，体弱多病的曾某与丈夫刘某离婚后独自居住，两名子

女现已成家独立生活。2017年，因其子女不尽赡养义务

曾某申请过法律援助，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权益，得到

了赡养费以及出租屋的租赁费。此次，曾某因其租住的

瓦泥结构的房屋年久失修，时常掉落泥灰，且漏水漏风，

老人想让其子女为其更换一处不漏泥灰、有厕所的房屋

居住，但其子女一一推诿，无奈之下，曾某只能再次向区

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和值班律师了解其诉求后，

为老人赡养纠纷问题进行劝导，并提供法律上的帮助，最

终得以圆满解决，为其寻得适合的房屋，老人高兴得一个

劲地道谢。

曾某是法律援助受助老年人群体的一个缩影。这面

锦旗不仅承载着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

一种鞭策。区法律援助中心始终坚持把惠民利民工程落

到实处，尤其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等特殊

人群的权益保护一直是我中心工作的重点。近3年，区法

律援助中心受理老年人维权案件共计183件，为老年人

挽回损失达266.57万元，切实维护了老年人合法权益，得

到了广大群众一致好评。

法律援助解民愁 锦旗相赠情谊深

图为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