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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从口入”可增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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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st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enter human body through the respiratory system, digestive
system and reproductive system.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December,
2019, multiple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f COVID-19 with seafood and fishy
odor, which suggests that improper diet or polluted environment might increase the infection risk. Here
we highlight that human “mouth” and “nose” can serve as important entrances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which may provide reference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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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呼吸道、消化道以及生殖道是常见传染性疾病的出入口。自2019年12月份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多种证据已表明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与长期食
用海鲜及身处腥臊腐臭的环境有直接关系，这提示饮食不当或环境污染可能会增加SARS-CoV-2感染
率。本文探讨“口”与“鼻”在SARS-CoV-2感染过程中的重要性，重新强调“病从口入”，为预防
COVID-19或其他疾病的发生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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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语“病从口入”出自晋代傅玄《口铭》
“病从口
[1]

SARS-CoV-2）是否也可通过性传播，目前不予置否。

入，祸从口出”
，寓意疾病多与饮食不当有关 。

中医强调的是“冬不藏精，春必病温”
，节欲在新型

在物质发展极为丰富的当代，许多疾病皆由饮食不

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节、吸烟及环境污染导致，即“病从口入”
。本文中

的预防、治疗、康复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可不知。

“口”不仅仅指口腔消化道，也包括鼻腔呼吸道、皮

对于时下COVID-19疫情，
“病从口入”也扮演着重要

肤黏膜、眼结膜和泌尿生殖道等与外界环境相通的系

角色，许多事实表明大家自觉执行戴口罩、注意饮食

统。HIV、HPV等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新型冠

卫生、禁食野生动物等行为可有效预防SARS-CoV-2感

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染[2]。有研究发现，SARS-CoV-2感染者容易出现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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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视角·
及嗅觉功能的减退或丧失[3]。提示口鼻在SARS-CoV-2

天以五气食人是指臊气入肝，焦气入心，香气入脾，

感染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浅谈SARS-CoV-2的两个

腥气入肺，腐臭气入肾。腥气入肺，过腥伤肺。众所

重要感染途径：口与鼻。重新强调“病从口入”，

周知，在海鲜市场工作的人群都是长期处于鱼腥味的

为预防COVID-19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传染性疾病提供

环境当中，肺功能因此容易受到影响，增加了SARS-

证据。

CoV-2的感染概率。

1 SARS-CoV-2从鼻腔入侵人体

2 SARS-CoV-2从口腔入侵人体

呼吸道是导致机体罹患多种疾病的重要途径之

饮食可以造成多种急性传染病的发生。1988年，

一。多种证据表明大气污染可以导致肺部感染、支气

上海暴发了甲肝大流行，短短3个月内造成了30万人

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等多种呼吸道疾病

甲肝感染[10]。其最主要的原因便是食用了毛蚶。2003

和老年性痴呆、抑郁等多种神经系统疾病[4-5]。吸烟

年SARS疫情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与此次COVID-19疫

引起肺癌、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

情类似，食用野生动物可能是造成疾病暴发的重要诱

[6]

病发病率增加的风险众所周知 。厨房油烟、汽车尾

因[11]。自SARS疫情之后，全世界多地都暴发过禽流

气、房屋装修建材释放的氡气、甲醛等气体也被证明

感H1N1、H7N9等感染，这与食用家禽密不可分。从

[7]

与多种疾病关系密切 。NO2等多种废气可以刺激呼

2020年9月始，诺如病毒感染造成了多起急性胃肠炎

吸道，引起炎症反应，平滑肌收缩、支气管痉挛等病

事件，仅在校学生中毒者约有1 500例报道，与摄入

理生理反应，进而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率及多种病原

不洁食物有关。每年夏季，都是急性肠胃炎的高发

微生物的感染率。

期，这也与食用海鲜类产品息息相关[12]。

SARS-CoV-2可以从口腔、鼻腔、皮肤、结膜等

SARS-CoV-2感染与口腔消化道有密切联系。首

部位入侵人体，其中最主要的感染和传播方式是经

先，腹泻等消化道症状是COVID-19患者的常见症状

鼻腔、呼吸道侵入人体呼吸系统。与2003年暴发的

之一[13]。有54%的感染患者的粪便中可以查出SARS-

非 典 型 性 肺 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V-2[14]。SARS-CoV-2感染可以使肠上皮功能受损，

SARS）相同，SARS-CoV-2也是以肺部的血管紧张素

渗透率增加，造成腹泻等症状。有研究发现，消化系

转换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为

统症状与COVID-19患者的严重程度有关，伴有腹泻

[8]

受体进入细胞内引起感染 。因此，一方面，吸烟、

的患者更容易进展为需要呼吸支持的重症患者[15]。其

汽车尾气（NO2）可以引起体内肾素-血管紧张素系

次，如上文所述，SARS-CoV-2感染多与接触海产品及

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过度激活，增加

食用海鲜相关。海鲜产品多为生冷食物且食用方式也

肺部ACE2的表达，从而增加SARS-CoV-2的感染。另

多为生食，食物本身携带有多种寄生虫、细菌和病毒

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COVID-19疫情暴发与海鲜

等微生物，极易引起胃肠道感染。第三，即使是熟食

市场息息相关，2019年12月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暴发

的海鲜产品，也会导致肠道微生物菌群出现相应的改

[9]

了COVID-19 。随后，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也暴发了

变，增加人体感染疾病的风险。另外，食用海鲜产品

感染，且在众多的集散市场中，以海鲜市场集中暴

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粪口传播的概率，导致局部或大

发。另外，京深海鲜市场、凯洋海鲜市场也出现了

范围的疾病暴发。第四，长期食肉的人群，包括海鲜

COVID-19的暴发。在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能检

产品及猪肉、牛肉和禽类等动物蛋白[16]，可以显著增

测出SARS-CoV-2。在青岛第二波疫情中，首次在冷

加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风

链食品外包装中分离出了活病毒。此外，游轮上的

险。许多研究表明，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等疾病通

COVID-19疫情暴发也值得关注，除了“钻石公主”

常存在RAS系统过度激活的状况，因此可以很大程度

号 外， 全 世 界 多 艘 游 轮 同 样 出 现 了COVID-19的 暴

增加机体对SARS-CoV-2的易感性以及增加COVID-19

发。这些证据都表明海鲜产品与SARS-CoV-2感染息

患者进展为重症或死亡的概率。

息相关。海鲜气腥，属于疫疠之气，如烟如瘴，传染
性强，经鼻进入肺等呼吸系统，可成为SARS-CoV-2

3 结语

快速滋生的“培养基”，诱导急性发作模型。《黄帝

总而言之，古人云“病从口入”，此语在物质生

内经·素问·六节脏象论》：“天食人以五气。”其中，

活极为丰富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虽然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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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使人民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但饮食不节，食

[8]

AMRAEI R, RAHIMI N. COVID-19, renin - angiotensin

用无度等不科学的习惯会带来各种急性或慢性疾病的

system and endothelial dysfunction[J]. Cells, 2020,

发病率升高。相反，通过节俭饮食等生活方式的改变

9(7):1652.

也可以有效地预防多种急性或慢性疾病的发生

[17-18]

。

[9]

LI J, WU C, ZHANG X, et al. Post -pandemic testing of

我国1986年便开始的“大庆研究”发现，在30年的随

SARS-CoV-2 in Huanan Seafood Market area in Wuhan,

访研究里，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显著地降低糖尿病及

China[J]. Clin Infect Dis, 2020, 71:1-3.

[19]

其并发症的发生 。对于COVID-19的预防，我们也
应当特别注意病从口入，尤其是食用海鲜等，因为即
使是熟食，也可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

[10] 李燕婷. 上海市甲型和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回
顾[J]. 上海预防医学, 2019, 31(1):41-45.
[11] 应贤平. 回顾SARS教训 控制新出现传染病[J]. 上海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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