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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

古代科学的瑰宝。 —习近平

□刘明珠 曹咏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指出：“过去，中华民族几
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
的认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
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中华传统医学源远流长。据统计，世界历史上，古代人
口超过100万的10个城市，有6个在中国，包括长安（西安）、
洛阳、金陵（南京）、临安（杭州）、大都（北京）、汴梁（开封）。没
有祖国传统医学的护佑，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人口规模。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医学走进了中国，逐渐成为
社会的主流医学。不少西医或者文人学者认为中医不科
学、说不清，即便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对中医的争
论也从未停息。

然而，中医药的生命力却是如此顽强。即使是 1929
年，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在

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进行
讨论并获得通过，中医明文被取缔，但是中医药凭着良好的
疗效，仍然在民间顽强地生存着。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
出：“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从此，中医药才保留了合法的地位，在中华大地上默默耕
耘，守护着这片炎黄土地。

不管对中医的争论如何喧嚣，每当疫病流行的时候，中
医总能大显身手。比如 1966年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大流
行、2003 年的 SARS、2005 年的禽流感、2009 年的甲型
H1N1流感和 2013年的甲型H7N9流感，以及时至今日仍
在全球肆虐的新冠大流行。

为什么中医药能如此顽强，总像那风中劲草，屹立不
倒？这需要我们从中医形成的源头重新认识它。

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这部医学巨著渐渐形成，奠定
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黄帝内经》这部巨著中，对人体的生
理活动、病理现象，结合当时自然学科的成就，建立了如脏腑、
经络、辨证、治则、针灸、摄生等学说，一直贯穿着朴素的唯物主
义及辩证法思想。首先，《黄帝内经》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借
用古代哲学概念的“气”作为物质的最基本单位。《素问·宝命全
形论》提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其次，《黄帝内经》
又借助阴阳五行学说，说明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和整体观念，
使人体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阐明了自然界对人体的影响，形
成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后世医家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从
不同角度加以阐发，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和竞相发展的各家
学说，丰富了中医学的伟大宝库。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医学的形成就贯穿着一种自始
至终的整体观念：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也是一个
和谐的整体（天人合一）。所以，治疗任何一种疾病，中医考
虑的问题都是首先从整体出发，调动人体的各个系统，调整
人体与自然的相互适应，达到治疗局部病变的目的，这就是
所谓的辨证论治。

西医学从实验出发，对各种疾病的认识从微观入手，对
人体的每一个细胞、致病的每一种病原体都力求研究清
楚。这当然是科学的态度，然而这也造成了西医的另一个
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所以，你会看到，中医治病，时刻思考着运用人体的整
体力量对抗疾病。例如，你会看到中医辨证分型：“气血亏
虚，风寒外袭”，从而需要“补气益血，疏风散寒”。这是考虑
了人体本身的“气血亏虚”，还有外邪造成的“风寒外袭”，从
而需要“补气益血”，鼓舞人体本身的抵抗力，同时“疏风散
寒”，祛除外邪。

而西医始终关注的是发生疾病的那一个局部。比如，
这个肿瘤是什么细胞分型？那个感染是哪一种病原体？从

而选用这种化疗药、那种抗生素。关注的只是发生疾病的
局部，而化疗药引起的机体全身的巨大副作用却没有相应
的办法。在临床上，病人常常求助于中医，一方面使用中药
扶持正气，一方面继续化疗杀灭癌细胞，这就是最常见的中
西医结合的方法。

因此，如果说基于实验的西医学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那
么基于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中医学就是哲学与自然科
学的混合体。而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最大区别。

从《黄帝内经》到 21世纪，中医学经历了几千年的发
展，融入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已不仅仅只是医学，而
是成了一种文化。其中包括中医学、中药学、针灸学、推拿
学、内治法、外治法，食疗、养生甚至气功、武术都与中医学
脱不了关系。

中医文化所体现的不仅有阴阳相济的生命观、正邪相
争的疾病观、辨证施治的诊疗观等医学理念，还有高屋建瓴
的宇宙观、和谐合理的自然观。可以说它糅合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缩影。所以，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
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因此，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对于
推进中国特色健康文化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文化素
养，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中医药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和短板。如现有的
卫生资源分配不公平，中医药市场萎缩，没能把“中西医并
重”的方针落到实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中医
药资源保护不够，中药剂型存在制约等，成为中医药可持续
发展的障碍。

为了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保护中医药文化
和科学遗产，使其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应加快《中医
药法》的立法进程，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明确
政府在扶持中医药发展方面的职能，建议制定若干鼓励中
医药发展的政策法规，通过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制定相应
规范，推动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标准规范的建立与完善，加强
中医药知识产权和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加强对野生中药材
资源的保护，鼓励道地药材的培育，加大对中药材的培育、
质量管理，建立中药质量评价体系，保障中药的品质和产
出。培养中医药人才，建立以院校教育为主、师承教育为辅
的多形式的中医药教育体系。⑩6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图：张仲景，南阳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他
的著作《伤寒杂病论》熔理、法、方、药为一炉，开辨证论治之
先河，对推动后世医学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图为南阳医
圣祠里的张仲景塑像。 资料图片

□陈随清

河南是中医药学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医药文化
的起源地，中药产业历史积淀深厚、资源丰富。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河南时对中医药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
递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的鲜明信号，也为河南发展中医药事业指明了方向、增添
了动力。

河南是重要的中药材产地

中医药文化起源于中原。历史上中医药主要产地是河
南或者大中原地区，为了配合中药市场的需要，在明初形成
了北部位于辉县市的百泉市场，在清朝康熙末年作为专门
的药材市场发展繁荣。其依托的是太行山区野生药材和以

“四大怀药”为代表的人工生产的药材，在当时支撑了全国
中医药常用药材的生产。与此同时，南部药材市场在禹州，
禹州的中药材加工、炮制始于明代，技艺独特、制作精细、注
重药效，在“浸、泡、锻、煨、炒、炙、蒸、煮”等方面形成了独特
的地方特色，有“药不到禹州不香”的美誉。先民们在漫长
的生活和劳动实践中逐步认识自然，从而产生了药物知识，
使医药学知识不断得到丰富，治疗方法也丰富多彩，为中医
学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中医药科学繁荣于中原。《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理论
的基础，成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创立了辨证
论治原则，完备了理法方药的理论体系，其所载方药被尊为
经方；《神农本草经》记录了药物学知识，提出了中药学四气
五味、君臣佐使等理论，这些都对中医药理论的形成、丰富
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河南中医药文化底蕴深
厚，焦作所产的山药、牛膝、地黄、菊花“四大怀药”、辉县市
百泉药会、禹州药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阳医
圣祠被确定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河南中医药
文化不仅具有“根”的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经济、科研、教育
价值。

道地药材盛产于中原。中医上讲的“道地药材”，就是
特定地区、地域所产的品质和疗效最好的中药材。例如焦
作一带，历史上曾叫“怀庆府”，这一地区的土壤由南太行山
东坡河流以及黄河冲积而成，土层厚、土质疏松、有机质丰
富、土壤肥沃，所产的“四大怀药”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几代封建王朝都将其列为皇封贡品，明代怀山药有“以一邑
而供天下”之美誉。再如六味地黄丸中的六味药材中有地
黄、山茱萸，都是地地道道的河南药材。

据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河南有中药资源2700多
种，其中种植（养殖）药材近 100种，道地大宗药材 30余种。
《神农本草经》里记载了365种药材，根据现在的考证，其中
2/3在河南境内都有分布，说明河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药

材来源地。河南中药材生产主要有两个优势：一是种植面
积较大，质量较好。除“四大怀药”外，金银花、山茱萸、辛
夷、连翘、丹参、冬凌草、桔梗、柴胡、猫爪草、栝楼、板蓝根、
禹白附、禹白芷、禹南星、南阳艾等中药材种植面积和产量
及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形成了“四大怀药”“密银花”“禹
八味”“十大宛药”等道地药材。二是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

“南药北移、北药南种、野生变家种”的中药材品种较多。麦
冬、白术、夏枯草、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半边莲、射干、王不
留行、牡丹、芍药、红豆杉、紫花地丁、牛蒡、艾蒿、迷迭香等
常用中药材在河南也大面积种植。

研发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中药产品

河南中药产业发展以大健康为主线，实现中医药文化、
健康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升华中药产业内涵。
河南在巩固和壮大传统中药产业的基础上，利用健康需求
强劲和国家重视健康服务业的有利时机，开发中药养生保
健产品，培育中药健康服务业。比如，大力发展中药艾，发
挥艾叶清热解毒的功效和“艾灸”舒筋活络、温经止痛等作
用。现在南阳已经开发了六大系列 160多种艾产品，形成
了较完善的产业体系。这几年还加大对艾草的基础研究，
研发智能化艾产品加工，让艾绒的色泽更均匀，提升产品的
科技含量。

当然，在中医药创新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守正创新就抓住了中医药发展的牛鼻
子，为中医药行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守正，就是抓住
中医药的特色，对中药企业来说，一定要传承特色，然后基
于现在的健康需求，尤其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去创新，

开发满足现实需求的产品。
河南中医药传承创新在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等

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中药材生产方面，要利用我省丰

富的中药资源，保护开发适于中原地区生产的中药材品种。

这几年，在地黄、山药、菊花、杜仲等品种选育方面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同时，要推广生态种植或仿野生种植，生产
低农药残留、高质量的中药材。在继承中药材传统种植
（养殖）经验基础上，寻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质量疗效
的平衡，规范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除草剂、添加剂等的
用量和用法。如杜仲、山茱萸、辛夷、黄精、七叶一枝花等，
近些年在生态种植或仿野生种植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其
质量均有明显的提升。

中药饮片方面，要继续提升加工制作技术。禹州传统中
药材炮制技艺中，在“切制”、“蒸煮”、毒性药材减毒增效等
方面有丰富的精华与传承，如九蒸九晒的“四大蒸货”（地
黄、何首乌、黄精、槐角），以及毒性药材禹南星、禹半夏、禹
白附加工等。这些技艺的科学内涵需要我们挖掘，其中的
中药饮片治病机理需要用现代科学解读。

中成药方面，要以技术创新推动智能化生产。新中国
成立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遵循古法的基础上，通
过技术创新，形成各种新的剂型。如河南以六味地黄丸为
代表的“六八味”浓缩丸系列，以通络去痛膏为代表的外用
膏剂，以双黄连口服液、清热解毒口服液和柴胡口服液为代
表的口服液等，更加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临床证明也符
合中医药的特色，发挥了很好的疗效。如何采用现代科学
技术，提升生产工艺，达到安全有效、稳定可控，实现现代
化、智能化生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⑩6

（作者系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河南中
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

□冯堃 曹咏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强调，要做
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积极推进中医
药科研和创新，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
学原理，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
合、相促进，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
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
这为我们守护好中医药宝库、充分挖掘利用
中医药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医学从诞生之日，就是哲学与科学
的结合体，时至今日，中医学的哲学部分
仍然熠熠生辉，而科学部分却落后于西方
太久了。运用人类已知的科学手段，吸收
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同时在中医学哲学
部分的引领下，必然可以使古老的中医学
焕发新生。“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
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中医药科技支撑平
台，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
药新药研发保护和产业发展。强化中药
质量监管，促进中药质量提升。因此，要
用现代科技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建立符
合中医药特点的科研体系、服务模式，让
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加快中药创新平台建设

建立中药创新体系和创新机制。利
用现有中药创新资源，运用市场机制吸纳
各方面力量，建立中药创新平台。开展中
药材规范化种植、中药饮片炮制、中药新
药开发、复方中药筛选、药效评价、安全性
评价、配方颗粒制备规范化工艺、中药生
产技术、工艺和质量控制的研究。加强产
学研结合，围绕本地中药重点项目开展技
术攻关。

加强中药研究开发支撑条件建设。加强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建设，为中药研究提供实验场地、数据、专有技术服
务。科研机构要改善研究开发实验条件，提高仪器设备装
备水平，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建设标准化、规模化实验
动物生产基地。以中医院校重点实验室为依托促进新药的
研发。

整合科研力量，突破中药关键共性技术。围绕制约中
药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整合省内外科技力量，集中突破一批
关键共性技术。开展道地药材产区的环境、土壤、气候和栽
培技术的研究与总结，建立优质无公害药材技术体系。

加强中药标准化建设

加强中药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加强对中药材、中药饮
片、中药提取物、中成药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从药材种
植、加工到药品的研究、生产、流通环节，积极推行国家质量
管理规范，建立健全符合《中药材种植规范》《中药制药生产
规范》等标准的中药现代化发展体系。

增强中药质量的可控性。药品监督部门要积极引导企
业对现有中成药质量控制方法进行改进和完善，通过采用
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增强中药质量的可控性。以药品
检验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为依托，深入研究控制中
药针剂及现代新型制剂、中药饮片等质量的有效方法。

改进中药包装。改进中药材、中药饮片及中成药包装，
促进包装不断现代化，倡导中药饮片采用定量小包装，增强
饮片质量的可追溯性。

支持和鼓励中成药企业、饮片企业建立自己的中药材

基地。在开展中药材种子复壮技术、栽培、采收规范、植保
技术以及质量标准研究的基础上，制定药材品种的标准操
作规范。

加强中药标准化培训工作。深入药材主产区，面向广大
种植药材的农户开展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标准操作规程培
训工作，提高药农规范化种植（养殖）药材的意识和素质。

促进中药与中医协同发展

大力发展中医，拓展中药市场。发展中医事业既可以
提高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医疗水平，又可以拓展现有中药市
场。实现中药现代化必须致力于中医与中药的协同发展。要
开展多学科协作，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提高中医水平，加强中医
药基础理论、临床和中药研究，建立能够体现中医药优势和特
点的疗效评价体系，形成中医促进中药发展的良好机制。

加强农村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突出抓好县级中医院
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加快人才培养与引进，不断提高
中医药临床疗效，发挥其对当地中医药工作的业务指导作
用。乡镇卫生院要完善中医科建设，扩大中医药服务领域，
使中医药技术服务参与到农村卫生服务的全过程。村卫生
室要积极应用中医药常规诊疗技术，特别是简便价廉、安全
有效的中医药疗法防治疾病。在农村逐步形成功能健全、
运作规范的中医药服务和利用网络。

积极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有组织、有计划地筛选中
医药适宜技术，探索建立推广新机制，推广更多的中医药新
技术。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鼓励利用当地中药资源，开拓
农村中药市场，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推广普及中医和
中药。⑩6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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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河南中药产业提档升级

郑州博物馆新
馆“千年中医”展厅
里展出的各种各样
的中药。 本报记
者 王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