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配方颗粒制剂车间。

仲景宛西制药六味地黄丸生产线。

张仲景雕像。

本版摄影 陈飞

11 宛药“长征”品质实至名归

秀美的伏牛山孕育了 1328种

名贵中药材；人杰地灵、历史悠久的

南阳创造了灿烂的张仲景中医药文

化。自然禀赋和历史造就使医、药

同源的中医药，千百年来在这里交

融汇合，积淀发酵，愈笃愈醇。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诞生

于医圣故里和“天然药库”伏牛山腹

地的仲景宛西制药正进行着中华医

药传统与现代的演绎，为服务人民

健康默默守护。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考

察调研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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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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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景宛西制药牢记嘱托，深入

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

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不断推进中

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孟向东 王娟

仲景宛西制药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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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宛西制药仲景宛西制药：“：“仲景仲景””金字招牌是这样炼成的金字招牌是这样炼成的

仲景宛西制药大门仲景宛西制药大门。。

电视历史剧《医圣》在河南广播电视台黄
金时段热播，再次将亿万观众的目光聚焦到中
国千年医药文化之中。这部由深圳大宅门影
业公司和仲景宛西制药联合摄制的电视剧，作
为近年来少见的中医中药题材的影视作品，以
医圣张仲景生平经历为背景，生动讲述了医圣
寻医问道、济世救人的光辉一生，用影视的语
言和形式，再次展现了中医药之美，弘扬了博
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医圣》电视剧播出后，
迅速激起了很多年轻人喜欢中医药、信任中医
药、研究中医药、使用中医药的热情，这对中医
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这已经不是宛西制药第一次以创新手法传
承弘扬中医药文化。2021年，在医圣张仲景诞
辰1871周年之际，仲景宛西制药制作了仲景生
平国风动画，还推出了寓教于乐的《拜托啦医
圣》H5，让大家在线参与。在国风动画了解和认
识张仲景的传奇一生，在生动的动画中，玩家被
传送至伏牛山下，寻找制作六味地黄丸的6味药
材，献礼医圣。当玩家集齐6味药材的“找药圣
手”，医圣便许他一个健康愿望，无论是发量浓
密还是肠胃倍棒、永不失眠等都可以“拜托
啦”。新颖的画风和有趣的故事情节一经上线，
便受到年轻朋友的追捧。宛西制药一直在努力
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医药，利用互联网优势，以更
加生动形象方式传播中医药文化。

多年来，宛西制药一直都在不遗余力传承

着中医药文化。1999年企业发展的历史迎来
新纪元，收购原南阳仲景制药厂，2001年启用

“仲景”商标。启用“仲景”商标以来，企业就一
直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仲景经方及传统中医药文
化，致力于做经典的守护者和传承者。2003年
建立仲景百草园，是为弘扬仲景文化、展示伏牛
山中药材资源而建，也是为打造特色工业游而
建。2005年斥资修建仲景文化广场，广场上除
张仲景雕像外，还敬立了黄帝、华佗等古代十大
名医雕像及中医药文化列柱，生动再现了中国
古代十大名医济世行医和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的恢宏场景。其中，仲景宛西制药工业旅游项
目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全国中医药文化
宣传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企业以仲景文化为核心，将文化、产品、地
道中药材特色等，通过“传承·创新·责任·诚
信”紧密结合起来，将张仲景中医药思想精髓
融入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各个环节，同时，利用
现代技术，结合当下人们的健康需求，创新发
展仲景文化事业。

承医圣精华，造仲景名药。建厂 40多年
来，宛西制药一直深耕中医药领域，拥有仲景
牌六味地黄丸、逍遥丸、天智颗粒、月月舒痛经
宝颗粒等核心产品。其中，仲景牌六味地黄丸
源自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肾气丸，经宋
代名医钱乙去桂枝和附子化裁而成。如今，六
味地黄丸被誉为补阴方药之祖。

围绕经典名方，做好核心产品，宛西制药
还承接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六味地黄丸标准
化”项目建设，实施了从药材基地选择、选种、
育苗到采收的药材种植标准化，实施了六味地
黄丸内在质量均一性、批间一致性等方面的生
产过程标准化，建立了38个标准和生产技术规
范。突出继承弘扬张仲景中医药文化，突出八
百里伏牛山中药材资源优势，是仲景宛西制药
对经典最好的传承与坚守。

宛西制药在传承仲景方剂的基础上，突出
中药现代化，制造现代化中药，创新中药新型
药剂——浓缩丸，研发和生产配方颗粒，以更
好适应现代人的高效率生活节奏。

孙耀志曾表示：“继承弘扬医圣张仲景中
医药文化，打造医圣文化品牌，是企业的文化
核心和品牌发展的灵魂……”如今，宛西制药
新的掌舵人——仲景宛西制药董事长、总经理
孙锋依然把传承创新张仲景文化、振兴中医药
事业当作首要工作。

2021 年，企业在已有的“三分钟讲透经
典”项目基础上，在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三省
市的长三角办起了第一届仲景健康节。许多
名老中医、年轻学子和社区百姓应邀在一块儿
讲述中医药文化、中医药经典故事和中医药药
理药性，交流沟通彼此感受体会，以此种方式
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社区，贴近民生，取得了良
好效果。

22 守正创新 传承中医药文化

33 高瞻远瞩 布局大健康产业

提到宛西制药，就不得不提宛药“长征”。
这是企业的起点，也是企业成长的基石和宝贵
的精神财富。

宛西制药从 1978年成立到 1985年，连年
亏损，工资发不出，工人没活干，人心思散。西
峡县的领导想到了孙耀志，这个在县经贸委才
干了几个月的年轻科长。1985年 3月 12日，
孙耀志服从组织安排，到宛西制药厂出任党支
部书记兼厂长。

34岁的孙耀志到宛西制药厂任职的第一
个愿望就是让全厂 100多人有活干、有饭吃。
面对困境，孙耀志先借钱发工资，稳定人心，紧
接着，就带领第一批 9位业务员，从南阳出发，
一路搭公共汽车、乘绿皮火车到经济发达地区
联系开发客户。他们住过地下室，吃过路边
摊。“我们出来是推销药的，遇到一点打击就回
去，怎么跟职工交代？100多名工人怎么办？
所以我只能往前走！”首次出师虽然不利，但孙
耀志没有退缩。

越是艰险越向前，孙耀志率队北上沈阳，
南下广州，东进上海，西赴兰州，穿行 9省 23
市，历时 9个月，行程万余公里，学习技术，考
察设备，寻求信息。

这段过往被称为宛药“长征”，却始终牢记
在每一个宛药人的心中。多年来，虽经历磨
难，但宛药人心中那份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初心
始终没有放弃，克难攻坚的意志也从未被削
弱。

“药材好，药才好”这句广告宣传语早已
响彻大江南北，它让更多人从此认识了宛西
制药，宛西制药的产品也从此走进了千家万
户。看上去，它仅是一句广告，其实，它更是
宛西制药多年来立企强企的精粹要诀：“没
有上乘、道地的中药材，造好药只能是一句
空话！”

八百里伏牛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植被，自
古就有“天然药库”之称，盛产千余种名贵道地
药材。尤其是野生山茱萸，早在宋代就有“茂
林修竹地，桐漆茱萸乡”之称。2003年，西峡
山茱萸被国家质检总局评定为“原产地域保
护”产品，宛西制药由此提出“第一车间不是生
产车间而是药材基地”的理念。

“管住源头，才能源远流长”。于是，按照
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建立起
自己的药材生产基地，实行药材生产产业化
经营和规范化管理，从源头上确保中药材质
量，成为宛西制药全体员工的共识。企业通
过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科技”的产业开发
模式，与药农签订 30 年不变的收购合同，对
基地农户进行统一管理。种源精挑细选，实
行古法种植，应时采收，经严格检验程序后方
可分级入库。

为保证药材好，药材基地建起了种质试验
圃，对不同种质进行对比研究，良中选优，精选
种源、种质，确保其有效成分含量稳定、均一。
宛西制药指派专业技术人员常年驻扎基地，为

农民提供种子、肥料和技术等各种支持，指导
药农科学用药，特别在田间管理、整形修剪、病
虫害综合防治等种植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及时
加强对药农进行培训指导，对苗情、墑情、病虫
情、灾情等田间“四情”做出预警、分析和应对，
全程跟踪药材生产过程。

以六味地黄丸标准化建设为依托，宛西
制药还建成了中药材生产流通可追溯体系、
中成药生产全过程可追溯体系、中成药流通
可追溯体系，实现了原药材生产、流通，中成
药的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借助全程溯
源系统，可实现对基地及环境的有效管控，中
药材生产全程追溯，以及全方位可视化的实
时展示。

“道地药材保护与规范化种植示范基
地 ”“优质道地中药材十佳规范化种植基
地”……一系列荣誉的背后，是企业对品质近
似严苛的孜孜追求。

宛西制药围绕仲景文化及地道药材，以制
药工业为基础，不断拓展产业布局，形成仲景
工业、仲景农业、仲景商业、仲景食品、仲景医
疗、仲景养生、仲景卫材 7大健康产业互相贯
通、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仲景工业生产中成药 100多个产品、中药
饮片500多个品种。主要产品“仲景”牌六味地
黄丸、逍遥丸、天智颗粒、太子金颗粒等占领全
国各大市场，“仲景”六味地黄丸连续多年全国
销量位于前列。经方研发引路，高新技术助
推，“工匠精神”保障，仲景工业奠定了大健康
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仲景农业厚积薄发，为仲景工业提供坚实
支撑。企业充分利用八百里伏牛山“天然药
库”中药材优势，从1998年开始，在河南、安徽、
四川 3省 6地分别建立山茱萸、地黄、山药、丹
皮、茯苓、泽泻等 6种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
创造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中药材种植管理
模式，从源头上确保中药材优质安全，为中成
药的标准化和可追溯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仲景商业把中医药服务送到每一个消费
者的身边。2004年 8月，河南张仲景大药房组
建成立，目前全国已有 2000多家张仲景大药
房，其中200多家大药房开设有张仲景国医馆，
并聘请名老中医为当地百姓坐堂行医。已成
燎原之势的仲景商业实现了“名医名药名厂名

店，让老百姓吃放心药，让老百姓吃得起药”的
庄严承诺。

仲景食品依托八百里伏牛山“菌、果、药”
的资源优势，自 2008 年开始陆续推出仲景牌
香菇酱、香菇脆、调料油系列产品以及北极蓝
蓝莓酱。如今，仲景食品已叫响大江南北，成
为业界的一大品牌，深受广大消费者赞誉。

改组重建的南阳张仲景医院撑起了仲景医
疗的一片天空。该医院占地200亩，建筑面积7
万平方米，规划床位1600多张，目前已晋升为国
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除常规的科室之外，还开
设治未病中心，以“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
复”为理念，让百姓通过预防不得病、少得病。

分布建立在黑龙江漠河、河南伏牛山等地
的仲景养生院，结合当地自然环境优势与中医
药特色服务，在功能设计上，将食疗、体疗、医
疗、药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夏去北极村，冬
居在海南，中原伏牛山，春秋守家园，仲景养生
在创新探索中大步前行。

致力于为人类健康服务、为全民抗疫助力，
仲景卫材产业应运而生。对标国家行业标准，
坚持质量至上，选用知名品牌口罩生产设备，采
用先进检测仪器，2020年 2月开始启用年产量
达5000万只的口罩生产线，为全民抗击新冠疫
情及时送去关爱。至此，仲景宛西制药在大健
康产业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仲景宛西制药自 2001年制定仲景大健康
产业发展目标以来，经过 20余年来的不懈努
力，仲景产业链初具规模，为推动和创新我国
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助力建设健康中国，尽到
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践行了企业的坚实承诺。

采访中，仲景宛西制药董事长、总经理孙
锋表示，未来宛西制药将继续坚持中医药文化
传播，以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为载体在全
社会形成中医药热，进而带动整个中医药产业
的发展。继续坚持“药材好，药才好”的制药理
念，从药材入手，制剂过程中以标准化研究为
抓手，进一步创新产品质量。

关于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孙锋坚定表示，仲
景宛西制药将会继续做更多的工作，把“四免一
提高”这个模式复制更多，对基地的药农进行帮
扶，以八大宛药入手，在南阳再尝试建立其他新
的药材基地，强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面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仲景宛西制药要
和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成为中医药文化宣传、
中医药文化自信、中医药文化复兴的参与者、
推动者。”孙锋如是说。

我们坚信，仲景宛西制药将不辱使命，把
“仲景”金字招牌打造得更加光彩亮丽，把仲景
中医药文化传承得更加深入人心，把中医药事
业做得更加扎实强大，以更加耀眼的业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