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露过后，橙黄橘绿，丰收时节让人充满期待。中国
（南昌）中医药科创城建设一片火热，南城县万亩中草药
种植基地满目青翠，华润江中药谷无人生产车间里机械
手正忙碌着，各地医院里热敏灸艾香袅袅……连日的采
访，让记者感受到了当下江西中医药的强劲脉动。

江西中医药，风景正好。近年来，江西开始了一场以
中医药强省为自觉追求与责任担当的生动实践。这其中，
既有省级层面宏观政策的密集出台，也有各地的积极响
应，既有大到政府企业千亿元投入的大手笔之作，也有小
到农户一亩三分地中药材种植的小成本实践，“大珠小珠
落玉盘”，汇聚成建设中医药强省的磅礴力量。

引 子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中医药强省战略，省政协站
位江西、比较全国，围绕促进江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聚焦我省“十四五”加快建成中医药强省需要重视的六方
面关键问题，从 2020年至 2021年历时 20个月深入调查
研究。

调研组始终把握凝聚共识与建言资政“双向发力”的
政协视角，既着眼一分为二“怎么看”，廓清思想认识上的
误区，广泛凝聚发展共识，又立足实事求是“怎么办”，坚
持问题、目标、效果三个导向，集思广益建言谋策。调研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省内省外相结合、民间探访与高端
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力求“摸得透”“研得准”“讲得对”。
调研报告既有横向比较，又有纵向思考；既指出江西中医
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又为江西中医药未来的发
展建言献策；既站位江西思谋江西中医药发展，又跳出江
西服务全局战略实施。

江西中医药历史有多牛？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孕育了独特
的“江西中医药”品牌。

说起江西中医药古代辉煌史，省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不假思索、如数家珍，让人听起来豪气顿生——

江西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中医药界
占有重要地位。自汉魏以来，江西诞生了中医名家近千
人，编撰有目可查的医籍近千部。东汉道家葛玄在樟树
阁皂山炼丹治病，开创了江西中医药之先河。三国时期，
与张仲景、华佗并称为“建安三神医”的董奉，创造了“杏
林佳话”。发源于抚州的旴江医学，是中医医学重要流派
之一。中国四大传统炮制流派中，“樟树帮”“建昌帮”有
其二，享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建昌不灵”之说，绵
延千年的“樟树帮”“建昌帮”独特的中药加工炮制技艺仍
历久弥新，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医药发展。中医药著述繁
多，江西历史上有医籍700余种，影响远播海内外。

作为江西中医药的代表，樟树药业始于汉晋，成于唐
宋，盛于明清，有“南北川广药材总汇”之称，中医药流通
辉煌史历经 1800年而不衰。江西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
记刘红宁说，从“四大药都”（江西樟树、安徽亳州、河南禹
州、河北安国）比较来看，樟树的优势有三点：樟树药市的
历史时间是最长的、樟树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与炮制
技术密切相关、樟树是“长江以南唯一药都”。千年药都
樟树在当代仍充满活力，一年一度的樟树药交会吸引着
南北各地药商，被誉为中医药交易“永不落幕的盛会”。

江西中医药源远流长。回头追溯的话，旴江医学无
疑是这段历史长河中辉煌的一页。旴江医学关于中医辨
证论治的经典思想，传世千年，至今仍未过时。江西中医
药大学临床医学院教授、国家级名中医谢强自幼在临川

长大。据他最新考证，旴江医学从西汉至民国有医家
2016人，群星璀璨。

江西中医药有过辉煌时代，令人津津乐道。这些早
已融入江西历史文化血脉中的医药文化符号，既是资产，
也是重担。如何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瑰宝，是江西必须
回答的时代之问。

江西中医药现在怎么样？

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江西中医药的精彩，
仍在继续。

在赣江新区的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内，一个银白
色的大型装置格外显眼。这个被誉为科创城“镇城之宝”
的就是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7月28日至30日，2021上
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期间，嘉宾受邀前往科创城参
观，该装置备受关注。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本草物质科
学研究设施）预研中心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可以系统化研
究天然产物、中药物质结构和组成功能的大型科学研究装
备，也是国内首创世界领先的多维多通道中药车间，能够
将中药多种成分进行分离提纯，实现中药重大基础科学和
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落户南昌，将
为江西中医药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走在德兴市花桥镇中心卫生院，一阵阵艾香伴随着清
风吹来，循着艾香来到中医馆艾灸体验馆，里面围满了来
体验热敏灸的村民。近年来，江西中医药的科研成果在赣
鄱大地遍地开花，惠及无数百姓。热敏灸技术是众多科研
成果中的一颗明珠。“北看天津针，南看江西灸。”热敏灸技
术目前已在全国28个省（区、市）500多家医院推广应用，
治疗患者350多万例，已和葡萄牙、瑞士、瑞典、突尼斯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

江西中医药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有过无数的精彩
表现。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和热敏灸，则是其中浓墨重
彩的两笔。

江西生态好，中药材资源丰富。老百姓形象地说，在
江西，“一屁股坐下去就有18味中药”。全国中药资源普
查结果显示，我省药用中药材资源共3800多种，其中野生
植物药材2840余种，全省道地药材20多种。全省中药材
种植从 2017 年的 97.63 万亩增长到 2020 年的 310 余万
亩。中药材种植只是我省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一个
缩影。

江西是全国为数不多具备中医药制造、种植、加工、
流通完整产业体系的省份。这些年，江西大力推进中医
药健康服务业发展，中医药事业产业发展形势喜人。江
西中医药，在新时代更添新活力。

江西中医药的精彩，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展现。

2020年1月27日，我省最早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罗
某出院，中医药功不可没。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
长刘良徛及其团队自拟方剂“温肺化纤汤”，成为疫情期
间江西首个获批的中药院内制剂。面对疫情，江西中医
以过人的胆识、无畏的担当和精湛的医术，在实践中探索
出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为全国新冠肺炎中医药防
治贡献了“江西方案”。疫情发生后，我省推动中医药全
程有效参与，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级中西医结合定点救治
医院，在全国较早提出中西医结合救治策略，中医药参与
治疗有效率达 98.3%，赢得广泛赞誉，写下了一段当代

“杏林佳话”。
中医药抗疫实战，展现出独特优势，发挥了显著功

效，积累了丰富经验。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和全球疫
情态势发展，中医药受到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
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和发展黄金期。作为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江西，振兴发展中医药，“天时、地
利、人和”兼得，“万事俱备、不欠东风”，应更为主动抢抓
战略机遇。

江西中医药“痹症”有哪些？

中医讲“痛则不通”，症结在经络痹阻。虽然近年来
我省中医药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
题。这些是江西中医药振兴发展的“痹症”，也是我省需
要着力破解的问题，打通“经络”，才能敞开中医药“活力
之门”。

赣鄱大地百草香。江西中药材种植面积连年上升，
但从种植规模看，“偏小”的局面仍未扭转，仅居全国 20
位上下，且与云南、四川、广西等省份的差距都在倍数以
上。除了“小”，我省中药材也呈现“弱、散、软”态势。从
药材品牌看，“偏弱”的影响仍未改变，缺乏像“云南田三
七”“长白山人参”等在全国叫得响、价值高的品牌，江枳
壳、江栀子、江白术等道地药材影响力逐步弱化。从经营
组织看，“偏散”的现象仍较普遍，大量农户还处于独立经
营或联户、联组的松散状态，生产操作不合理、产量低，深
加工产品少、附加值低，与市场衔接不紧密、融合度差。

从产业韧性看，“偏软”的特征仍然明显，受自然灾害和市
场行情影响大，价格不稳定，中药材种植农业保险“覆盖
面”“兜底率”不高，药农“丰年不敢扩种，歉年一割出局”。

不仅是中药材种植，中药制造业也存在类似问题：有
比较优势，也存在差距。江西中药主营业务收入以及龙
头企业实力虽位居全国前列，但与山东、广东等中医药发
达省份差距仍较大，占全省 GDP 比重和增速也有待提
升，实现千亿元产业目标仍需努力。江西有“樟树帮”“建
昌帮”金字招牌，手握全国1/3的药酒批文、300多个中成
药批文，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将其转化的办法不多、力度
不够。中医药产业链条完备，但发展并不均衡，与中药制
造业密切关联的中药材种养相对落后、中医药服务业不
突出，相互融合、支持力度欠佳。

樟树是唯一被冠以国字号的“药都”。2019年樟树
中药材市场年交易额约50亿元，远落后于安徽亳州（300
亿元）、四川荷花池（200亿元）等地。这是我省中药现代
流通体系建设“不温不火”的一个方面，其表现还在：物流
基地数量偏少，全国 90个国家级中药材物流基地（含产
地加工、质检、仓储、养护与运输等功能）布局已经完成，
甘肃有9家，江西仅4家。

此外，我省中医药创新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支持保
障等方面也存在不少短板。江西中医药振兴发展，要干
的“硬活”还很多，该破的“难题”仍不少，要走的前路尚
艰辛。

江西中医药未来怎么办？

明所从来，知向何处。
江西要加快建设中医药强省，既要善讲古代的“传奇

故事”，又要写出当代的“现实经典”；既要守正，守好江西
中医药的传统与优势，也要创新，补齐江西中医药的短板
和不足。

来到龙虎山脚下，远眺附生在崖壁上的一排排铁皮
石斛，黄灿灿的花儿犹如满天星。龙虎山推广种植2500
万株山石崖壁铁皮石斛，药材回归了自然、提升了品质，
成为农民致富的“绿色银行”。调研组表示，我省应秉持

“药材好，药才好”理念，注重提升中药材质量，推动从“种
药”向“种好药”提升。在中药材种养加工方面，调研组还
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根据“道地性”聚集“赣药材”优势品
种，着力扩大种植规模，推动“产地”向“产区”发展；强化

“卖产品”优于“卖原料”理念，持续推进品牌塑造和精深
加工，推动中药材从“扎捆出售”向“含着金汤匙”转变；

“政府扶持”“市场保险”双管齐下，推动中药材种植养殖
从“靠天吃饭”向“稳健发展”迈进。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一年卖出2亿盒。从复方草珊瑚
含片到健胃消食片，再到中国航天员专用航天食品参灵
草口服液，江中集团依靠一个个“拳头产品”，逐步发展为
国内OTC（非处方药）行业领军企业。专家建议，我省应
做好“名牌”文章，用名企名品引领产业做强做大，全力扶
持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中医药“龙头企业”“拳头产品”。
在中药制造业方面，除了做好“名牌”文章，还要做好“集
群”文章，推动中医药产业进一步集中、集聚、集约发展；做
好“化用”文章，用传统经典名方撬动产业做强做大，向传
统工艺、老字号药方、药品批文要效益；做好“融合”文章，
发挥好中药制造业承上启下、融合振兴全链的作用。

仁和集团的二次创业——“叮当快药”，在网上再造
一个“仁和”。2015年创立的“叮当快药”，以“药厂直供、
网订店送”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医药新零售模式，运用
电子围栏、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28分钟送药上门，已
成为网上购药的代名词。因此，我省需要大力开拓中药
材交易市场，做大交易量，让江西中医药“叫好又叫卖”。
在中药流通方面，要建设一批现代仓储基地、物流中心，
让中药材“贮存好”“市场俏”；搭建可追溯平台，严格标准
强化执法，让群众“放心买药”“买放心药”。

江西中医药大学牵头申报“江西省中医病因生物学
重点实验室”，以临床为导向，围绕中医病因生物学基础
打造核心能力和技术，探索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病
因的方法与路径，建设国内一流的中医病因研究平台。
近年来，我省在中医药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
践，这是其中之一。在中医药创新方面，调研组建议，在
可行可试的领域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打造中医药制度创
新“试验田”；以“中国药谷”的高标准推进中医药科创城
建设，激发国字号平台“裂变效应”，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中医药科技创新“策源地”；多措并举切实增强中医药
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推动我省成为国内
中医药自主创新“新高地”；探索实施科研孵化在中医药
科创城、沿海地区，生产转化在省内市县、企业的“双飞
地”发展模式，推动中医药成果转化能力有新突破。

江西中医药发展的过程，便是在人才、药品、技能、机
制等方面，取精去糟、优胜劣汰、推陈出新的历史再造，从
而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潮流涌动向前。

江西中医药，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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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强省战略并非权宜之计，亦非一
家之举，而要形成各方协同、各级有责，指导
与督导结合，量增与质升齐备的大环境。给
江西中医药的健康快速发展开出良方并非易
事。中医药不能限于单一产业范畴，应从关
联度和惠及面来考虑，我建议：

要着眼于打造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全国
已超一万亿规模，涵盖第一、二、三产业，吸纳
就业能力强，拉动经济潜力大，有利于带动产
业转型升级，前景非常可观。因此，要调整重
编我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规划和策略。

中药材的种植应科学规范、因地制宜、专
业指导。面积是基础，品种是关键，道地是方
向。在近几年扩大、推广的基础上，进行一次
回顾与评估，形成更加合理的布局，确保从源
头上防止“以量冲质”“以速求快”“以药伤医”
之隐患出现。

中医服务业发展先要在中医院的数量上
有适当增加，每个县区必须拥有一家公立的
中医院，这个标准还应具体化，并逐年提高管
理等级、业务水平和配置条件。

在全国率先放松民间确有专长的中医师
的考核和聘用政策。这对扩充中医师队伍人
数，尤其是丰富基层中医服务力量，激活民间
中医人才积极性、创造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包括中医院的院内制剂也要“放一马”

“开闸门”，让这些经过多年临床试用有效且
廉价的“好药”得到更广泛、更顺畅的使用。

——省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省卫
健委原主任 丁晓群

他山之石

首家中医药世界500强企业
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日前对外

发布，广东大型制药企业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广药集团”）位列第468位，成为全球
首家以中医药为主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

首个以中医药为主业的世界500强企业
为何花落广东？这与广东中医药产业基础雄
厚、企业研发创新力活跃，以及国家和广东省
政府持续多年强力推动、帮扶有关。近年来，
广东持续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于2006年启
动实施建设中医药强省战略。“十三五”期间，
广东中药工业年总产值突破 600 亿元，中药
消费市场规模居全国首位，省内有16个中药
中华老字号，有全国最大的中成药、中药饮
片、中药配方颗粒、中药破壁饮片生产企业，
产业规模和竞争力居全国前列。

广药集团拥有上市公司“白云山”及 30
多家企业，已形成大南药、大健康、大商业、大
医疗4大业务板块，在中药、化学药、生物药、
医药商业等领域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望闻问切”江西中医药
——探寻如何加快中医药强省建设

本报记者 杨惠珍 龚艳平

广昌泽泻中药材种植基地。 特约通讯员 曾恒贵摄

江西杏林白马药业江西杏林白马药业药品生产流水线药品生产流水线。。
通讯员通讯员 伍伍 侠侠摄摄

无人机航拍华润江中药谷无人机航拍华润江中药谷。。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洪子波洪子波摄摄

▲江西省2017-2019年中药材种植面积
变化情况。

▲2019年江西省五大中成药年销售额。

▲2019年部分省份中药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情况比较。 （省政协调研组提供）

樟树中药材炮制技艺“白芍飞上天”。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