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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樟树，有两扇标志性窗口。一是县域

经济强县。说起我省区域发展的排头兵，人们

很容易想到“丰（城）樟（树）高（安）”。近年来，

樟树“药、酒、盐、金”四大产业齐发展，连续六年

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二是“中国药都”的

厚 重 底 蕴 。“ 药 不 到 樟 树 不 齐 、药 不 到 樟 树 不

灵”，樟树因药扬名、因药兴盛。今天的樟树，中

医药产业是当仁不让的首位产业。可以说，中

医药产业不仅关乎当地经济发展，更关系着很

多人的就业。

为期 4 天的蹲点采访，给记者留下两个深刻

印象。第一，樟树以数字经济做优做强“一号发

展工程”为“经”，抢占先机、加“数”前行，全力推

进数字技术与中医药产业深度融合，朝着建设

“数字药都”目标前行。第二，樟树以营商环境

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为“纬”，创新出台企

业诉求一体化办结等机制，对企业诉求做到“件

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今日的樟树，处处彰

显出咬定青山、破浪前行的决心，处处洋溢着时

不我待、快马加鞭的干劲。

忆往昔，“赤膊草鞋去，长袍马褂归”，一代

代樟树先贤正是靠着开拓进取、坚韧求成的创

业精神，造就了千年药都的荣光。看今朝，中医

药加速振兴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其兴可

待。血液里流淌着干事创业基因的樟树人，重

整行装再出发，正以坐不住、等不得、输不起的

责任感紧迫感，加压奋进、敢闯敢干，为千年药

都书写新的时代辉煌。

擦亮药都品牌 重振千年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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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在江西华星技术检测有限公司，检

测员正进行样本前处理。

在樟树市店下镇乌溪村，高铁飞驰而过。 通讯员 简 俊摄

发展好中医药产业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的殷

殷嘱托，是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

“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樟树市地

处江西中部，1800 多年的中药材交易和加工炮制的

辉煌历史，使这里成为名扬海内外的“中国药都”。

400 余家药企在这里集聚、3 万余人吃“中医药”

饭、医药产业集群营收突破千亿元；数智化转型、全

链条提升、镇镇都有中医馆……近年来，樟树市深入

实施“中国药都”振兴工程，扭住中医药首位产业不

放松，加“数”振兴、加压奋进，中医药产业驶入高质

量发展快车道，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不断擦亮“中国药都”金字招牌

“白芍飞上天，陈皮一条线”——这是“樟帮”老

药工切制药材饮片的看家本领。9 月 2 日，在樟树市

庆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52 岁的老药工张小波正带

领弟子们炮制药材，运刀如飞、转筛如风，精湛技艺

令人惊叹。

从学徒到技工，从“宜春工匠”到“江西省技术能

手”，26 年来，张小波一直专注“樟帮”中药炮制从未

间断，用行动践行着工匠精神。在他看来，“樟帮”中

药炮制技艺的精髓就是精益求精，提倡“制虽繁，不

惜工”，无论是炒、浸、泡、制，还是烘、晒、切、藏，均独

树一帜。

樟树中医药之所以“齐”“灵”，正是靠着一代代

优秀药工的坚守与传承。

“‘樟帮’中药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

富和金字招牌，不能丢。”张小波说，在这个机器逐渐

代替人工的时代，有些活是机器替代不了的。“就拿

切制来说，为了充分发挥药效，我们可以把白芍切薄

至 0.1至 0.2毫米，机器只能切到 2毫米。”

近年来，樟树市把弘扬传统中医药技艺作为振

兴“中国药都”的重要内容，连续多年举办药工考核

大赛，评定多批“樟帮”药工、学徒工，并对他们每人

每月分别补贴 1800 元、1200 元。“我们组建了‘樟帮’

中药炮制技艺传承班，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学

徒工 60 余名，其中不少是‘90 后’。”让张小波倍感欣

慰的是，弟子们技艺猛进，多人在省市药工技能竞赛

中名列前茅。

走进樟树仁和 863科技园，一栋栋雕梁画栋的仿

古建筑，让人仿佛重回药都千年前的繁华。该项目

是仁和集团的大手笔，它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有

机融合，构建国内一流的医药高科技园区。

古代经典名方是中医药传承千年的精华，如何

守正创新让其重焕光彩？作为百亿级“药业航母”，

仁和集团一直在探索。“我们投资 3.6 亿元实施中药

经典名方产业升级技改项目，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

药原理，用现代技术提升中医药工艺，推动传统中医

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仁和中药研发中心总监黄庆

文说，目前已上市的中药制剂指标成分只设下限，而

仁和研制的经典名方制剂不但制定指标成分含量范

围（± 30%），并用指纹图谱对产品制剂质量进行控

制，有效提升了中医药产品的品质。目前，仁和正稳

步推进 16个中药经典名方的研发生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一方面出台

系列扶持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制

约中医药产业发展难题；另一方面加强与专业院校、

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樟树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聂娅

娜介绍，樟树市已经和江西中医药大学共建中国药

都中医药产业研究院，对枳壳、樟头红（陈皮）等道地

药材的种质、种植、初加工等进行全链条研发，并联

合陈日新热敏灸团队，开展九牛草热敏灸深度研发，

力争打造九牛草百亿健康产业。

数智化转型 全链条提升
数字赋能“中国药都”产业振兴

今年前 8 个月，樟树新签约项目 60 个，总签约金

额超 435 亿元。记者注意到，这些项目中，既有中医

药、化药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增资扩产，又有新能源、

智慧物流等新兴产业的强链补链。

项目布局的背后，是樟树市通过数智化转型，推

动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火热实践。

枳壳是樟树道地药材“三子一壳”（吴萸子、黄栀

子、车前子和枳壳）之一。在吴城乡塘下村枳壳种植

基地，“高空慧眼”实时捕捉着植物的生长信息，即时

传入云端。“以前靠经验，现在靠标准，点手机代替了

挥锄头。”基地负责人刘世剑说，物联网不仅改变了

靠天吃饭的传统中医药种植模式，更提升了中药材

品质，带动了销量。今年夏天，基地首批挂果的 2000
亩枳壳树产出枳壳鲜果 428 吨，被各大药企抢购一

空。截至 2021 年底，樟树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50.77
万亩，居全省各县市首位。

在江西华星技术检测有限公司，经过技术人员

的检测处理，一纸检验书为“樟树中药”高质量走向

市场保驾护航。“以往樟树药企要把检测样本送往南

昌或省外第三方机构检测，检测周期长，成本也高。”

公司总经理叶维军介绍，2019 年公司落户樟树以来，

已实现对樟树市中药饮片企业检测全覆盖，近一年

检测了 2000批次中药材。

机械手码垛、分拣机拣选、螺旋输送机输送……

在江西五洲医药公司，药品自动化分拣系统让企业

告别了人拉肩扛式的药品分拣。公司总经理李其告

诉记者，五洲医药冷链配送在全省各级医院、零售药

店、乡村诊所终端覆盖率达 89.2%，开通 120 条乡村

配送线路，实现农村冷链药品配送可追溯。目前，樟

树市已有 39 家医药企业基本实现销售、分拣、派送

数字化、智能化。2021 年，樟树市药品流通批发企业

销售额 164.27亿，占全省总量三分之一。

“我们这款口服液，具有益气养血的功效，每天

服用三次……”8 月 31 日 15 时，在樟树市直播基地

冰燃传媒公司，“00 后”主播“辣椒”正在某直播平台

为仁和医药系列产品进行直播带货。“我们与仁和

集 团 建 立 了 长 期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去 年 8 月 以

来，为仁和代销了价值 1.3 亿元的货品。”冰燃传媒

公司副总经理付孝菊说，公司从深圳来到樟树，对

当地中医药企业触动很大，越来越多的药企找上门

来谈合作，或搭建自己的线上商城和直播间，拓宽

销售渠道。

“樟树药交会已实现从传统药交会向‘云上会

展 ’转型，去年‘互联网+药交会’交易平台成交额

87.7 亿元。”樟树市工信局副局长黄干生说，近年来，

樟树市全力推进数字技术与中医药产业深度融合，

加快从药材种植向生产销售、仓储配送、交易会展、

诊疗服务等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朝着建设“数字药

都”目标奋进。今年上半年，全市医药产业集群营收

563.6 亿元，同比增长 15.25%，进入全国县域经济产

业集群百强榜。

镇镇有医馆 处处可把脉
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中医药瑰宝魅力

走进樟树市永泰镇卫生院中医馆，中药的馨香

扑鼻而来。“通过半年的理疗和针灸，我的肩膀舒服

多了。多亏了中医馆的杨医师。”在永泰镇开超市的

刘美云，由于长年搬运货物，落下了肩周疼痛的毛

病。“以前镇里没有中医馆，大病小病都要跑到城里

医院看。”刘美云说，如今，中医馆就在家门口，诊疗

效果好，价格也便宜，还可以用医保，真是太方便了。

刘美云口中的杨医师，名叫杨融亭，是一名“90
后”中医师。“这种热膏由川芎、红花等中药材熬制而

成，具有活血通经之效，能有效缓解腰椎痛。”打开红

外线治疗仪，给患者腰背涂上热膏，杨融亭一边讲

解，一边熟练地给村民做理疗。杨融亭告诉记者，永

泰镇卫生院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成立中医馆，开始对

外接诊。中医馆建设共投入 40 余万元，可以为当地

群众提供艾灸、刮痧、针灸等诊疗服务。

传承发展好中医药，根本目的是造福百姓。樟

树市卫健委党委委员付自雄介绍，近年来，樟树市积

极争取上级资金，大力推进基层中医药综合服务区

建设，打造了一批精品中医馆（堂），形成了“镇镇有

医馆、处处可把脉”的药都特色中医服务体系。

“樟树中医最出名的就是骨科。很多中医师都

掌握了手法复位这个绝活，省内外不少患者慕名而

来。”付自雄说，今年上半年，樟树市已有 6.1 万余名

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了特色中医服务，并吸引南昌、

吉安、新余等地 2.5万余名老年人前来就诊。

中医药人才引进难、流失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存在的共性问题。付自雄介绍，为吸引中医人才，

樟树出台了招才引智“新五条”、中医药产业发展“二

十条”等系列政策，其中包括提供人才补贴、住（租）

房补贴，以及为子女入学提供便利等多种引才留才

新政。

“希望今后国家在顶层设计方面，加大中医药人

才的培养力度，不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让群

众在看中医过程中信中医、认中医，切实感受到中医

药瑰宝的独特魅力。”杨融亭说。

加“数”振兴
本报记者 邱辉强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
——习近平

▲9 月 2 日，在樟树市庆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药工正在炮制药材。

▲吊塔林立、车辆穿梭……9 月 2 日，走进樟树

市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是热火朝天

的建设景象。

（除署名外，图片均由王蕴蓉摄）

▲8 月 31 日，在药都樟树的一家直播机构内，年

轻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当地特色的中医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