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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到广州惠州专题调研中医药工作

推动新时代广东中医药振兴发展
贯彻习近平发展中医药重要论述
各地党委政府推动中医振兴发展
据南方日报报道 4 月 24 日至 25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来到广州、惠州，深入中医药博物馆、中
医药企业、中医院及高等院校等实地考
察，看望慰问名老中医，就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的重要论
述、加快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进行专题
调研。
在惠州罗浮山葛洪博物馆，李希听
取葛洪史迹介绍，了解百草油等岭南中
药制作技艺，了解屠呦呦对葛洪《肘后备
急方》的高度评价。他指出，
要保护好、
传
承好、利用好岭南中医药文化资源，加强
中医古籍、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
抢救、整理，在与中医先贤跨越千年的对
话中汲取传统中医药的智慧，
推动中医药

及中医药文化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
在广药集团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
限公司，李希走进生产车间、实验室和中
药研究院，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中成药研
发制造情况。他勉励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加强产学研合作，优化提升中药生产
工艺，推动重大新药创制，不断提高中药
产业化、现代化水平，全面提高企业市场
竞争力。
在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院区、广州
中医药大学，李希实地考察了解中医临
床研究和中医药高等教育情况，看望慰
问国医大师禤国维、周岱翰和中医药科
学家李国桥，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名
医名家深入总结行医和科研经验，进一
步开拓创新，培养造就更多中医药人才，

传承发展优秀中医药文化和精湛医术，
为中医药振兴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广东省中医药局、广州中医药大学、广
东 省 中 医 院 、广 药 集 团 等 单 位 汇 报 发
言。他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各地各有关
部门扎实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中医药强
省建设，推动广东省中医药事业取得了
新进步。
李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的重要论述精
神，深刻把握新时代发展中医药的重大
意义，加快建设中医药强省，在中医药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走在前列，奋力
推动新时代广东中医药振兴发展。一要
从大局大势中深刻认识中医药强省建设
面临的重大机遇。深刻认识广东中医药
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深刻认识这个大好时机最根本在于总书
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植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来自于中医药日
益凸显的独特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提供的难得机遇，自觉从长期大势认识
当前形势，坚定信心决心，不断开创广东
省中医药事业发展新局面。二要突出重
点，把握关键，抓好中医药的传承、创新、
发展，始终把中医药的传承摆在重要位
置来抓，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在继承的
基础上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和中药产业
现代化，努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
高地。三要加强对中医药强省建设的组
织领导。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支持
中医药院校、医院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补上短板弱项，
推动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
业、文化各领域全面协调发展。要支持
中医药企业发展，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
加强对年轻中医人才的培养，加强对中
医药文化的宣传普及，合力推动岭南中
医药走向现代化。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硕
辅，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郑雁雄，
广东省副省长张光军等参加调研。
（徐 林 岳 宗）

自广东吹响建设中医药强省的集结号以来，在这片“敢为天下先”的岭南之地，中医药
事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

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岭南良方
本报记者 李 芮
4 月 24 日至 25 日，广东省委书记李
希前往广州、惠州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的重要论述、
加快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进行专题调
研。他向全省中医药人发出奋斗动员
令、前行激励书，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的重要论述精
神，深刻把握新时代发展中医药的重大
意义，加快建设中医药强省，在中医药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走在前列，奋力
推动新时代广东中医药振兴发展。
在中医药强省之路上砥砺前行数十
载，这片“敢为天下先”的岭南之地，早已
为自己开出了“强身健体”的良方。正如
广东中医界的
“精神领袖”
、
已故国医大师
邓铁涛曾说：
“中医药必将像中国文化一
样，
让其黄河发源、
长江发展、
珠江振兴！
”

方解一：扬岭南大医精诚之风
被这剂岭南良方颠覆的，首先是大
众对中医疗效的偏见。
肿瘤是公认的恶疾，有时西医也不
能完全治愈。以国医大师周岱翰为代表
的岭南中医们借助中医手段，帮助一个
个曾被判了“死刑”的病人实现长期高质

量的“带瘤生存”
。
周岱翰的办公室放着三张合影，
上面
写着“跨越十一年”
“跨越十三年”
“感恩”
等字样。每张合影里都是同一批人，
他们
中有肺癌患者、
肝癌患者、
乳腺癌患者等，
大家的笑容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
迹。在他的悉心治疗下，
这些患者大多已
经延续了 10 到 20 年的生命，实现了与肿
瘤的
“和睦共处”
，
也和他成了老朋友。
在与夺取无数人性命的非典病魔的
抗争中，邓铁涛力主中医药介入到防治
工作中。因为运用中医药方法，广东成
为病死率最低、后遗症最少的非典疫区，
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肯定。
邓铁涛曾在与周岱翰的一次见面
中，感慨道：
“学我者，
必超我也。”
他的话在中医人的传承中得到印
证。今年，
周岱翰的弟子林丽珠领衔完成
的
“中晚期肺癌中医综合治疗体系构建及
推广应用”
项目获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这意味着，
更多的癌症患者将得益
于
“带瘤生存”
的中医抗癌理念。
而师从邓铁涛的张敏州也早已是广
东省中医院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去年，他
与国医大师陈可冀牵头制定发布的《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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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手册》，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范
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
多措并举之下，成绩自然傲人：全国
100 强中医院中广东占到 9 家，国家级重
点专科 42 个，中医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
1.92 亿，全省 100%的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97.88%的社区卫生服务
站、88.6%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
务，
治未病服务总人次超 1000 万……

方解二：强中医药走出去之势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古代岭南地区是传染病多发区域。
公元 306 年，著名医学家葛洪来到
广东，总结了岭南人民与疾病斗争的经
验，在罗浮山写下了著名的《肘后备急
方》。其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
汁，尽服之”的记述，启发了屠呦呦成功
提取青蒿素，
数亿生命得以拯救。
青蒿素是广东中医药走出去最突出
的代表。
“月亮之国”科摩罗曾是世界上疟疾
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肆虐的疟
疾病魔，在这里，孩子往往在 5 岁后才能
拥有一个名字。
（下转第二版）

中乌传统医学中心及友好
医院签约仪式举行
据新华网报道 4 月 24 日，中乌传统医学
中心和中乌友好医院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乌
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埃廖尔·加尼耶夫、乌兹别克
斯坦驻华大使巴赫季约尔·赛义多夫、乌兹别克
斯坦投资和外贸部第一副部长苏纳杜拉·别肯
诺夫出席会谈并见证签约。
签约仪式上，北中颐林医药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总裁林学荣，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陈明人，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帕拉斯特有限公
司董事长巴霍吉尔·阿布杜拉耶夫等业界人士
就中乌传统医学中心、中乌友好医院项目发展
进行广泛交流并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苏纳杜
拉·别肯诺夫表示，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对中医很
认可，中乌传统医学中心项目落地也为我们提
供了新的动力。我们很高兴中国的私营企业有
兴趣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医疗领域项目，这对
民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中乌传统医学中心将于今年 7 月份开
业，并计划在药用植物研发、传统医学人才培
训、制药厂、中乌友好医院等方面全面开展合
作。
（李晓蓉）

甘肃省中医药研究中心
揭牌
本报讯 日前，甘肃省中医药研究中心在
甘肃中医药大学揭牌成立。
该中心整合了甘肃中医药大学承建的 4 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及相关各级各类科研基地，将
围绕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目标和需求，研究与
解决关键问题。中心采用教授领衔研究团队入
驻的工作方式，项目实行契约化管理，经费投入
和科研产出实行绩效考核、动态调整，以促进
“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提升中医药科技创新能
力、科技成果转化和支撑服务能力。
（冯永乐）

在北京世园会的众多展园中，
以中草药文化为主题的百草园成为一大亮点——

路志正、陈竺获颁北
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奖
本报讯 （记者秦宇龙）4 月 25 日，
第
二届“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奖”颁奖仪式
在京举行。本届“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
奖”中医类、中药类获奖者分别为国医大
师路志正、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
颁奖仪式上，路志正表示，临床疗效
是中医立业之本，
只有造就千百万熟练掌
握中医临床知识的中医人才，
才能使中医
药事业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陈
竺提出，中医逐渐呈现出精准医学的特
征，
而西医也出现了重视整体论和系统论
的发展态势，
如果可以运用系统生物医学
在中西医学之间搭建共通的平台，
就能建
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新体系。
据悉，
“ 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奖”自
2016 年起启动，每两年评选一次，奖励国
内外为人类健康事业、文明进步作出卓
越贡献的人士，其所做工作及成就有原
创性、突破性，对中医药事业和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第一届中医类、
中药类获奖者分别为邓铁涛和屠呦呦。

心肌梗死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中急性心
肌梗死再灌注治疗后中医药干预方案，
已
在全国 216 家医院应用，
治疗患者 2.87 万
余例，
累计节约约1.38亿元的住院费用。
在对岭南中医的传承与发展中，广
东还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改革。
2010 年，广东省中医院中医经典科
成立，颜芳被任命为该科主任。在此之
前，他一直在 ICU 工作，用西医手段与
急危重症打了近 10 年的交道，而中医
经典科正是要探索单纯依靠中医药手
段应对这些问题，这是他从未涉及过的
领域。
一转眼9 年过去了，
在全国各地名老
中医的指导下，
颜芳在这块中医特色诊疗
技术的集散地上收获颇丰。在科室，中
医参与率达到了 100%，纯中医治愈肺部
感染率达到了 81%，
科室大胆采用破格救
心汤进行心衰救治，好转率达到了 93%，
还能够降低复发概率、
缩短住院时间。
在先前无人试水的中医传统“治未
病”领域，广东更是大力推进，实施中医
治未病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对医疗机构
提供的中医治未病服务实施分级管理，
并组织编写《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实践

本报讯 （记者李 芮）日前，山西省人民政
府发布《关于批准娄烦等 17 县（区）退出贫困县
的通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点扶贫的五寨县
达到贫困县退出的相关指标，符合贫困县退出
标准，
正式脱贫摘帽。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自 1994 年 8 月与山西省
五寨县确定帮扶关系后，坚持不懈地支持该县
扶贫工作，从指定工作规划、落实项目资金、选
派挂职干部、帮助发展产业等方面，助力五寨经
济社会发展。
目前，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帮助下，多方
共同帮扶五寨县中医院二甲创建工作进一步开
展，中国中药有限公司派驻五寨的工作团队已
完成五寨公司注册等工作，中医药扶贫重点工
作有序进行。

世园会百草园是如何建成的

园艺工作多重挑战

本报记者 王 迪
4 月 28 日，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隆重开幕，唯一以中草药文化为主
题的园艺展园——百草园将向百姓敞开大
门。27 日，世园会百草园项目推进会召开，
来自中医药、园林园艺等相关行业专家 130
余人参加会议，
介绍了百草园背后的故事。
百草园是本届世园会最具特色的专业
园之一，园区北临妫水和环湖路，南界烽火
台展区，东边是园艺小镇，位置紧邻世园会
核心区。园区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部分，
室外“百草园”建设用地 3.3 万平方米，室内
“本草印象馆”位于世园会生活体验馆二
层，展厅面积 2000 平方米。

动员专家献计献策
为更好地建设百草园、调动更多专家
积极为百草园献计献策，北京市中医管理
局聘请张其成、黄璐琦为首席专家，还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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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颜正华、金世元、刘延淮等一批知名专家
坐镇。
2016 年 3 月至今，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组织了上百场专家座谈会，来自中国中医
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反
复论证，最终确定百草园以“传播中医文
化，引领健康生活”为宗旨，以“本草园艺
化，中医生活化”为理念；本草印象馆主题
确定为“中医本草，回归生活”，以“生”为其
核心文化理念。
会上，百草园项目特殊贡献专家刘延
淮指出，此次世园会百草园项目不仅是展
示中草药的好机会，更是把中医药文化推
向世界的好机会。百草园创意专家团成员
毛嘉陵指出，百草园是中医药五种资源的
集中深度体现，也是非常难得的中医药传
播活动，可以让百姓深度了解中医药，增强
中医药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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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来自
“阴阳五行”
为了让百姓看到与平日里入药形态不
同的鲜活的中草药，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组
织专家敲定了中草药花园的创意后，由北
京中医生态文化研究会与北京古建研究院
来实现中草药景观化。
如何用园艺的手法展现中医文化是百
草园设计落地的关键。
“阴阳五行”
观念给设
计师们提供了灵感来源，
将世园会百草园分
为木、火、土、金、水五个区域，把中医中的
“草药”
和
“方剂”
概念，
巧妙地融入到中草药
的实物种植、
标本展示与药方配伍当中。
百草园以
“草”
为脉，
呈现中草药源于自
然、
和于人文，
成于药材的演变过程；
以
“药”
为本，
展示全国各地丰富的道地药材和药用
植物；以“方”点睛，体现中医方药的独特魅
力。本草印象馆以
“生”
为主线，
“本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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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生活”
和
“本草·生态”
三个展区分别展
现了中医药
“天人合一的生命观、
顺应自然的
生活观、
平衡和谐的生态观”
三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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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百草园引进的中草药品种繁多，
种植和展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500 种药
用植物，其中不乏珍贵的中草药及标本。
由于这些中草药来自全国各地，其植物栽
培方式、适应的气候等也不尽相同，给引
进、繁育、驯化和园艺栽培工作都带来了极
大的挑战。
北京中医生态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刘国栋介绍，为了解决上述困难，百草园
团队走遍了青海、甘肃、广东、河北等十多
个省市，寻找适合或驯化后能在园内种植
并能展现本草园艺化的中草药。团队还
多次组织专家结合延庆地区的气候与土
壤等条件，讨论和筛选所要引进的中药材
品种及其栽培模式，同时调配不同区域中
药品种的土壤基质配方、营养配方，进行
露地和两种温室的栽培试验。
据悉，园艺工程师运用花卉低温处理
技术，对山杏进行了“冷藏保鲜”，使其能够
延期至开园时盛开。届时，杏林春暖的景
观配合杏林故事，将向游客更好展现中医
人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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