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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民族医药成果转化与大健康产业建设
吴锡皓ꎬ郭真真
(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ꎬ海南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

要: 海南省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少数民族分布的人文环境ꎬ使得海南具有发展民族医药的优势ꎮ 该文针

对这些优势在阅读大量民族医药资料的基础上ꎬ主要以黎族医药为例ꎬ分析海南民族医药所面临的局限ꎬ就如何发
展大健康产业与民族医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地区发展ꎬ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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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

１.２

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ꎬ海南省有 １０ 家医药公司ꎬ有海南海药股

“ 新药谷”

份有限公司、海南长春花药业有限公司、海南九芝堂

海南省已在高新区的美安生态科技新城规划建

药业有限公司、海南金光药业有限公司等ꎮ 这些医

设“ 新药谷” ———美安科技新城医药产业园区ꎬ致力

药公司立足于南药和黎族医药ꎬ对海南省丰富的药

为企业提供最优质的园区管理和服务ꎬ从而迅速形

物资源进行开发利用ꎬ成功研发生产出枫蓼肠胃康

成新的医疗健康产业聚集区ꎬ辐射带动海南医药健

颗粒、贯黄感冒冲剂、胆木注射液以及裸花紫珠片等

康产业升级发展ꎮ 医药产业是海南省当前重点发展

产品ꎮ 其中ꎬ裸花紫珠片和枫蓼肠胃康颗粒被列为

的十二大产业之一ꎬ近几年来发展规模不断壮大ꎬ平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ꎮ 此外ꎬ海南省医药科研开发体

均每年生产产值保持 １２％ 左右的增长速度ꎮ 根据
省医药行业协会全面统计ꎬ２０１５ 年全省 ６３ 家正常

生产的制药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５０.０１ 亿元ꎬ
其中有 ３３ 家药企年产值超过亿元ꎬ产业集群效应显
现ꎮ

从海南医药产业布局上看ꎬ海口药谷为全省医
药产业发展的聚集区域ꎬ２０１５ 年海口市共有规模以
上药品生产企业 ４０ 家ꎬ占全省规模以上 ４２ 家企业
的 ９３％ꎮ 基于此ꎬ海口高新区在雄厚的医药产业基
础上ꎬ重新在美安生态科技新城规划出 ２.８ 平方公
里建设“ 新药谷” 美安医药健康产业园ꎬ以满足目前
药谷医药企业的产能升级以及继续引进高新医药产
业项目落户海口ꎮ
美安医药健康产业园将以大健康产业为方向ꎬ
优化发展化学制药ꎬ重点突破医疗器械ꎬ积极扶持生
物制药ꎬ特色发展南药、黎药ꎬ培育发展医疗服务业ꎬ
创建环北部湾地区产业规模大、结构层次高、创新能
力强、影响范围广的生物医药产业新高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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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在逐步形成ꎬ国家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同盟医
药技术开发中心等一批医药研发机构先后进入海
口ꎮ
１.３

黎族医药简介
在海南民族医药中独具特色的是黎族医药ꎮ 黎

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ꎬ主要聚居在海南岛的中南
部ꎮ 黎族医药ꎬ是黎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医
疗实践中不断积累宝贵经验的总结ꎬ是中华民族传
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早在宋元时期ꎬ黎族民间
对草药的形态、功效、性味、采集、加工及分类就有了
比较全面的认识ꎮ 据统计ꎬ黎族的传统药物有 ８００

余种ꎬ常用草药有 ３００ 多种ꎮ 黎药具有其独特的地

域性ꎬ对药材的使用多限于本民族ꎮ 黎族民间认为ꎬ
草药的性、味、效源于土、水、火、气四行ꎮ 土为药物
生长之本ꎬ水为药物生长之液ꎬ火为药物生长之热ꎬ
气为药物生长运行之动力ꎮ 水土偏盛ꎬ药物味为甘ꎻ
火土偏践ꎬ药物味酸ꎻ土气偏践ꎬ药物味涩ꎮ 一般的
黎族群众都知道ꎬ在阳光强烈照射地方生长的草药ꎬ
它性能是燥热的ꎻ生长在阴凉地区的草药ꎬ其性能是
寒凉的ꎮ
黎族民间草药在恶性肿瘤、白血病和肝炎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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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杂症的治疗方面有独特的疗效ꎬ在风湿、跌打损

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明

伤、接骨、疟疾、结石、妇科病、伤寒、皮肤病、感冒等

确指出要“ 增强南药、黎药、海洋药物的自主研发能

方面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治疗经验ꎬ这些宝贵的用

力” ꎬ这为中国黎族医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极佳

药经验在现今的山区黎寨依然发挥着作用ꎬ例如非
常有名的三九胃泰、枫寥肠胃康片ꎬ就是用黎族的民
间验方牛耳枫、辣寥两味草药制成的成药ꎮ 牛耳枫
是樟科灌木ꎬ辣寥是寥科草本植物ꎬ都是黎族民间用
来治疗急性胃肠炎和伤食泄泻的ꎮ

的历史机遇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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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发展民族医药的优势
天然的气候与地理优势
海南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ꎬ降水丰富ꎬ阳光充

本文对黎药药效列举一二:天冬ꎬ将其捣烂外敷

沛ꎬ其适宜生长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极为丰富的动植

可以治无名肿毒ꎻ三叉苦ꎬ叶子能治胃病ꎻ鸡屎藤ꎬ将

物资源ꎮ 其中ꎬ植物资源的最大藏量在热带森林植

其烤热后ꎬ擦敷腹部ꎬ能治消化不良、胃胀等病ꎬ还可

物群落中ꎬ热带森林主要分布于五指山、尖峰岭、霸

以治癞蛤蟆毒ꎻ木棉花可以治骨折和脱臼ꎻ桃树可以

王岭、吊罗山、黎母山等林区ꎮ 丰富的植物资源使海

治肚子疼ꎻ油桐叶也可以治骨折和消炎ꎻ黄浆树治肝

南素有“ 天然药库” 之称ꎮ ４ ０００ 多种物中可入药的

硬化、肝腹水、乙型肝炎ꎮ
黎族医药不仅在药材使用上独具特色ꎬ治疗手
段也极具独特性ꎮ 例如ꎬ黎族医药还保留着砭术这

约有 ２ ０００ 种ꎬ 占 全 国 的 ４０％ꎬ 药 典 收 载 的 有 ５００

种ꎬ经筛选抗癌的植物有 １３７ 种、南药 ３０ 多种ꎬ其中
最著名的四大南药是槟榔、益智、砂仁和巴戟ꎻ动物

样独特的治疗方法ꎮ 砭术指的是用石头治病ꎬ砭术

药材和海产药材资源有鹿茸、猴膏、牛黄、穿山甲、玳

这一古老疗法到东汉已失传ꎬ时隔 ２０００ 多年后的今

瑁、海龙、海马、海蛇、琥珀、珍珠、海参、珊瑚、哈壳、

治疗方法还有拔火罐、火点、放血疗法、艾炙、热敷、

环境和丰富的生物资源与海洋资源是海南岛发展民

天ꎬ在黎医中间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运用ꎮ 类似的

牡蛎、石决明、鱼翅、海龟板等近 ５０ 种ꎮ 适宜的自然

按摩、药熏蒸疗法、佩药法、药熨法、药水浴、外敷法、

族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一个最重要的优势ꎮ

灯花炙法等等ꎮ 佩药疗法ꎬ是通过将药物挂在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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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部位ꎬ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外治方法ꎮ 将
无伞叶、猴子当叶、飞鼠、两面针叶、熊毛等药物混合
研成药粉后装入小布袋ꎬ佩挂在某些部位ꎬ起到防病
治病效果ꎻ药熨疗法是选用有芳香、止痛祛风、消肿
的中草药如山茶叶、山姜叶、土京、散血丹叶、夜来香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机遇
当今世界ꎬ老龄化是世界人口的普遍趋势ꎬ而中

国也步入了老龄化社会ꎮ 根据统计数据ꎬ截止 ２０１５

年底ꎬ中国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２.２２ 亿ꎬ占总人口
的 １６.１５％ꎬ这说明中国确实已步入老龄化社会ꎮ 而
医疗保健问题则成为老龄化趋势下的一个重大问

等数种捣烂后ꎬ搁于火灶里煨热ꎬ后取出在人体的脐

题ꎬ随着年龄增长ꎬ老年人的身体各方面机能逐渐下

部位反复来回熨ꎻ火针疗法ꎬ常用布伞钢线一截ꎬ长

降ꎬ越来越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ꎬ例如ꎬ高血压、糖尿

约 １０ ~ １２ 厘米ꎬ一端磨尖ꎬ一端安上木柄ꎬ 即成火

病和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等是中国老年人患病率最高

针ꎮ 使用时ꎬ先把尖的部分放在火炭里烤红ꎬ后蘸上

的几类慢性疾病ꎮ 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大健康产业既

蓖麻油ꎬ点火烧热ꎬ待火熄灭后ꎬ迅速点刺在治疗的

是挑战也是机遇ꎮ

部位上ꎬ此法常用于治疗瘰疠、腰腿痛症等ꎻ灯花炙

海南在旅游度假和休闲养老方面已领先全国ꎬ

疗法是用灯芯草蘸蓖麻油后ꎬ直接点燃在病位或穴

为发展医疗健康产业聚集了旺盛的人气ꎮ 据海南省

位上ꎬ以能听到嘶嘶响的声音效果为最好ꎬ常用来医

旅游委统计ꎬ２０１５ 年全省接待冬季各省市“ 迁徒” 海

治头痛、四肢麻木、风湿性关节肿痛等症ꎻ艾炙疗法ꎬ

南休闲、养生、养老的“ 候鸟” 人群达到 １１０ 万ꎮ 老

其作法是直接在皮肤上炙或淬药( 生姜法、蒜瓣、生

龄化人群还具有康复护理需求ꎮ 据国家有关机构调

盐) 炙ꎬ每次 １５ ~ ３０ 分钟ꎬ常用于治疗风湿胃痛症、

查ꎬ目前全国有康复需求的老年人约有 ７ ０００ 万ꎬ有

近年来ꎬ海南省政府把黎药的研究开发纳入医

老人来海南享受康复护理服务ꎬ一位老人每月护理

寒性病症ꎬ慢性病等ꎮ

药发展规划中ꎬ黎族医药成为海南省独具特色和最
具发展潜力的医药产业之一ꎮ 特别是在« 国务院关

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接近 ５ ０００ 万ꎮ 若全国有 １％ 的
支出按 ２ ０００ 元计算ꎬ每年仅老年人康复护理支出
就达到 １４０ 亿元ꎮ 老龄化人口的康复保健需求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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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将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成果提供了潜在的

俗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对某些疾病独具特

机遇ꎮ

色的治疗手段ꎬ这些独特的治疗经验是中国医药学

人口老龄化催生了一系列养老产业ꎬ扩大了对

宝库中的重要财富ꎮ 所以ꎬ海南岛的少数民族医疗

医疗保健的需求ꎬ这就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经验是海南省发展大健康产业和民族医药的重要优

机遇ꎮ 而海南岛以其优良宜人的自然环境及悠闲的

势ꎮ

人文风情将成为不少人养老休闲的首选ꎬ这种优势

２.５

一方面会进一步增加海南省健康产业的消费需求ꎬ

独特的海洋优势
海洋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藏ꎬ海洋所蕴藏着

另一方面ꎬ也是宣传与展示本省独有的民族医药的

的丰富的生物资源也在吸引着人们对其医药治疗效

极佳机会ꎮ

果的研究ꎮ 中国的海洋药物具有悠久的历史ꎬ比如

２.３

说ꎬ被誉为中医药宝库的« 本草纲目» « 本草纲目拾

旅游城市的优势
医疗旅游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ꎬ

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了降低医疗成本或者

遗» « 海药本草» 等ꎬ都有海洋药物的记载ꎬ在« 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ꎬ也收载了传统的海洋药物ꎬ有

追求新的医疗技术进行跨境医疗消费ꎬ受益方包括

海藻、瓦楞子、石决明、牡蛎、昆布、海马、海龙、海螵

医院、酒店、翻译、交通、航空、餐饮、保险、旅游景点

蛸等 １０ 余个品种ꎮ

等行业医疗旅游ꎬ是将旅游和健康服务结合起来的

而在当今世界ꎬ海洋药物是研发的热点ꎮ 目前

一种旅游形式ꎮ 医疗旅游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

中国已经有多烯康、角鲨烯、河豚毒素、藻酸双酯钠、

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ꎮ 世界医疗旅游业最发达的国

肝糖酯、盐酸甘露醇等多种海洋药物获国家批准上

家是泰国ꎬ除此以外ꎬ包括印度、印尼、哥斯达黎加等

市ꎻ中国产的海藻类药物如石莼、肠浒苔、鹿角菜、海

国目前均在大力发展医疗旅游产业ꎮ 中国香港与台

黍子、萱藻、海萝、叉枝藻及刺松藻等具有抗肿瘤作

湾地区也在大力发展该新品ꎬ但由于这两个地区的

用ꎻ海贝类及棘皮动物中亦含多种抗癌物质ꎻ蛤素、

人力成本较上述东南亚国家要高ꎬ故在收费上难以

鲨鱼油、海藻多糖等含有医治心血管疾病的活性物

与印度、泰国等抗衡ꎮ ２００７ 年ꎬ印度、泰国、马来西

质ꎮ 除此以外ꎬ中国还有多个海洋药物已经进入临

入合计高达 ３４ 亿美元ꎬ大约有 ２９０ 万外国人到这 ５

物研究单位和几百家开发、生产企业ꎮ

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５ 国的医疗旅游产业年收

床研究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国内已经有数十家海洋药
海南是四面环海的海岛城市ꎬ有着 ２００ 平方公

个国家进行观光旅游兼治疗ꎮ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旅游岛ꎬ海南省自身的优

里的海域ꎬ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省ꎬ资料显

势不仅仅在于对国内消费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ꎬ还

示ꎬ南海已知鱼类种数为东海的 １.４ 倍ꎬ为黄海、渤

在于它国 际 性 的 吸 引 力ꎮ 据 海 南 省 旅 游 委 统 计ꎬ
２０１５ 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５ ３００ 多万人次ꎬ比上

年增长 １１.４％ꎮ 作为旅游城市ꎬ海南每年都会接待
大量游客ꎬ这就为展示本省特色民族医药提供了很
好的机会ꎬ而巨大的游客接待量也是医药健康产业
潜在消费群体数量的一个保障ꎮ

２.４

民族分布优势
海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ꎬ除了汉族ꎬ少数民

海的 ３.５６ 倍ꎮ 资料显示ꎬ仅南海北部大陆架的鱼类

有 １ ０２７ 种ꎬ远高于东海的 ７２７ 种和黄海的 ２８９ 种ꎻ
而在南海大陆斜坡和南海诸岛海域也分别记录了
２０５ 种和 ５２３ 种鱼类ꎮ 而海洋繁盛的动植物ꎬ为制
造海洋药物提供了充足的原料ꎮ 迄今为止ꎬ海南发
现的海洋药用物种为 １ ０１０ 种ꎬ占全国的 ６２％ꎬ海洋
药物资源大省名副其实ꎮ 例如ꎬ海南有着极其丰富
的海洋生物毒素资源可供开发:藻类毒素、海绵毒

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１７.４％ꎬ而在少数民族中ꎬ黎族

素、贝类毒素、螺类毒素、河豚毒素等ꎬ不胜枚举ꎮ

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

海南省进一步发展大健康产业独特的资源优势ꎮ

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

２.６

人口最多ꎬ其次是苗族、壮族和回族ꎮ 主要分布在实

江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 ６ 个民族自治县和
享受民族自治地方政策待遇的三亚、五指山、东方 ３

市ꎮ 少数民族地区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

所以说ꎬ海洋所蕴藏的极为丰富的药用资源ꎬ是
政策优势
近年来ꎬ海南省政府积极推进以南药和黎族医

药为代表的民族医药产业化发展ꎬ扶植南药和黎族
医药龙头企业ꎮ 例如ꎬ在“ 十二五” 期间ꎬ海南省出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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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了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技术改造、增长奖励等

对本民族医药的认可度很低ꎬ甚至不愿意接受黎族

一系列扶持政策ꎬ促进了医药产业较快发展ꎬ医药产

医药的治疗ꎮ 从经济角度来看ꎬ经济欠发达的山区

业年均增速达 １３.５％ꎮ ２０１５ 年ꎬ全省 ６３ 家医药工业

及收入较低的群体ꎬ对民族药的认可度和依赖度高ꎮ

亿元以上企业 ３３ 家ꎬ实现利税 ３０.７２ 亿元ꎬ同比增

是不够ꎮ

企业产值 １５０.０１ 亿元ꎬ规模以上企业 ４３ 家ꎬ年产值
长 １４.５％ꎮ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黎族医药的知名度还
知名度尚未打响的后果就是目前黎药的市场

在“ 十三五” 期间ꎬ海南省政府印发了« 海南省

小、需求不足ꎬ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ꎬ只要加强对黎

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 十三五” 规划» 、« 海南省关于

族医药文化的挖掘与宣传ꎬ增强开拓市场的力度ꎬ将

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一系列重要

潜在的消费者、需求者转化为现实消费者ꎬ那么黎族

文件ꎬ对海南省医药发展规划上升到战略高度ꎮ 意

医药的市场将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增ꎮ

见提出ꎬ“ 十三五” 期间ꎬ海南将加快南药黎药海洋

３.２

药物研发ꎬ市县利用区域资源禀赋发展南药、黎药中

民族医药传承者不足
还是以海南黎族医药来分析ꎮ 黎族医药传承过

药材和初 加 工 业ꎬ 医 药 产 业 争 取 达 到 年 均 １３％ －

程中存在两个大问题ꎬ一个问题是ꎬ黎族没有本民族

上ꎮ

授主要靠口传身授ꎬ师徒传教ꎬ代代相传ꎮ 而黎族医

１５％快速增长ꎬ到 ２０２０ 年力争实现产值 ３００ 亿元以

文字ꎬ无法记录黎族医药知识ꎮ 黎族医药知识的传

目前ꎬ海南医药产业聚集效应初显ꎬ已形成以海

药知识在这种口头传授的传承过程中极容易产生误

口药谷为核心区ꎬ海口保税区、海口高新区、美国工

传、讹传和失传的现象ꎬ部分医药知识可能会在传播

业村和永桂、桂林洋等产业聚集区域组成的海口药

过程中遗失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黎族医药知识的

谷医药产业基地ꎮ 可见ꎬ良好的政策环境会给民族

传承和发展ꎮ

医药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力ꎮ
另一个 消 费 者 角 度 的 政 策 优 势 是ꎬ 国 务 院 于
２０１３ 年批复设立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另一个问题是ꎬ黎族医生目前也呈现出“ 老龄
化” 的特点ꎬ大部分介于 ６０ 到 ９０ 岁之间ꎬ极少有 ６０

岁以下的黎族医生ꎮ 多数年龄大的黎族医生由于身

区ꎬ赋予海南 ９ 项突破性的优惠政策支持ꎬ这是海南

体原因ꎬ已经无法亲自去上山采集药材ꎮ 虽然具有

次出台又一战略举措支持海南经济社会发展ꎮ “ 先

医生却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ꎬ其后果是ꎬ依照国家

疗旅游服务、低碳生态社区和国际组织聚集为主要

医生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ꎮ 而且ꎬ黎医行医治病

在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 ３ 年后ꎬ国家再

几十年治病救人的临床经验ꎬ这些年龄偏大的黎族

行区” 通过国务院批复ꎬ标志着中国首家以国际医

« 执业医师法» ꎬ他们不具备行医资格ꎮ 这样ꎬ黎族

内容的国家级开发区宣告成立ꎮ 以此为基础ꎬ海南

没有固定的价格标准ꎬ邻里乡亲前来问症ꎬ基本都是

在全国率先提出把医疗健康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加快

象征性的收费甚至免费ꎬ这就造成黎医的收入很低ꎬ

推进ꎮ

甚至许多黎医无法仅靠行医来维持生计ꎮ 尽管从事

３

着一项治病救人的职业ꎬ黎医的社会地位却不高ꎬ低

３.１

面临的挑战

收入的同时却要承担较大的医疗风险ꎮ 这样的情况

民族医药目前需求不足

使其子孙看不到从医事业的光明前景ꎬ所以不愿意

以黎族医药来分析ꎬ目前在海南岛本省ꎬ人们在

继承自己民族的医药事业ꎬ因而黎族医药陷入后继

生病时基本还是会选择西医或中医治疗ꎬ除非处于

乏人的窘境ꎮ 传承人数的缺乏是民族医药发展的一

黎族分布区或经口口相传知道黎医黎药的有效性ꎬ

个很大的局限ꎮ

才会去选择这种少数民族的治疗方式ꎮ 而即使在黎

４

族聚居区域ꎬ对黎药的认可度也略有不同ꎮ 从地理
环境来看ꎬ越是偏僻乡寨的黎族百姓ꎬ对黎族医药的
依赖和认可度越高ꎬ反之越低ꎮ 从年龄来看ꎬ老年人

４.１

加快地区医药成果转化应采取的措施
壮大民族医药队伍ꎬ并提升队伍素质
为了适应广大消费者及市场的需求ꎬ民族医药

对黎族医药的认可度显著高于年轻人ꎮ 甚至有不少

工作者应该持续不断地学习并实践ꎬ不断提高自身

黎族老人从未接受过西医西药治疗ꎬ而部分年轻人

的素质来为患者服务ꎬ以便更好地应对现代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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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技术的发展ꎮ 同时ꎬ正如前文所提到的ꎬ民族医药发

了民族医药的知名度ꎬ吸引了医疗的消费者ꎬ这两个

展中存在从业者不足的困境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政

行业相互促进ꎬ其结果是带动了经济效益ꎬ把民族医

府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壮大民族医药队伍:( １) 在

药文化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ꎬ对少数

海南省高校或医科学校开设有关民族医药的课程ꎻ

民族地区的脱贫脱困更是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ꎮ

(２) 建立专门的民族医药工作协会来处理一些日常

４.４

其在其市场需求不足的时候ꎻ( ４) 定期组织民族医

族医药走出深山民寨ꎬ让普通的医学研究者与大众

药工作者相互交流学习ꎬ积极发挥民间黎医能手的

对民族医药的特性、疗效有所了解ꎬ就要保持民族医

“ 传、帮、带” 作用ꎬ培养出更多民间黎医能手等等ꎮ

药学宝库的开放性与共享性ꎮ 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

好地发展ꎬ更好地为社会服务ꎬ大健康产业的建设工

更新的医药数据库ꎬ这也恰恰符合“ 互联网 ＋ ” 与“ 大

事务ꎻ(３) 保障民族医药工作者的生活待遇问题ꎬ尤

只有培养出这个领域的人才ꎬ民族医药才有可能更
作才能更加顺利ꎮ
４.２

搭建互联网平台实现民族医药信息共享
要想实现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与发扬ꎬ必须让民

展的今天ꎬ完全可以搭建一座开放、数据共享、不断
数据” 的时代主题ꎮ

建立和完善民族医药的制度法规

以海南黎药为例ꎬ可以搭建信息平台分享药材

民族医药的规范化发展需要有合理的制度来约

药性、种植事宜以及黎药药房ꎮ 关于这一点ꎬ已经有

束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团队作出了贡献ꎬ根据报道ꎬ中国热科院热带生物技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 中华

术研究所、品资所ꎬ农业部热带作物生物学遗传资源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ꎬ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利用重点实验室以及海南省黎药资源天然产物研究

医药的重视ꎬ也说明国家意识到健全而又完善的法

海南黎族同胞聚居的 １１ 个市县的 １０５ 个黎族山寨ꎬ

中医药法的正式颁布反映出中国对中医中药及民族
律法规是医药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ꎮ 所以ꎬ要想
保证民族医药产业的科学发展、规范发展ꎬ海南省也
要不断完善关于民族医药的制度建设ꎬ从民族医药
的保护、药材的种植( 养殖) 、交易以及药剂的制作

与利用重点实验室的 ３８ 名研究员历时 １１ 年ꎬ踏遍
走访乡间黎医ꎬ收集民间验方ꎬ出版了« 黎族药志»

和« 海南黎族民间验方集» ꎬ 建立了黎药资源种 质
圃ꎬ保存了 ５１１ 种黎药药用植物ꎬ构建了海南黎药资
源数据共享平台ꎮ 今后所要做的ꎬ是加大对数据库

等等各个环节不断规范与完善法律法规ꎬ既是对民

或信息平台的多方位建设ꎬ不断扩充和更新关于黎

族医药的保护ꎬ也是对医药消费者的保护ꎮ

药的知识信息ꎬ让古老的民族医药文化在“ 互联网

４.３

提高大健康产业建设水平ꎬ带动其他行业发展
发达的医疗健康产业建设将带动本地购物、教

育、文化、金融、信息、房地产等服务业转型升级ꎮ 以

＋” 和“ 大数据” 的时代主题下迸发新的活力ꎮ

４.５

保护药材种植基地的环境ꎬ保障药材质量

海南的生物资源虽然丰富ꎬ但毕竟总量有限ꎬ而

房地产为例ꎬ如果把健康服务、健康管理、康复护理

且海南在自然状态上作为一个孤立的岛屿ꎬ其生态

融入到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中ꎬ将明显提升传统

系统具有脆弱性ꎬ一经破坏ꎬ很难恢复原貌ꎬ随之发

房地产的品质和使用价值ꎬ从而盘活空置房地产ꎬ提

生的就是某些生物资源的破坏乃至灭绝ꎮ 以野生黎

高海南房地产业抗风险能力ꎬ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药资源为例ꎬ由于长期过度采伐利用ꎬ野生的黎药资

作为国际旅游岛ꎬ海南在自然气候环境、地理条

源如胆木、裸花紫珠、贯众、角花等可以说是越来越

件及政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ꎮ 海南应该大力

稀少ꎮ 如果没有质量上乘的药材ꎬ黎族医药的发展

挖掘具有本省特色的医药文化ꎬ尤其是少数民族医

也会受到限制ꎮ 所以ꎬ开发药物资源的同时必须要

药文化ꎬ比如黎医文化ꎬ加强旅游业与医药业的配

注意保护生态系统ꎬ合理、有规划地开发资源ꎬ要做

合ꎬ同时严加规范旅游业和医药行业的运行ꎬ把民族

到既能够在开发中保护ꎬ又在保护中开发ꎬ保持自然

医药文化作为一个宣传点ꎬ研究并开发相应的旅游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ꎬ也是保护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

主题以及旅游线路ꎬ譬如养生保健旅行、黎族医药文

展ꎮ

化体验等等ꎬ一方面ꎬ可以通过这种养生保健的旅行

另一方面ꎬ要保护药材所生长的自然环境ꎬ使其

主题吸引更多的游客ꎬ为旅游行业带来更大的流量ꎻ

免受土地污染、河水污染或海域污染的遭遇ꎬ因为生

另一方面ꎬ通过对民族医药体验的口碑的传播ꎬ提升

物在生长过程中ꎬ要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进行物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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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交换ꎬ因此污染物会被吸收进入生物体内ꎬ而这些
受污染的生物在被作为药物来使用时ꎬ不仅药性会

植( 养殖) 、规模种植( 养殖) ꎬ在提高药材质量的同
时ꎬ注意控制成本ꎮ

受到影响ꎬ而且携带的污染物也会进入人体ꎬ影响人

从几个方面来看ꎬ就是要大力开展关于民族医

体的健康ꎮ 所以ꎬ要合理规划的药物种植与开采ꎬ加

药产业核心技术的攻关与核心关键技艺的研究ꎬ加

强对药材生长地自然环境的保护ꎬ严格控制污染的

快民族医药高技术产业的产业技术开发ꎬ加快产业

排放ꎬ以此来保证药材资源的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ꎮ

结构的优化升级ꎬ加速研究产业技术标准的确立ꎻ建

４.６

立先进的民族医药工程技术创新人才ꎬ促进重大科

对技术进行创新以促进民族医药的现代化发

展

技成果的运用与转化ꎬ提升行业的科技水平ꎻ组建新
技术在民族医药行业的体现主要环节有种植培

型的研发团队ꎬ团队的创新能力以及理论成果转化

育、有效成分的提取和药剂的合成与制造ꎬ一方面ꎬ

能力ꎬ构建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ꎬ为民族医药的科学

技术创新要求相关资金投入充足ꎬ另一方面ꎬ要求高

创新成果转化提供持续的高水平技术支撑ꎮ

校和研究部门往更深更广处研究ꎮ 比如说ꎬ目前已
有一些对传统黎药的创新果实ꎬ如海南省科研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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