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回歸十五年，政策偏重 「虛擬經濟」，忽
視 「實體經濟」。再加上作為一個外向型經
濟體系，外圍有什麼風吹草動，香港必首當

其衝。要徹底改變這種自主能力備受抑制的情況，
香港應重新調整它的經濟重心，以求在 「虛擬」和
「實體」之間取得平衡。要達到這個目的，香港必

須為 「實體經濟」進行固本培元。扶植具優勢的產
業為香港經濟開拓新領域。

不能 「捨本逐末」
2009 年政府提出要發展 「六大產業」，其中

「中藥檢測認證」與其他行業的 「檢測認證」被指

定為其中一個重點推動的產業。本會認同政府對
「檢測認證」領域發展的支持，因為它是中醫藥範

圍內的一個重要環節。但當時本會也指出，政府是
項舉措難免有 「見樹木不見森林」之嫌。政府不去
發展作為 「主體」的中醫藥行業，而只單獨去發展
它其中的一個環節，可謂 「捨本逐末」。如中醫藥
行業不發達， 「中藥檢測認證」又如何發展得起來
呢？所以按照邏輯，發展 「中藥檢測認證」的前提
是要首先大力發展中醫藥行業。行業一旦蓬勃發展
起來，綱舉目張， 「中藥檢測認證」及其他附屬行
業的發展自然興旺起來。

從這個例子可見，中醫藥行業本身擁有一個龐
大的產業群，就如汽車業和電子業一樣，既有產業
鏈，亦有旁枝的支援行業。這個中醫藥複合體一旦
崛起便會惠及附屬於它的整個產業群。龍頭一動必
然風捲雲起，整條產業鏈便會活起來。因而可創造
大批就業機會。此外，中醫藥行業帶來的社會裨益
也是其他行業少有的。因為中醫藥能夠促進市民的
健康，提高生活質素。香港的中醫藥發展，無論在
經濟或民生都可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益處。

新興產業潛力無窮
今天，中醫藥正在進行一場從 「傳統」邁向

「現代」的大改革。從這個觀點來看，中醫藥是

一個正在崛起的 「新興產業」，潛力無窮。而在
這個從 「傳統」向 「現代」的轉化中，科學是它
的關鍵性催化劑。常用中草藥上千種。再加上複
方。其可供研發項目的數量及它們的發展潛力幾
乎可視為無可限量。此外，中醫的理論，醫術及
治則更蘊藏着深奧的智慧，亟待現代科學參與發
掘、加以理解和發揚光大。與上一世紀不同，廿
一世紀的醫藥科技已具備可以大規模和迅速地研
究中醫藥的能力。香港在這方面的專業能量、資
源和人才都已相當完備。

中醫藥科研發展是中醫藥行業、專業和教育發
展的一部分。所以政府必須先訂立宏觀的中醫藥發
展政策才具體地發展中醫藥的科研。否則目標不清
，事倍功半，費時失事。

以下是本會對中醫藥科學在本港發展提出的觀
點，僅供議員參考，冀讓中醫藥得以發展，為市民
大眾帶來更健康的生活和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

1.中醫本體的研究

政府須撥出一定分量的資源推動研究，確保中
醫本體獲得充分的維護和傳承。研究可以現代醫學
和生理學等學科對中醫的臨床機理展開研究，為中
西醫學結合了解鋪路。有利將中醫融入現有醫療體
系和邁向 「大同醫學」 的理想。

2.傳統中藥方劑的研究和開發

不少有效方劑的組方，炮製方法、藥材用料的
控制及臨床藥理等各方面的原理，目前為現代科學
理解存在困難。深入研究將可為中藥現代化帶來新
的思路，以及開拓功效更顯著的新藥和保健食品。

3.循天然藥物途徑研發中藥

中醫藥的經典論著的醫案和藥方，為研究人員
提供無窮的啟示。世界聞名治瘧疾的青蒿素和治血
癌的二氧化砷（砒霜的主要成分亞砷酸對急性早幼
粒細胞白血病的療效）就是按着這些線索開發出來
。天然藥物一般成分結構較簡單。對非傳統中藥發
展及走向國際市場來說是一個容易突破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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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據中醫藥理，鹹味功能滋陰。陰虛火旺症候，如
用食鹽醃製瘦豬肉，藉豬瘦肉的纖維質和蛋白質有補血
養陰的功效，而加強它的滋陰制火效能。

蠔豉，即是牡蠣肉曬乾抽出水分的乾製品。按據中
藥辭典：牡蠣僅是鮮蠔的貝殼，已可平肝潛陽，用於肝
陽上亢，頭暈目眩以及肝風內動，驚癇肢搐等症已很著
名，再加用含豐富營養成分的瘦豬肉作食療，更有滋陰
降火的作用。因為蠔豉性味甘、鹹、平，功能滋陰養血
。

《醫林纂要》說： 「蠔乾能清肺補心，滋陰養血
。」又：《食經》云： 「治夜不眠，意志不定。」可
見廣東人喜歡吃蠔豉，不只是貪圖美味，實際確有補養
的價值。

皮蛋，是用含量很重的磷酸鈣和氯化鈉的石灰醃製
鮮鴨蛋而成。有斂虛熱、降虛火的功效。將皮蛋、鹹瘦
肉、蠔豉三物配合富有蛋白質的腐竹和富有澱粉質的食
米，煲足兩三小時而食，對治虛火上炎確有良效。

為響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每年五月舉辦的 「香港國際博物
館日」，香港浸會大學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將於本周
六、日（五月十九至二十日）舉行開放日，並舉辦四場 「親子
中醫針灸小學堂」工作坊，希望提升大眾市民對中醫藥的認識
和興趣，歡迎有興趣人士報名參加。

參加人士除了可透過講座、導賞和互動遊戲概括認識人體
穴位分布外，更可在博物館內嘗試用秤在百子櫃 「執藥」、進
行模擬舌診活動，一嘗當中醫師和中藥配藥員的滋味，藉此加
深對中醫藥及針灸發展的認識和了解。

中醫藥博物館開放日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九至二十日（星期六至日）
地點：九龍塘浸會大學道七號賽馬會中醫藥學院大樓地下
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開放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工作坊時間：上午十一時至中午十二時半；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語言：粵語 費用：全免
查詢及報名：浸大中醫藥學院（電話：34112904）
網址：http://scm.hkbu.edu.hk/tc/news_and_events/index_id_

246.html）
國際博物館協會自一九七七年起，將每年的五月十八日定

為 「國際博物館日」，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於每
年五月中旬舉辦 「香港國際博物館日」，向市民推廣博物館的
活動及服務，以及喚起公眾關注博物館在社會的重要角色。今
年的主題為 「蛻變世界中的博物館：迎接新挑戰、啟發新思維
」，希望藉此引發公眾思考博物館在高速變遷的社會中及新媒
體多元化年代所擔當的角色。

肝病網站供專家患者交流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電】由家庭醫生在線與南方醫院

強強聯手推出的國內最專業的肝病網站，日前正式上線，成
為肝病專家患者無縫交流平台。由中華醫學會感染學分會候
任主任委員、南方醫科大學肝臟病研究所所長金林教授擔任
主編。據悉，此舉成為全國首個由著名專家任主編的肝病網
站。

據悉，整合家庭醫生在線和南方醫院肝病中心的優質資
源推出的肝病網站，不僅是傳播肝病知識的權威平台，也是
眾多專家與億萬網民直接交流的便捷途徑。它將從南方醫院
出發，延伸到全國，讓全國知名肝病專家為廣大肝病患者提
供權威的國際前沿信息。

肝病網站闢出多個板塊，全面滿足網民的需求，除最新
肝病資訊、肝病治療及護理保健知識的發布外，更重要的是
網站能夠提供直接滿足肝病患者治療需要的醫療服務。其中
的掛號功能既可以直接掛到廣東地區34家醫院的專家診號，
還可以掛到南方醫院肝病中心眾多專家的預約加號，這是專
門為肝病網站的註冊網民提供的特別服務。

目前，這一肝病網站集結南方醫院肝病中心專家、顧問
團專家等強勢專家資源，為肝病患者提供了與肝病權威專家
直接無縫交流的平台，為肝病患者的各種疑難提供最權威的
解答。該網肝病論壇各班版主由南方醫院感染中心的各專家
親自擔任，在線指導網友的各種肝病問題。

新華社華盛頓電：日本一個研究團隊
在美國《內科學文獻》網站上發表論文說
，他們完成的小型臨床試驗顯示，針灸可
能有助緩解慢性阻塞性肺病（慢阻肺）患
者的呼吸困難症狀。

研究人員將 68 名有呼吸困難症狀的
慢阻肺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其中一組患者
每周接受針灸治療，針灸部位為手臂、後
背、胸部以及腿部可能與哮喘及其他肺部
疾病有關的穴位，對照組則接受虛擬針灸
治療，針頭實際上並未刺入他們的皮膚。
在為期 12 周的試驗期內，兩組患者繼續
服用此前已在服用的慢阻肺藥物。

開始治療前以及治療結束後，患者都
進行6分鐘的步行測試，研究人員據此衡
量他們在這一時間段內的步行距離，並利
用儀器測量他們的呼吸情況。在測量表中
，零代表呼吸良好，10 代表嚴重呼吸困
難。數據顯示，接受針灸治療患者的平均

數值由最初的5.5下降至1.9，平均步行距
離由 370 米提高到 440 米；對照組中，相
關數據和步行距離均無太大的變化。

當前慢阻肺的典型療法包括類固醇、
支氣管擴張藥物以及呼吸鍛煉。研究人員
說，需要更大規模的長期研究來進一步驗
證針灸對慢阻肺患者的益處。

能改善患者呼吸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教授喬治．劉易斯

在一篇文章中說，日本研究人員的試驗表
明，針灸能改善慢阻肺患者的生活品質，
這種療法似乎有助患者放鬆胸壁上的肌肉
，讓患者更容易呼吸，從而達到傳統治療
手段所追求的療效。

慢阻肺是一種不可逆的肺部疾病，常
見症狀是呼吸困難、痰過多以及慢性咳嗽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慢阻肺可以預防，
但目前無法治愈。治療有助減緩病情發展

，但這一疾病通常在一段時間後逐漸惡化
，導致患者肺功能下降，死亡風險加大，
並伴隨嚴重焦慮。

京啟動中醫藥文化建設年
北京市 「中醫藥文化建設年」活動日前在地壇中醫藥健康

文化節上啟動。
北京市中醫管理局局長趙靜在啟動儀式上介紹，中醫藥文

化建設年活動將覆蓋北京市16個區縣、中醫醫院、研究院所
和企業、學校、社會等多個領域，同時將開展 「中醫藥健康文
化區縣行」 「中醫藥健康文化示範社區建設」 「開辦中醫藥健
康文化講堂」和 「中醫藥非物質文化遺產推進」等九大活動。

趙靜介紹，北京市東城區是 「國家中醫藥發展綜合改革試
驗區」， 「中醫藥文化建設年」活動將以此為契機，通過特色
活動，將中醫藥文化融入市民社會生活、休閒、旅遊當中，增
強中醫藥文化的軟實力和影響力。

由教育部高等學校中醫學教學指
導委員會主辦，山西中醫學院承辦，
山西振東醫藥集團協辦的 「振東醫藥
杯」首屆三北地區中醫大學生臨床能
力競賽，日前在山西中醫學院舉行。
天津中醫藥大學、山西中醫學院等來
自華北、東北、西北等地區的 13 所
中醫院校的 52 名精英進行了各種中
醫技能競賽。教育部高等學校中醫學
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工程
院院士張伯禮，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山西中醫學院院長周然出席開幕式。
競賽以 「強化中醫思維，強化實

踐教學，強化基本知識運用，培養大
學生中醫臨床綜合能力」為宗旨，以
學生普遍參與受益為原則，以中醫學
專業學生在基礎知識、基本能力和職
業態度等方面的綜合素質為主要考察
對象。題目包括中醫學基本理論與知
識、方藥知識、舌診與脈診技能、中
醫外科技能、針灸推拿技能、臨床接
診與醫患溝通能力等6個環節。

貴陽擬建中藥材批發市場
【本報記者杜錦霞貴陽電】通過對貴陽市中藥材產業發

展情況的實地視察，貴陽市人大常委會專項視察組指出，應
加快在貴陽建立中藥材批發市場的工作進度。

據了解，貴陽市目前共有藥品生產企業87家，藥品批發
企業93家，藥品連鎖企業10家，藥品零售企業1453家，醫療
機構3300餘家。其中，中藥製劑生產企業佔藥品生產企業的
92%，藥品生產企業和藥品批發企業佔全省一半以上，對藥材
的需求量、藥材銷售量和醫藥工業生產總值均列全省之首。
加之近年來貴陽內外交通網絡的進一步優化，物流業基礎加
強，為貴陽市中藥材市場的培育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致「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意見書—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降虛火清熱氣

鹹瘦肉鹹瘦肉蠔豉蠔豉皮蛋皮蛋

輔治 虛火上炎，引致頭痛或牙齦
腫痛，或口舌糜爛，或咽喉腫痛等並非
帶菌性的口腔發炎症候。

材料 醃鹹瘦豬肉四兩（一百二十克），
串曬蠔豉二兩（六十克），松花皮蛋兩隻。

製法 純淨瘦豬肉用食鹽鋪勻，乾醃隔夜
取出，洗去肉面食鹽；蠔豉略洗；皮蛋剝去外
殼，剖開為兩份；清水四大湯碗，加入白米約
五十克，已撕片的腐竹約五十克，連同瘦肉、
蠔豉、皮蛋，放入高身湯煲內，以普通火候煲
約二小時半，取出鹹瘦肉切小片，撕為肉絲，
再放回粥煲裡略滾食之。

食法 每天吃兩次至三次，每次吃兩飯碗
。可連食數天。

間向有鹹瘦肉、皮蛋粥治虛火，清熱氣
的習慣。特別是廣東人，差不多家傳戶

曉，都知道可作虛火牙痛和口舌糜爛的食療
。本地粥店和酒樓日常也有鹹瘦肉皮蛋粥售
賣。不過，粥店和酒樓火候不夠，甚而鹹瘦
肉和皮蛋很少在粥裡同煲，只是後加入粥；
而且沒有加入蠔豉同煲，食療功效大打折扣
。還是自己依法煲粥具較佳食療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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