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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全國溫病論壇舉行

中醫藥訊息中醫藥訊息

中
醫
藥
動
態
專
題

中
醫
藥
動
態
專
題

特特寫寫

藥港」曾在香港 「講」了十五年，花費數億元，
效益乏善可陳。連它唯一具象徵性的機構 「賽馬

會中藥研究院」最終亦被當局取締。
由於當時 「中藥港」（官方稱 「國際中醫中藥中心

」）的成立構思及發展過程透明度不足，外界因而知之不
多。再加上某些傳媒發放大量負面宣傳，渲染 「中藥港」
為 「假大空」，使得大眾對 「中藥港」的稱號抱有成見。
但筆者認為只要實事求是地推行， 「中藥港」不失為一個
彰顯香港中藥優良本質的稱號。

十多年後為什麼又再重提中藥港？原因很簡單：面對
今天內地中藥及中藥材質量的良莠不齊，甚至監管失控，
香港具備資源和優勢抗拒這股逆流，並可藉此機遇打造出
一個 「優質中藥港」。

藥材品質監管失控
據《新華網》2月13日報道（節錄）： 「在江蘇省第

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小組討論上，江蘇省人大
代表、常州市中醫院院長張琪提出的議案披露在國家標準
中明確炮製標準的藥材僅佔全部藥材的 2.7%，中藥飲片
品質令人堪憂。此外，中藥飲片不合格率一直高於西藥和
中成藥。藥品稽查查出的案件中，48%涉及中藥飲片。」

上述報道反映出內地中藥材品質監管的失控程度令人
觸目驚心。如再加上過去十年來各地陸續報道中藥材的造
假、摻雜、熏磺、漂白、提空、加重等不法手段的層出不
窮，老百姓對內地中藥材的信心早已喪失殆盡。中藥材品
質監管失控所產生的骨牌效應最終極有可能會摧毀全球中
醫藥行業。若大家不奮起 「救亡」，中醫藥可能會在一、
二十年之內被徹底毀滅。諷刺的是：三十年代國民政府擬
取締中醫的苛政，竟然有可能在80 年後由中醫中藥行業
自己來執行。

須從源頭抓起
今天內地市場上瀰漫着 「買平買靚不理安（全純）正

」的風氣。據聞，連一些中醫院的採購策略也是這樣。在
源頭和上游的農民、收購商和分銷商吼準這種心理便刻意
造假牟取暴利。不管有效無效，安不安全，橫豎目前還沒
有簡易機制可檢測藥材的安全性、純正性和有效成份。另
一方面，國家幅員遼闊，要認真管起來也不容易。況且民

風不古。若要將藥材在經過多層人手後送到消費者面前時仍保持完整無瑕
，談何容易？

內地做不到的香港可以做得到嗎？香港人 「買平買靚不理安正」的傾
向與內地同胞無異。事實上亦不能怪他們。因為在一般市場上誰也無法確
認 「安正」。在缺乏簡易識辨 「安全」和 「純正」的方法情況下，無可奈
何的消費者亦只能唯有追求 「平」、 「靚」而已。別無他法。

香港檢測認證有市場
針對這種情況，香港政府在 2010 年成立了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Center of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CtC）」。並在其轄下組織了 「推動
中藥行業檢測和認證服務小組」。小組的使命正是要為在港銷售的中藥材
確定什麼是「安正」。並為個別產品在進行檢測認證後頒發證書和標記以資
識別和確認。

一旦香港的消費者學曉如何按 CDC 標記的含意來評價藥材的客觀
「價值」，市場機制亦自動起作用。消費者便可按 「價值」來作交易決定

，而不需再依靠所謂 「老字號」的品牌或售貨員的口才來議價。在這個新
機制之中，買賣雙方的交易力量由於客觀 「價值」資訊的出現而對調或攀
平。消費者現在可用手中的現金來選擇和主導產品品質的要求。市場亦可
逐步脫離藥材 「買賣雙方盲目交易」的時代。

就算 「標記藥材」一般價錢較高，只要它們來源清晰、質量明確、物
有所值，相信港人是願意花錢買的。 「自由行」人士亦何不如是。香港地
方雖小，但市民質素高，消費能力較強，社會運作亦上軌道，所以香港作
為試點來銷售經檢測認證的優質中藥材，成功的機會應比內地大。一旦本
計劃在港成功推出，國內外市場應是無遠弗屆。一個全新、透明度高的藥
材市場便會在香港率先發展起來。為香港可帶來的裨益實不容低估。

「安正」不能空談，必須從上游源頭抓起。在數年前，困難還是較大
。但是近年來各方面的條件較成熟。以前做不到的現在可以辦到了。例如
產地的GAP、炮製包裝的GMP、藥材檢驗，倉庫管理、物流等等各個環
節現在都可以達到一定的水平，使得藥材可以直接從產地運來香港而中間
再無需經過中間人，完全免卻運輸途中的污染機會。成功的關鍵視乎企業
本身的管理運作是否完善和內地合作夥伴的誠信和操作水平。

行業共創優質市場
在改革開放前，香港執環球中藥材市場牛耳。隨後市場不斷萎縮。重

建 「優質中藥港」，還要看中藥行家們的眼光、決心和魄力。就以香港中
藥業本身的實力而言，要打造一個 「優質中藥港」，能力應綽綽有餘。亦
無需等待政府制訂政策來推動。希望行家們抓住機遇，與內地殷實藥材基
地合作，共創新穎優質藥材市場。

沒有優質藥材就如無米之炊，一切都只是空談。一旦藥材的安全性、
純正性、含量和功效獲得確切的保障，我們才具備基礎來討論中醫藥更高
層次的發展。有關的範疇自然包括中醫藥科研，新產品開發，養生知識推
廣、中醫藥優化教育和中醫融入公共醫療體系等各方面。

期望特區新一任政府如能上任後，從速落實其《政綱》中成立 「中醫
藥發展委員會」的建議，集合各方專家、有關專業和團體以及公眾人士的
意見，放棄前人閉門造車的作風，訂立香港中醫藥發展的具體政策，大家
出謀獻策，早日為這個直接關乎本港經濟民生的大板塊，制訂一個高瞻遠
矚、實際可行的策略。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電】中華中醫藥學會海外中醫藥師註冊
認證工作委員會換屆會議日前在廣州舉行，會議選舉產生了第二屆
委員會。新當選的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盧傳堅教授表示，經過前期
籌備，海外中醫藥師註冊認證工作已進入實質性進展。從今年起啟
動註冊認證工作，並從港澳台及澳洲、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率先開
展，藉此提高海外中醫藥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和水平，突出中醫藥
優勢和特色，推動中醫藥國際化進程。

中華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李俊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
醫師資格認證中心主任王北嬰、廣東省中醫藥局副局長李梓廉、廣
東省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金世明等出席。

海外中醫服務缺執業規範
盧傳堅認為，中國是中醫藥的發源地，目前中醫藥的國際影響

和地位不斷提高，中醫藥的從業人員不斷增多。為了提高海外中醫
藥學術水平和服務質量，早在2007年，中華中醫藥學會海外中醫
藥師註冊認證工作委員會掛靠廣東省中醫院成立了，此舉開啟海外
中醫藥從業人員資格准入和認證的新的里程碑。經過3年多的建設
，在機構建設、組織管理、運行模式、網絡建設及內涵建設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不過，從海外中醫藥服務目前的現狀看，主要存在三大問題：
一是從業人員接受正規系統的中醫教育的比例較低。二是海外中醫

藥教育機構尚不成規模，特別在實踐教育和繼續教育方面遠遠不能
滿足世界各地中醫藥從業人員培訓的需求。三是海外中醫藥從業人
員的執業水平參差不齊，缺乏執業規範。

目前，海外中醫藥師培訓和資格認證尚有很大發展空間。目前
全世界都非常重視國際化教育的發展，中國教育部也啟動了 「留學
中國計劃」，這給中醫藥教育的國際化工作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海外中醫藥資格認證工作對於提高海外中醫藥學術水平和服務質量
，突出中醫藥優勢和特色，推動中醫藥國際化進程，提高中醫藥國
際競爭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由於目前專門針對海外人員的中醫藥資格認證尚屬空白，因
此委員會的工作還面臨着許多困難和挑戰。下一步將加大在海外的
宣傳力度，進一步完善認證對象、流程、培訓考核等委員會的主要
工作流程和相關制度，進一步吸引海外認證的生源。」盧傳堅強調。

交流合作共建認可平台
盧傳堅表示，中華中醫藥學會海外中醫藥師註冊認證工作委員

會的主要任務是為海外中醫藥從業人員開闢公平公正合理、經濟便
捷有效的學習途徑和認證途徑，同時承擔開展中醫藥繼續教育，開
展與國際及港澳台學術交流與合作，開發和推廣中醫藥科技成果，
出版中醫藥學術技術、信息、科普等期刊、圖書及音像製品等工作
。目前，亟需考慮開展的工作有六大方面工作：

望、聞、問、切、推拿、針灸……具有千
年傳統的中醫療法正在世界各地颳起一

陣無毒、無副作用的 「綠色醫療」風，吸引越
來越多的外國人加入到學中醫行列。馬來西亞
籍的王家姊妹王愉珮、王妤珊就是其中的一對
，她們目前在山東省中醫藥大學，流利的漢語
使得這對姐妹在中國的學習和生活得心應手。

談起學習中醫的緣由，王愉珮說： 「小時
候父母帶我去看中醫調理身體，當時就覺得中
醫好神奇，好特別，只要扎幾根細細的銀針，
就能解除痛苦。因此讀大學選科時我就選擇了
中醫科，在馬來西亞學習了 4 年後，便來中國
留學深造。」

在中國完成大學第五年的實習和碩士學位
學習，王愉珮將於今年6月畢業回國，10月份
她將以中醫師的身份由馬來西亞赴印度進行義
診。

深受姐姐影響的王妤珊也做了相同的選擇
，目前正在讀碩士。王妤珊認為，中醫對調節
身體有意想不到的療效，她用自己作為例子向
記者介紹，曾經的她體弱多病，最嚴重的時候
，半年要住4次醫院，還有哮喘症。學習中醫
後，她把自己當成第一個病人，通過中醫調理
、治療後，近幾年身體狀況改善，哮喘病也沒
有發作過。

王妤珊對中醫未來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她對記者說： 「中醫在治療中風後遺症、肌肉
疼痛、腱鞘炎等疾病上具有西醫不能替代的療
效。同時，中醫本着整體觀念，還可對新發的
一些疾病進行及時治療，這在預防傳染病方面
有很大幫助，隨着各國對中醫認同的不斷提升
，中醫會為醫學界做出更多貢獻。」

王家姐妹興奮地對記者說，山東是中醫醫
聖扁鵲的故鄉，是中醫科、尤其是針灸科的發
源地，能在醫聖家鄉學習中醫，感到很榮幸。

據王家姐妹介紹，在馬來西亞中醫是冷門
學科，很少有人學習，但隨着中醫在世界影響
力不斷的增加，馬來西亞的公立醫院也開始設
置中醫科室，政府正在籌備通過有關中醫行醫
方面的立法。

談及未來的生活，王家姐妹表示，將會回
到馬來西亞做中醫師，把在中國學習到的中醫
技能用到治病救人上。

中新社 李欣

全國溫病論壇暨溫病辨治思路臨床應用高級研修班日前在京舉行。論壇由
中華中醫藥學會、北京中醫藥大學主辦，北京中醫藥大學孔光一名醫傳承工作
站、北京中醫藥大學研究生會承辦。

此次論壇以促進溫病學學術發展，提高其診治思路及臨床應用，搭建開放
性、高層次溫病學學術交流平台為宗旨，力求理論與臨床緊密聯繫，加強理論
對臨床的指導。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谷曉紅、彭建中，北京中醫醫院教授劉清
泉分別以薛生白關於濕熱病症的辨治及其臨床應用，溫病學理在慢性腎病辨治
中的應用，從經典談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臨床研究為題演講。北京中醫藥大學教
授孔光一等國家級名老中醫出席並演講。

浸大中醫藥學院四位學生（四年級）組隊參加大學知識轉移處舉辦的 「小
社企大影響──創業計劃比賽」，勇奪賽事冠軍及最佳表現獎，並獲獎金港幣
一萬元。隊員李子樑、尹博寧、林惠賢及畢芷芯表示，對於能夠勝出感到鼓舞
，表示畢業後會按部就班實現合設中醫藥診所的夢想。他們的參賽計劃名為
「劭泰堂中醫藥有限公司──中醫到診、送藥服務」，提供上門診治及中藥煎

煮和送遞服務，為行動不便或沒時間煎藥的病人提供方便。

浸大中醫學生創業計劃比賽摘冠

由中國中醫科學院、日本東京藥科大學、南非誇祖魯納塔爾大學聯袂舉辦
的中國日本南非傳統醫藥國際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三國逾60位科技人員出席。

中國、日本、南非具悠久傳統醫藥歷史，為三方之間展開傳統醫藥合作提
供了良好的機遇。其中，中國中醫科學院與日本東京藥科大學的合作已持續
20多年，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與東京藥科大學共同開展的國家科技部
國際科技項目 「抗氧化中藥功效及安全評價技術體系的建立」，利用日方先進
技術建立了多種體內、體外抗氧化模型，從細胞和整體水平對中藥的抗氧化功
效及抗氧化機理進行研究，建立了適合中藥特點的評價方法。而中藥研究所與
南非誇祖魯納塔爾大學的合作始於2007年，5年來，雙方共同申請了2個國家
科技部長期合作項目，在中國南非珍稀瀕危藥用植物資源保護方面開展了深入
的合作，南非專家將其專利成果 「利用煙水促進植物萌芽」介紹給中方科研人
員，有效地促進了中藥珍稀瀕危藥材種子的萌芽，填補了國內這方面的空白。

會上，中國、日本、南非專家就 「利用煙水促進藥用植物的生長及其藥理
活性」、 「基於中藥體內過程和靶標預測的元胡止痛方藥物質基礎及其作用機
制研究」等10餘個專題進行了報告，並針對一些關鍵問題交流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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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南聯辦傳統醫藥研討會

一、樹立資格認證的品牌，通過務實的工作、卓越的資格認證品質獲取海外各界
的承認，建設一個具有共同認可性的平台，確保資格認證的權威性。

二、明確本屆工作委員會的工作規劃。設立工作委員會的短期、長期目標，明確
下一步的具體工作內容。

三、根據各國、各地區的政策，分析目前國際化教育的現狀，尋找資格認證適合
的切入點，向主管部門提出資格認證的流程和具體認證方案的建議。

四、選擇多渠道的合作方式，開展海外中醫藥從業人員的資格認證、培訓考核、
繼續教育等工作，以提高國內外中醫藥隊伍整體素質。

五、進一步加強海外宣傳工作，推動海外中醫藥師資格認證的實施及進程。

六、積極收集國內外有關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最新動態，要與世界各國的中醫醫
療機構和院所建立聯繫。

小兒傷食是由於小兒飲食不節，
暴飲暴食引起脾虛胃弱者更為常見；
而由於餵養不當傷及脾胃，輕則盡見脘
腹脹滿，厭食納呆，重則可積久成疳，
影響小兒生長發育，常用自擬消食散，
以烏梅加山楂為主藥，開胃消食，再配
太子參、白朮、茯苓、甘草、葛根、藿
香、廣木香等，益氣健脾養胃，臨床用
見良效。

洩瀉又是小兒常見病症。小兒先天
稟賦不足，後天調護失宜，或久病遷延
不愈，皆可致脾胃虛弱。脾虛則運化失
司，胃弱則不能腐熟水谷，因而水反為
濕，谷反為滯，清陽不升，易致合污而
下，成為脾虛洩瀉。重用山楂烏梅，方

中以蒼朮、砂仁芳香化濕、運脾
健中，陳皮理氣降逆、調中開胃

，厚朴燥濕除滿、下氣消積，山楂、烏
梅消食化滯，澀腸止瀉，豬苓利水濕，
乾薑溫脾胃，全方補而不滯，利而不躁
，藥味平和。

烏梅有驅蛔蟲止痛作用。蛔蟲得酸
則伏，烏梅極酸，具有安蛔止痛，和胃
止嘔的功效，適用於蛔蟲引起的腹痛、
嘔吐、四肢厥冷的蛔厥病症。故凡小兒
腸道蛔蟲症、膽道蛔蟲症等均可配伍應
用。

夏天濕度大、氣壓低、氣溫偏高，中醫認為：
寒濕偏重極易誘發消化系統疾病。許多人在

這個時候容易火氣大，食慾不振，胃口變差。為了
調節胃口、補充體液、增強食慾，可飲用烏梅湯。

傳統醫學認為，烏梅性平，具有解熱、祛暑、
止瀉、鎮咳、驅蟲等功效。現代醫學研究表明，烏
梅中還含有人體需要的多種氨基酸。到了酷暑季節
，經常飲用酸梅湯，能起到祛暑降溫、開胃生津、

幫助消化、殺菌
防病等多種功效
，同時也是中醫
臨床治療小兒積
滯、洩瀉的有效
食療。

▲盧傳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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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梅湯做法：烏梅烏梅湯做法：烏梅100100克，白糖克，白糖5050
克，將烏梅用克，將烏梅用10001000毫升水煎，加糖毫升水煎，加糖
後代茶飲。煮時可加入有滋補作用的後代茶飲。煮時可加入有滋補作用的
配材，如紅棗、蓮子、甘草和枸杞等配材，如紅棗、蓮子、甘草和枸杞等
。夏天飲用時，先把烏梅湯放置在冰。夏天飲用時，先把烏梅湯放置在冰
箱內冷藏一會再飲，對暑天心煩、汗箱內冷藏一會再飲，對暑天心煩、汗
多、口渴等非常適宜。多、口渴等非常適宜。

「中

▲烏梅湯

▲中華中醫藥
學會海外中醫
藥師註冊認證
工作委員會換
屆會議現場

◀李俊德（右）
向盧傳堅（左）
頒發委任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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