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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的醫學將從 「疾病醫學」向 「健康醫學」
發展，從重治療向重預防保健發展，從針對病

源的對抗治療向整體調節發展。這為中醫 「治未病」
理論的實踐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

疾病譜的改變，全球性的心臟病、高血壓、腫瘤
等慢性病的蔓延，也為中醫在預防保健領域提供了廣
闊的發展空間。有資料顯示，我國慢性病死亡人數已
佔總死亡人數的80%，約25%的城市居民患有不同程
度的各種慢性病。發揮中醫 「治未病」的獨特優勢，
通過有效的健康管理和干預手段，在減少慢性病的發
生、降低醫療費用，讓人人享有健康方面，已是大勢
所趨。對我國正在建設中的全民健康保障體系而言，
追求的是人的高層次、高水準健康，目前已將中醫藥
納入其中，作為不可或缺的醫療技術支撐，彌補西醫
的缺陷和不足。

提高四大領域能力
中醫預防保健（治未病）服務就是在中醫藥理論

指導下，按照所制定的服務模式基本規範，在符合准
入條件的服務機構，由符合准入條件的服務人員完成
的以維護健康、防控疾病、延年益壽、提高生存品質
為目的的服務行為，技術含量、技術要求高，創新性
、規範性強，是高技術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要在提供服務上下工夫；二要在人才培養上下
工夫；三要在完善機制和配套政策上下工夫，要探索
建立中醫預防保健服務新機制和新模式。將政府引導
與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注重市場的開發和培育
，發揮市場的調節和激勵作用，完善企業和醫療衛生
機構的合作機制，研究制訂中醫預防保健服務的價格
政策；四要在科學研究上下工夫。

對理論學術展開研究
「十二五」期間我們將進一步加強對 「治未病」

的理論和學術研究，在以下重點領域開展研究：
一、理論體系研究
要系統整理保存於民間、中醫古籍、方志、佛、

道、藏文獻中的中醫預防保健（治未病）理論和方法
，歸納提煉近年來相關理論研究成果與實踐經驗，闡
明理論科學內涵，推進理論現代化，構建中醫預防保
健（治未病）理論體系，豐富和完善中醫藥理論，為發
展中醫預防保健（治未病）服務提供新的理論指導。

二、開展健康狀態研究
健康狀態是任何一個個體─人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的健康情況的

整體表現，把握健康狀態是開展中醫預防保健（治未病）服務的邏輯起
點。建立健康狀態科學研究平台，以健康狀態的中醫認識為主體，引進
消化吸收系統生物學、功能醫學等新興學科對健康的認識，實現不同視
野對健康認識的互補，形成健康狀態理性認識，研發認識方法和認識工
具，為開展中醫預防保健（治未病）服務提供基礎和前提。

三、共性技術產品研發
物質、資訊類等共性技術產品是構建中醫預防保健（治未病）服務

技術鏈、服務鏈、產業鏈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要面向應用，圍繞現實
的服務需求，加快共性技術產品類研發、轉化和產業化，帶動中醫預防
保健（治未病）服務整體技術水準和服務品質的提高。

四、示範性應用研究
通過以上各方面研究工作的開展，力爭 「十二五」期間，中醫預防

保健（治未病）理論體系基本形成，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取得成果並得到
應用；技術方法、服務產品研發基本滿足不同服務領域需要。

國家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
全民提供，並將支援中醫藥事業發展作為完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重要
內容，中醫藥在發展全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中醫藥養生保健在推動健
康產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和機會、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民創收
、推動服務貿易發展等方面作用將不斷凸顯，共創造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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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演講

陳凱先教授（上海中醫藥大學）
「新藥創製：從大國走向強國」

張伯禮教授（中國中醫科學院、天津中醫藥大學）
「國家重大新藥專項中的中藥研究與開發」
第二節演講

丁健教授（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
「分子靶向抗肺癌藥物─進展與思考」

陳新滋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從中藥出發的新藥研究」
第三節演講

姚新生教授（暨南大學藥學院中藥及天然藥物研究所）
「揭示中藥防治疾病的科學內涵，探討中藥產品
邁出國門、走向世界的發展戰略」
果德安教授（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
「中國天然藥物新藥研究指導原則介紹及未來展望」
孫曉波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
「現代生物技術驅動下的中藥創新藥物研發」
第四節演講

徐宏喜教授（上海中醫藥大學中藥學院）
「研究實例分析探討中藥新藥研發的策略」

張衛東教授（第二軍醫大學）
「中藥新藥發現的若干思考與實踐」

呂愛平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一種從中藥複方中尋找抗風濕組合藥物的方法」

按：今年8月在港舉行的第十一屆國際現
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
期間，舉行了 「無限極治未病養生高峰論壇」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李大寧教授在論壇
上發表了題為《構建中醫特色預防保健服務體
系》的演講，以下為其演講內容──

作為傳統中醫學特有藥物，中藥經過了長期醫療實踐的檢驗，而
且也已被現代科學研究所證實，長久以來對人類的健康做出偉

大的貢獻。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有160個國家和地區的約40
億人口在使用中草藥，全球中草藥市場正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
長，中草藥現代化產業前景廣闊。

16 年來致力中藥研究與中藥現代化的香港傳統中藥研究中心
（Hong Ko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Center）與香港
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聯合舉辦了《五味子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學術研
討會》，於11月17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研討會邀請了眾多海內
外專家就五味子抗氧化、抗癌、免疫調節和神經保護四大藥理作用進
行了討論，為大家提供全面及多元角度認識這歷史悠久的中草藥，透
過學術研討會增加各研究團隊間的學習和交流，藉以開發傳統中草藥
的研究創新。

五味子作為中國的傳統中藥，歷史悠久，其同時具有 「辛」、
「甘」、 「酸」、 「苦」和 「鹹」五種藥味，因而得名。由於五行

（木、火、土、金、水）的相生相剋規律可以用來解釋五臟（肝、心
、脾、肺、腎）功能互相影響的關係，根據 「五味入五臟」的原理，
五味子對五臟均能產生作用：其 「酸」、 「鹹」入肝而補腎， 「辛」
、 「苦」入心而補肺， 「甘」入中宮益脾胃。相對於一般具有一、兩
種味的中藥，五味子實屬珍貴，能對人體五臟發揮補益、平衡作用。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創會董事、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高級副總
裁楊國晉為研討會致開幕詞中提到： 「五味子活性成分有抗氧化、抗
癌、免疫調節和神經保護四大藥理作用，實為上品藥材，推動五味子
的現代化應用。舉辦此次研討會，分享五味子珍貴科研成果，不僅讓
社會大眾共用成果，還幫助中國的國粹進一步走向世界。」

五味子乙素抗衡自由基
眾多國內外五味子研究學者出席了論壇，包括香港科技大學生命

科學部教授高錦明博士，瀋陽藥科大學中藥學院院長殷軍教授，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系及台灣 「國立」交通大學的講座教授黃周汝吉教
授、浙江大學醫學院腫瘤研究所胡汛教授、北京大學第一醫院中西醫
結合研究室王學美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禹志領教授以及香
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梁寶鈞博士。

專家們在論壇上分享了珍貴的研究成果。高錦明博士用20年時
間，以現代科學技術，從五味子分離出 「五味子乙素」，並證實這種
成份有效激發身體細胞內的抗氧化反應，保護細胞免受自由基所引致
的氧化損傷或凋亡，是抗衰老的根本性手段之一。殷軍教授則發現木
脂素是五味子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的主要活性成分，可顯著改善作記
憶障礙，抗老年痴呆。禹志領教授的研究表明五味子有保肝、抗氧化
、抗胰島素抵抗作用，證明它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療有潛在價值。
黃周汝吉教授發現植物木脂素與其他已知的抗癌藥共同使用具有協同
增加癌細胞死亡的作用。同樣，胡汛教授發現聯用抗癌藥如阿黴素和
五味子乙素有可能更好地控制腫瘤和降低抗癌藥的系統毒性。王學美
教授研究表明五味子乙素能夠抗細菌脂多糖誘導的小膠質細胞神經炎
症。梁寶鈞教授會上分享了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素的組合很大機會
能產生協同的抗炎作用。

於五味子的研究中，香港傳統中藥研究中心（Hong Ko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Centre）在 「栽種」、 「品質
控制」、 「化學成份」、「藥理作用」、 「非藥用部分的再利用」等多

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並利用目前國際通用的動物實驗和先進的分子
細胞實驗等方法來驗證五味子的調節免疫、抗腫瘤及抗氧化等功能。

調節免疫系統抗腫瘤
屬上品藥材的五味子性質溫和，長期服用有效延緩衰老，同時為

心、肝、脾、肺、腎的五臟之氣及大腦提供保護作用，從而預防心臟
病、帕金森和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為中草藥界的重大科研成果。現時
，全球有關五味子的研究論文約有400多篇，當中香港傳統中藥研究
中心已發表超過60篇，足見香港傳統中藥研究中心對五味子的研究
表現超卓。

現代生活，不僅身處的環境不斷施給身體健康的壓力，而且快節
奏也施給人們身心健康的壓力。統計表明，目前全球亞健康狀態人群
高達75%，其中我國亞健康人數約為7億佔全國人口的50%。香港傳
統中藥研究中心對五味子的研究，無疑為大眾追求生活品質、追求身
心健康提供了解決方案。

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在1996年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創立了 「香
港傳統中藥研究中心」，以致力推動補益中藥的研究工作，並以科學
方法證明中草藥的效用及訂定產品品質標準。楊國晉表示，未來集團
會協助舉辦不同的學術研討會，研發不同的中草藥健康產品，推廣中
草藥的珍貴療效，致力促進產、學、研三方合作，積極推動中藥產業
化發展。

五味子對調節人體的各項機能作用顯著，具有很高的營養價值
，自古為藥食同源的中藥材。除作為中藥飲片在各地藥房銷售外，
還應用於各類食品及保健食品中。如飲料、保健酒、調味料、蜜餞
、果脯等。

五味子含有抗氧化劑──五味子素，具有抗自由基，延緩衰老
的功效。將五味子藥材清洗，浸泡吸脹，然後煎煮，過濾，濃縮，
製成五味子提取液，經過這種方法製成的五味子果汁，加入冰糖、
蜂蜜增加甜度，加入其他果汁、酸奶，調整風味，甚至還可以加葡
萄糖酸亞鐵等，強化補鐵。還可以在沏茶、沖咖啡時加入五味子果
汁，製成五味子茶、五味子咖啡。

將潔淨的五味子藥材裝進帶塞蓋的玻璃器皿中，加入適量的酒
（一般用低度白酒或黃酒），根據藥材吸水量的大小，按 1：5
至 1：10的比例配製，密封浸泡，每天或隔天振盪1次，14至20天
後用紗布過濾。為了矯正口味，可加入適量的冰糖或白糖。藥渣可
再加酒浸泡1到2次。一般宜在飯前溫服，每次按量飲用。可治療
神經官能症之失眠、頭暈、心悸、健忘、乏力、煩躁等。

將新鮮的五味子果實，放入大缸中，埋入地窖，經過5年漫長
的發酵，就釀成同時擁有甜、酸、苦、辣、鹹這五種味道的五味子
蜜，味道酸酸甜甜，很可口，可直接吃、沖茶喝、煲藥膳，多種多
樣。據說，韓國濟州島當地老年人補氣血、強筋骨、延年益壽全靠
食用五味子。

訪浸大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訪浸大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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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日（12月9日），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將在此間
舉辦 「2012香港中藥創新藥物研發高峰論壇」 ，邀來中國頂尖
的中藥研發專家學者，與香港中醫藥業界專才聚首一堂，就中
藥新藥研發前景和策略進行討論。高峰論壇召集人、浸大中醫
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期望通過高層次
的專業交流研討，從老祖宗的數據內找出具體的方法和組合，
結合現代多學科與技術，研發和創造可以影響世界的中藥新藥。

□本報記者 蔡淑芬
今年二月來港履新的浸大中醫藥學

院長呂愛平教授，是內地知名的中醫藥
學者，一直從事研究中醫診治標準化、
中醫臨床試驗設計和新藥研發等工作，
並致力研究中醫藥治療自身免疫性疾病
如類風濕性關節炎等項目，呂教授擁有
的專利權超過40項，工作及研究成績斐
然，被視為中醫藥診治標準化領域的重
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來獲獎無數。

在港工作多月，呂教授和他的研究
團隊幹勁十足，為中藥新藥研發展開實
際的工作。呂愛平認為，香港在發展現
代中藥方面具備多種優勢。香港的國際
化條件具備吸引人才的能力，其資訊和
規範管理也具備國際水平；比較缺乏的
是中醫藥臨床研究人才。他期望通過與
內地交流建立合作平台，集合多學科如
計算機、化學、藥理、臨床的優勢人才
，組成一個有整合優勢的隊伍，對傳統
組藥物（中藥複方）進行篩選，研發的
中藥新藥可以用來應付複雜的疾病分子
網絡。

呂教授舉例說，其研究團隊早在 5
年前就開始通過計算機數據挖掘技術，
從浩瀚的中醫臨床文獻典籍以及實驗文
獻記載中，搜集及整理那些具療效支持
的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痹症）的複方
以及草藥數據；同時整合Pubmed（提供
生物醫學論文搜尋引擎）發表的國際文
獻數據，以及網絡生物信息軟件，構建
了類風關疾病分子網絡。完成此工作後
，團隊才真正意識到，只針對疾病分子
網絡中的一個靶點的藥物開發，的確有
些瞎子摸象的感覺。這也解釋了目前接
受最新單抗藥物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中
，仍然有相當人對藥物沒有反應。

「現代神農」可嘗萬草
呂教授笑說，古代有神農嘗百草，

今天則由「現代神農」利用計算化學生物
信息學技術「遍嘗」百草而 「組配」百藥
，甚至千藥萬藥，而香港這片中西包容
的地方提供了現代「神農」最好的土壤。

呂愛平表示，開發和創造中藥新藥

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具有無限潛力的新
興產業，她可以成為社會的基礎產業，
而不像地產和金融業那樣，存在土地資
源匱乏和發生周期性（金融風暴）風險
。他認為政府若能具備長遠目光，發揮
導向的作用，在相關政策上作出支持，
有助鼓動香港中醫藥業界走在一起，迸
發力量，發展中藥新藥產業大有可為。

呂教授語重心長地說，由於藥源性
問題，全球的西藥研發愈來愈困難，大
家都在努力挖掘中藥技術、找出規律研
發新藥。面對中醫藥研究發展迅速，而
且充滿挑戰，現在講的已不是 「快人一
步」，而是要爭取快半步，若不把握機
遇，就會白白錯失。

這位具備豐富實踐經驗和活力（正
值壯年！）的中藥專家、中醫學者表示
，香港既具國際化優勢，難得是也具備
深厚的中醫藥底蘊，並且也有不少人有
興趣參與發展中藥產業，他期望通過專
家學者和企業的交流互動合作，整合優
勢和人才，找出現代中藥新藥最合理、
最緊密（能夠將成分、機理、化學等解釋
清楚）的兩、三個組合，研發和製造出
世界上最好的中藥，這就是中藥走向全
球、中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的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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