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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馬，我們品嘗了許多當地人常吃的
食品如：巴馬香豬、巴馬甲篆油魚、

巴馬油包肝、玉米煎蛋、壽鄉豆腐圓、瑤寨
土雞、白切黑山羊、盤陽河鮮等。然而，最
令筆者感到新奇的卻是巴馬人常吃的 「火麻
仁」。

火麻仁是人們熟悉的常用中藥，為桑科
植物大麻（Cannabis sativa L.）的乾燥成熟
果實。又名大麻仁、火麻、麻子、麻子仁。
入藥始見於《本經》，可見其應用歷史悠久
。但是在巴馬，火麻仁卻有比藥更廣泛的
用途。例如：巴馬人的日常膳食中有一種用
火麻仁製成的湯──火麻湯，很是特別。火
麻湯乍一看並不能引起食慾，因為磨過的火
麻仁浮在湯的表面，像發酵了的豆渣，但喝
到嘴裡的味道卻很不錯。

益脾補虛 養陰潤燥
關於火麻仁的藥用功效，歷代古籍中都

有記載，其中不乏補益氣血方面的，例如：
「補中益氣」（《本經》）； 「主五勞」

（《唐本草》）； 「補虛勞，長肌肉」
（《日華子本草》）。火麻仁也是食療佳
品。 「取汁煮粥，……通血脈」（《食療本
草》）。而麻子仁丸（《傷寒論》）、麻子
酒（《千金方》）等則更是家喻戶曉。總之
，中醫認為，火麻仁味甘，性平，歸脾、胃
、大腸經。主要功效為益脾補虛，潤腸通便
、養陰潤燥。火麻仁被衛生部列為87種既是
食品又是藥品的名單中。

「長壽油」 營養豐富
現代營養學又是怎樣認識火麻仁的呢？

火麻仁含蛋白質34.6%，脂肪46.5%，碳水化
合物11.6%。火麻仁油中的亞油酸和亞麻酸
這兩種脂肪酸的比值是3.38，非常接近
WHO推薦的瑞典和日本人膳食的平均比值
4.0。以火麻仁油為例，火麻仁油含有所有
油中最高的不飽和脂肪酸，平均有89%。當
地人稱之為 「長壽油」。除了提供人類一個
相當有益的不飽和對飽和脂肪比值（9.7）
之外，火麻仁還是一種容易消化的膳食性蛋

白質來源。它的總蛋白質含量和黃豆相當，
而多於堅果和其他種子。火麻仁粉的纖維含
量是40%，是所有製粉類糧食當中最高的。
另外，火麻仁含有種類很廣的其他維他命和
鈣、鐵等礦物質。

在巴馬我們還品嘗了一種飲料 「現磨火
麻露」。在餐廳裡，我看到了這樣的介紹：
「火麻露原料來自世界壽鄉巴馬優質火麻籽

脫殼，加上壽村活泉水研磨而成。火麻清香
，冷飲更爽，熱飲更香，老少皆宜。科學研
究證實，巴馬火麻仁含有豐富的蛋白質、不
飽和脂肪酸、亞油酸、亞麻酸、多種人體所
必需的微量元素和8種人體必需氨基酸，是
當地最具特色的長壽食品之一，有養心益血
、延年益壽之功效」。

天人合一成就 「靈丹」
巴馬的長壽現象與火麻仁之間有什麼必

然的聯繫嗎？這是個值得探討的課題。不過
，我相信，巴馬長壽現象絕非因為有火麻仁
之類的什麼 「靈丹妙藥」，而是在地磁、陽
光、空氣、水、食物等良好的生態環境綜合
作用下形成的。用中醫 「天人合一」的理論
解釋，那是得益於人和大自然的和諧相依；
得益於精神、文化諸因素的完美調適；得益
於中國仁德思想的傳承。火麻仁僅僅是眾多
因素中的一個。

從南寧機場下了飛機之後，將近4個小時的車程，黃昏時
分，我們駛進了巴馬鎮。在後來的幾天中，我們遊覽

了 「百魔洞」 夢幻的世界，感受了 「天然氧吧」 清新的空氣
，品嘗了當地特產 「油魚」 、 「香豬」 等美味佳餚，還探訪
了幾位百歲以上的老人。親眼見到了像 「候鳥」 一樣生活在
那裡的 「候人」 。（隨巴馬長壽之鄉知名度的日益提高，
巴馬養生度假市場的逐漸成形，中國各地來巴馬養生度假的
人絡繹不絕。他們寒來暑往，像候鳥一樣隨氣候變化而往返
。人們稱之為 「候人」 。）在這些人當中，絕大部分都是來
自大都市的亞健康中老年人。他們在巴馬住上一段時間，各
種疾病不治而愈，帶病而來，病愈而歸。說巴馬神奇，是 「
候人」 的親身體驗。這些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職業、
不同年齡的 「候人」 ，彙集巴馬，為巴馬長壽現象平添了一
道美麗的奇觀。

巴馬壽星量雄踞世界
聯合國規定，長壽地區的標準是每10萬人口中要有7.5

位以上的百歲老人。而2000年第5次中國人口普查時，巴馬
百歲以上的老人就已經達到萬分之三，約為世界長壽地區標
準的4倍，雄踞世界第一。巴馬目前健在的百歲老人更是從
2000年的74位增長到近400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巴馬的

百歲人瑞都有共同的特點：面色紅潤、極少有老年斑，幾乎不生病。他
們眼明體健，步履輕盈，神清氣爽，生活自理。

百歲以上的老人還能做些什麼？這一點，按照人們一般的生活感知是
不難想像的。然而，巴馬的百歲老人們卻活出了另一番景象。他們有的穿
針引線，縫製服飾；有的編製籮筐等竹具；有的劈柴、推石磨；有的下地
收玉米、上山撿豬菜；有的紡紗、織布、到河邊洗衣服；有的操持家務、
炒菜做飯、享受五代同堂的天倫之樂；有的接待來訪者、簽字留念、練習
書法、讀書看報；有的沐浴山泉、吟詩、弈棋、聽音樂。

他們就像山中的一條溪，林中的一棵樹；就像空中飛的鳥，水中游的
魚。他們的一呼一吸與天地日月同拍，他們的一動一靜與山河萬物合韻。
他們不刻意追求長壽，卻能在100多個春夏秋冬的輪換中守候明天；他
們沒有嚴格的工作時間表，卻能在3萬多天中執著於 「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 的作息規律。

難怪人們說： 「不到巴馬，就不知何謂長壽」 。
他們沒有參茸燕窩的滋補，沒有昂貴醫藥的呵護；他們的雙腳從未走

出過家鄉，他們的生活簡單而又質樸。然而，就是這樣一種簡單、質樸的
生活，創造了世界長壽之鄉的神話；就是這樣一群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
演繹出了一個影響世界的生命奇。

自然質樸 盡享天年
今天，巴馬這種純自然的生命極限已經成為一種長壽現象。這種現象

不是在許多地方都能見到的，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給我們的啟示是
：人類似乎必須在某種特定的環境條件下，才有可能挑戰生命的自然極限
，盡享 「天年」 之福，才有長壽現象的發生。

隱匿於崇山峻嶺中的巴馬位於廣西的西北部，那裡風光秀麗，環境清
幽，宛如一處與世隔絕的人間仙境。因自然環境獨特，素有 「巴山一水一
分田」 之稱；又因歷史悠久的長壽現象，每年吸引許多來自天南海北的 「
候鳥人」 來此養生度假，體驗壽鄉生活，感受長壽文化。在巴馬這塊神秘
的土地上，有被英國皇家探險隊1987年宣布稱之為天下第一洞的 「百魔
洞」 、有令人如夢如幻般經歷三晝夜的 「百鳥岩」 水上溶洞，而地下水晶
般的藝術宮殿 「水晶宮」 和它腳下讓人為之震撼的 「長命河」 等許多自然
景觀，則更讓人一步一嘆。

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神奇的地方令人嚮往。它們或
因山而名，或因水而美，或因特產享譽天下，或因人文馳名
世界。而巴馬──這個被國際自然醫學會授予 「世界長壽之
鄉」 稱號的福地，則以 「百歲以上壽星佔人口的比例高居世
界長壽區之首」 而聞名遐邇。

巴馬自古以來就有超百歲的老人存在，在那裡，耄耋之
年尚不能稱老，百歲人瑞都身體健康，數代同堂，子孝孫
賢，社會關愛，知足常樂。隨人類社會文明與進步，這
種純自然的人類生命極限已經演繹成為長壽現象。

2011年10月，我和幾位好友走進了這片神奇的土地。想看
一看這裡的壽星們是如何演繹生命的奇。去感受巴馬，認
識巴馬。

□党 毅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巴馬人常用火麻湯

◀現磨火麻露
▼火麻仁有補虛益脾、
潤腸通便、養陰潤燥的
食療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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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北京市首例H7N9禽流感患兒，在及時採取中西醫結合
治療後，體溫逐步恢復正常。負責患兒治療的北京地壇醫院感

染中心副主任中醫師黃莉在接受中國中醫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
中藥銀翹散合白虎湯加減，結合達菲等西醫治療措施，將患兒體溫
從40.2℃下降到36.8℃，中藥在緩解孩子的高燒症狀上，發揮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汗出熱退 脈靜身涼
「孩子4月11日就診時體溫37.2℃，入院後體溫持續升高，在

11日夜間最高達到了40.2℃。期間應用達菲等藥物以及物理降溫方
法，體溫均未能明顯下降。」黃莉醫生詳細介紹了患兒剛入院時的
治療過程。

「我是12日中午接觸患者的，當時體溫在39.8℃，我注意到，
患兒雖然高熱，但周身無汗，也沒有痰、不咳嗽，脈浮滑數。中醫
認為 『汗出熱退、脈靜身涼』，所以我首先確定了中藥發汗退熱的
治療思路。同時，結合舌脈，病人的臨床症狀可辨證為 『邪在衛氣
』，據此採用辛散透邪、解毒清熱的治法。在國家衛計委發布的指
導方─治療溫病的銀翹散和白虎湯的基礎上，加減用藥。此外，
因為孩子舌苔有些紅絳，根據溫病 『衛氣營血』的傳變規律，我又
加了青蒿等防邪入營。」黃莉向記者介紹了辨證論治的詳細過程。

黃莉還告訴記者，幾千年來中醫在溫病的治療上積累了非常豐
富的經驗，患兒的情況，非常符合中醫所說 「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果然，服藥4小時後，孩子周身微微出汗，到了12日晚上8點左
右，體溫下降到了37.3℃左右。 「正因為採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
孩子退熱很快。到了13日早，體溫便降到了36.8℃，一直維持到現
在。」

早期介入 中西結合
黃莉解釋說：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而肺主皮毛，發汗後肺

熱從汗而解。而白虎湯和銀翹散正是治療溫病的常用方劑，辛涼發
汗的作用非常明顯。國家衛計委根據南方病例組織中醫專家制定的
這兩個指導方非常有用。方藥相符，所以熱退得非常快。」

4月13日中午，黃莉去除原方中發汗藥荊芥穗等，增加益氣養
陰、清熱解毒的元參、蘆根等。黃莉解釋，熱邪耗傷氣陰，因此，

溫病後期要注意養陰。
黃莉最後說： 「在這個病例的治療

過程中，一直堅持中醫溫病的理法方藥
和辨證論治，禽流感屬於 『春溫』，而
溫病是中醫治療非常有優勢的領域。中
西醫結合以及中藥的早期介入，在這個
病例的治療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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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中醫藥大學與台灣花蓮慈濟大學簽署合作交流協議書，將進行學術交
流和促進人才培養等合作關係。

這項合作交流協議簽署儀式在花蓮慈濟靜思堂舉行，由廣西中醫藥大學校
長唐農與慈濟大學校長王本榮代表簽約。

兩校簽署的合作交流協議內容，重點包括學術交流合作、互派教師和管理
人員訪問講學、鼓勵學生交流活動，並聯合舉辦學術研討會、聯合申請科研專
案及互換教學與科研資訊等。

據英國《華商報》報道，受英國經濟
持續低迷的影響，英國華人的兩大產業
之一的中醫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該報記者最近所作的一個調查顯示
，英國華人目前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
中醫業曾經是英國華人僅次於餐飲的主
要收入來源。在2004年至2007年高峰時
，中藥店遍及英倫三島每個城鎮，達
2000多家，超過歐洲其他國家相加的總
數。

2009年金融危機後，英國中藥業開
始走向滑坡，藥店結業關門紛紛在各地
出現。到2012年底已有近四成的中藥店
打烊。最新的不完全統計顯示，中藥店
在過去12個月又減少一成。眼下英國中
藥店總數不超過400家。

赫 伯 醫 藥 （Herbmedic） 和 Dr
China曾名列英國中醫十大公司。兩家
公司曾各分別擁有百家中藥分店。兩家
一度合併，分店數量達210家之多，成
為當時歐洲最大的華人企業。截至去年

12月，赫伯醫藥只剩下8家店；Dr
China也只剩20來家。最早打入英國大
型商場購物中心的Dr & Herbs，一度
分店多達70多家，目前剩下的也是屈指
可數，大多從購物中心撤退。

轉而經營針推按摩
隨中藥店的紛紛停業，原先供應

中成藥和中草藥的幾大批發公司也在去
年結束了十多年的打拚。有的業主退休
返回了中國，有的改行從事其他買賣。

記者在調查時還發現，儘管目前英
國中藥店在數量上仍有數百之多，但經
營風格與以往已經完全不同。看病、出
售中藥已不再是主業；針灸、按摩和推
拿反而成為業主們的主要收入來源。

甘肅省衛生廳、省農牧廳聯合制定
《甘肅省動物H7N9禽流感中草藥

防控參考方》，並於4月23日公開發
布。

甘肅省衛生廳稱，H7N9禽流感屬
於中醫溫病的範疇，具有傳染性、流行
性、起病急、來勢猛、病情重、死亡率
高等特點，預防比治療更為重要。春季
是動物防疫重點季節，當前正值H7N9
型禽流感預防的關鍵時期，在動物養殖

中，適時適量添加中草藥能夠起到殺菌
、增強動物機體免疫力、促進營養物質
消化吸收的作用。

製成健雞散利禽素
甘肅省衛生廳當日發布的 「藥方」

分為一般預防方和經驗方兩類。一般預
防方是連續餵食7天蒲公英、敗醬草、
苦菜、茵陳、野苦瓜中的一種或幾種，
或用甘草、雙花、連翹熬水拌食；經驗

方是將中藥製成的健雞散和利禽素，按
比例加入動物飼料中。

此方案還說，適當添加使用可提高
飼料利用率和營養成分，提高動物產品
性能和改善畜禽產品質量，減少養殖過
程中化學物質、藥物和激素的使用，對
於預防動物H7N9禽流感，保障畜禽產
品質量安全有重要意義。

甘肅用中藥方防控動物禽流感

受經濟持續低迷影響

英近四成中藥店倒閉

廣西中醫大與慈大簽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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