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景之光耀古今 医圣故里绽异彩
———写在第八届仲景论坛举办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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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故里匠心传承，仲景品牌蜚声中外。 我
市倾力把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发展
优势，小药材撬动大产业，绘就了新时代南阳中
医药事业发展的秀美画卷。

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充分肯定我市中医药
事业发展：“中国的中医药产业根源在河南，潜力
在南阳。 ”并向全国推介南阳创新实践的“医、保、
教、产、研、文”六位一体中医药事业产业体系。

多次莅宛出席张仲景医药文化节和仲景论
坛的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药协会
党支部书记房书亭高度评价南阳的中医药事业：
“南阳连续举办的十四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和七
届仲景论坛，使‘仲景品牌’成为闻名全国、享誉
海外的金字招牌。 ”

近几年，我市以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
验区为载体，全力打造全国健康养生之都，成为
中医药发展的领跑者：在全国第一个成立中医药
发展局；每万名居民有中医执业（助理）医师 8.28
人，基层中医服务水平和能力高于全国、全省平
均水平一倍； 全市中药产品年销售收入突破 200
亿元，成为我市的支柱产业；中医筋骨针法作为
中医药特色服务项目， 已推广到全球 70 多个国
家和地区……10 月 16 日， 第八届仲景论坛如约
而至，南阳中医药事业再次迎来高光时刻，推动
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勇于探索 守正创新出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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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患者朱某确诊后， 中医
第一时间介入治疗， 两周内
朱某转危为安， 创造了令全
国瞩目的奇迹。 这是我市在
疫情防控中，传承精华、守正
创新， 中医药全程参与病例
救治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一帧
画面。 作为本次抗疫的国家
推荐方“清肺排毒汤”，就源
自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里的
经方组合而成。

如果说传承是中医药发
展的根基， 创新则是其生命
力。 南阳是医圣张仲景故里、
中医祖庭， 在中医药管理顶
层设计上发力， 在推进中医
药事业推陈出新上下功夫，
一项项体制机制规定相继实
施，敢为天下先；一条条政策
举措落地生根，强项目、惠民
生； 一笔笔真金白银鼓劲提
气， 使中医真正撑起了南阳
医疗卫生事业的半边天。

2019 年，我市在全国第一
个成立中医药发展局，并列为
市政府工作部门，在中医药管
理体制机制上率先实现了“中
西医并重”。随后，13 个县（市、
区）也分别成立了中医药发展

局。 同时， 成立了高规格的市
中医药发展工作委员会， 由市
长任组长， 成员部门 18 个，形
成了工作合力。 围绕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市财
政局等九部门联合出台 22 条
扶持措施， 在项目建设、 财政
投入、 中医药服务价格等方面
进行重点扶持。 积极探索中医
优势病种支付方式改革， 医保
部门将中药配方颗粒剂纳入医
保药品目录。 目前， 围绕贯彻
落实国家、 省市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文件精神， 南阳市实施
方案即将出台， 扶持力度更
大、更给力。

“县有中医院、乡有中医
科、村有中医（中西医）师”，
我市逐步建立起覆盖市县乡
村、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中
医药服务网络， 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中医药服务。 目
前， 全市共有中医院 63 家，
中医门诊部、 诊所 465 家；中
医师 9100 多人， 占全市医师
近 1/3。 南阳先后获得了国家
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全
国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
重点区域城市、 全国基层中
医药工作先进市等称号。

重抓重推 产城融合强内功
秋雨绵绵，在市城区医

圣祠前的药都街艾草制品
门店内，艾香四溢，让往来
客商为之陶醉。 作为“八大
宛药”之一的艾草，年产值
达 110 亿元，各类艾制品占
全国市场份额的 70%以上，
“世界艾乡” 的品牌正在打
响。这是我市高质量推进产
城融合发展的缩影。

2017 年， 我市将建设
“张仲景健康城” 列入全市
九大专项，努力打造“中医
圣地、养生之城”。 目前，张
仲景健康城的空间布局已
经构建 ， 即一核 （中心城
区）、三园（新城区张仲景健
康产业园、紫山张仲景健康

养生园、医圣祠张仲景健康
文化园）、全域多支点（各县
市区）。 以医圣祠为核心，周
边近 300 亩区域拆迁已启
动，张仲景健康文化园建设
全力加速。 已建成西峡、南
召等 6 个河南省中医药健
康旅游示范区（基地），规划
建设 7 个仲景特色小镇，西
峡县的已建成并投入运营。

“药材变‘药财’，让人
乐开怀。 ”南召县城郊乡大
庄村贫困户刘芝江高兴地
说，他在全省最大的科技型
中药材产业园区———河南
联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帮扶下，通过种植黄精等途
径，年收入达 10 万余元，不

仅成功脱贫， 还带动 79 户
贫困群众走上了致富道路。

作为特色产业、支柱产
业，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80 多万亩 ， 年产值达 80
多亿元， 带动 30 万农民稳
定增收，成为富民兴业的支
柱产业和精准扶贫的一大
亮点。 在此基础上，以仲景
宛西制药为龙头带动发展
中药产业，共有规模以上中
药加工企业 39 家 ， 获得
GAP 认 证 的 中 药 企 业 12
家，其中宛西制药、福森药
业为上市企业，7 家重点上
市挂牌后备企业，全市中药
产品年销售收入突破 200
亿元。

用好平台 聚才引智增后劲
签约中医药局基层中医

药适宜技术培训项目等 65
个项目，总招商引资额 385.9
亿元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0 多名业界人士慕名而
来。去年的中国·南阳第十四
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和第七
届仲景论坛上，成果丰硕。这
是我市仲景文化交流的重要
品牌节会和平台。

借“最强大脑”，助跨越
发展。 自 2013 年起，我市以
张仲景医药文化节和仲景论
坛为载体， 举办中医药文化
交流、仲景学术思想研讨、中
医药经贸洽谈展览展示等活
动。 我市联合北京市中医管
理局、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共

同创办了“仲景书院”，培养
高端仲景经方人才， 已招录
两期学员 200 名。 加强中医
药人才培养， 共举办 3 期、
640 人的西学中培训班，并
培训了 2000 余名基层实用
人才。 国医大师石学敏院士
工作室落户社旗； 国医大师
唐祖宣在全国建立 60 个学
术研究室，收徒近千名。持续
研究仲景经方， 南阳理工学
院张仲景国医国药学院建设
了“河南省张仲景方药与免
疫调节重点实验室” 等省级
科研平台， 仲景宛西制药公
司建成了全国经方药实验
室。加强市中医药学会建设，
已成立 16 个专委会、1426 名

会员。 全力推进张仲景国医
大学复建工作， 一所仲景学
术特色鲜明、 符合中医人才
成长规律、教育模式先进、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中医
药大学呼之欲出。

弘扬国粹， 健康养生，
全民共享。 此时此景，令人
难抑激动 ： 南阳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战略，道地中药
材产品搭乘中欧班列，为世
界人民带去健康的福音、中
医药的智慧。 彼时彼景，让
人充满期待：第八届仲景论
坛隆重登场，在仲景的殿堂
聚贤论道，在收获的季节收
获智慧，医圣故里必将再次
华彩绽放！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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