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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簡稱《中醫藥法》）實

施一周年。從1983年中醫藥立法被首次提出，到2017年7月1日《中醫藥

法》正式實施，中醫藥立法走過30多個年頭。這期間，民主黨派進行了大力

呼籲和持續建言。尤其是2014年和2015年，制定《中醫藥法》連續兩年被

列入人大立法工作計劃，更成為民主黨派關注的重點。而在過去的一年裡，

中央和地方在促進中醫藥發展方面，陸續出台多項配套政策，大大提升了中

醫藥服務能力，助推健康中國建設效應凸顯。多位業內人士及政協委員認

為，隨着政策紅利的持續釋放，未來中醫藥產業也將迎來更為廣闊的市場空

間。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曉雪北京報道

《中醫藥法》實施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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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5日，中國首部全面、

系統體現中醫藥特點的綜合性法

律《中醫藥法》誕生，並於2017年7月1日

正式實施。這部醞釀了30年的法律，就保護

藥材質量、保護中醫藥古方等多個方面作出

明確規定，將為繼承和弘揚中醫藥、促進中

醫藥事業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撐。

這些年，各民主黨派為此進行了不懈的

建言。2015年8月，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率

隊就中醫藥發展在吉林調研。結合調研成

果，民革中央建議，盡快出台《中醫藥

法》，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並呼籲按照中

醫藥傳承和發展規律，制定出台《中醫藥

法》，確保中醫藥事業在法治框架內持續健

康發展，為醫療事故鑒定、中醫藥品研發、

民間中醫機構院內製劑、經方的開發與利用

提供法律保障。

同時，研究制定中醫執業醫師法，設立

中醫師執業類別，健全中醫師行業准入制

度，建立符合中醫人才成長規律的評價體

系。

不要把師承方式作為例外
民盟中央副主席鄭功成曾參與《中醫藥

法》草案的審議。他認為，國家應重視發展

中醫藥事業，不光是中醫藥的主管部門，還

包括社會保險的主管部門、衛生部門，也包

括財政部門、科技部門；中醫取得執業資格

時，不要把師承的方式作為一種例外，因為

在中國的廣大地區之間，更多的還是師父帶

徒弟現象比較多，尤其是老少邊窮地區，只

有讓師承方式變成並重的方式，才能真正體

現對中醫的重視。

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辜勝阻曾在參與

《中醫藥法》草案審議時，就科技創新、知

識產權、中醫藥傳承等方面提出建議。他指

出，中醫藥在科技創新與立項和知識產權保

護方面要有具體的制度設計和規定，要充分

保障中醫藥和西醫藥的平等地位。

至於中醫藥的傳承、創新和傳播，關鍵

是在於人才，人才培養方面還可以進一步具

體化。

明確中醫藥在醫衛體系中的地位
民進中央則在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

《關於振興中國中醫藥事業的提案》，建議

深入調研，盡快推動《中醫藥法》出台。提

案指出，中醫藥事業的健康發展亟須正式法

律的有效保障。

當時，中醫藥行業的指導性法規是2003

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

但該條例已不能滿足新形勢下中醫藥事業發

展的需要，因此大力推動國家出台符合中醫

特色和中醫規律的《中醫藥法》很有必要。

提案建議，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中醫藥在

中國醫療衛生體系中的地位，並重點就中醫

醫療機構的管理體系、中醫藥人才培養、中

醫師考核評定、中藥製劑、中藥道地藥材、

中醫藥現代化、中醫藥文化傳播等方面作出

明確規定。

保護中醫藥知識產權
作為以醫療衛生為主要界別特色的參政

黨，農工黨幾乎每年都會在兩會提交提案，推

進中醫藥立法進程。以2010年為例，農工黨

中央向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提交了《關於

加強立法保護中醫藥、防止中醫藥知識產權流

失的建議》的書面發言。

農工黨中央指出，中醫藥知識產權由於中

醫藥自身特點和行業現代化進程緩慢、難以保

護，在國際上屢被不當佔有，流失嚴重。

為此，農工黨中央建議，盡快出台專門

用於中醫藥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政策法規，

避免再發生中醫藥知識產權被不當佔有的事

件。

建立中醫中藥“雲庫”
2017年是《中醫藥法》付諸實施之年，

針對《中醫藥法》相關規定在落實和執行上

可能面臨的中醫藥材缺少權威參考依據、中

醫古藥方保護難、中藥師資質認證存在缺陷

等阻礙，致公黨中央在當年全國兩會提交了

《關於盡快打造“中醫雲庫”助力《中醫藥

法》落地實施的提案》，呼籲盡快打造包括

中醫藥材、中醫藥方、中醫藥師在內的“中

醫雲庫”，助力《中醫藥法》落地實施。

提案指出，《中醫藥法》對於中醫藥行

業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中醫藥法》就保

護藥材質量、保護中醫藥古方等多個方面作

了明確規定，但是在落實和執行上還有可能

面臨重重阻礙。提案建議建立中醫藥材“雲

庫”，並進行認定、評核；建立中醫藥方

“雲庫”，整理當前中醫藥方，並且採取劃

分密級的方式進行區別對待；建立中醫藥師

“雲庫”，切實為中醫藥師發展提供保障支

撐，同時限制“假中醫藥師”的違法行為。

參與過《中醫藥法》草案審議的九三學

社中央副主席叢斌指出，歷史證明中醫、西

醫、中西醫結合三者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

的新醫藥學的陸海空三支力量，而不是魏蜀

吳的三足鼎立之爭，不要把中醫、西醫和中

西醫結合看成是“三國演義”。

運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中醫藥
叢斌建議在《中醫藥法》中增加中西醫結

合內容，明確結合點、設置相關課程、開展科

學研究。國家也應實行中西醫並重的方針，堅

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保護繼承，促進創新，

充分發揮中西醫結合在中國醫療衛生事業中的

作用，扶持和保障中西醫結合專業的發展。

曾任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台盟中央

原副主席陳蔚文認為，中醫藥研究發展要遵

循中醫藥自身規律、理論內涵和診療體系，

發揮特色和優勢，提高臨床診療水平和療

效。

他在參與相關審議時提出過在《中醫藥

法》中增設中醫藥研究發展條目等相關內

容，並提出六項支持中醫藥研發具體建議。

例如，國家鼓勵和支持運用包括哲學、

生命科學和其他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開展

中醫藥的研究和發展；國家應鼓勵和支持調

查、收集民間安全有效的傳統診療技法、方

劑、中草藥和學術流派，並加以整理提高和

推廣應用，同時開展中醫藥國際合作研究

等。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中西醫並重，傳承發展中

醫藥事業，為新時代推動中醫藥振興發展提供了遵循、

指明了方向。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中醫藥事業

傳承發展。全國政協委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于文

明認為，中醫藥傳統知識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資源，是中

國古代科學瑰寶，是中醫藥傳承發展的核心要素。如何

建立一個與現代知識產權制度並行又相互補充的制度，

解決現代知識產權制度不能保護中藥炮製技術和名醫名

方、驗方特殊療效的“弊端”，是今後傳承工作的重要

課題。

他建議，在國家層面加快戰略研究，制定《國家中

醫藥傳統知識保護條例》，建立健全傳統知識保護制

度。

于文明指出，要做好這項工作，必須加強戰略研

究，在國家戰略層面加強中醫藥傳統知識保護制度的頂

層設計，特別是準確界定中醫藥傳統知識的內涵及外

延，明確保護什麼以及怎麼保護等一系列問題，確定權

利主體、客體和主要內容，制定相應的權利限制範圍和

權益，在兼顧中醫藥傳統知識保護的同時，鼓勵創新研

究和發展應用，明確惠益分享機制和形式。

建立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提高醫療服務的公平性和

可及性，為城鄉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

療衛生服務，是醫改的重要目標。“中醫藥具有‘五種

資源’優勢，在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中，在維護群眾健

康，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有安全、方便、效驗、經濟的特

點，可以在保基本、強基層和控費用方面發揮作用，放

大醫改的惠民效果。”

于文明說，“隨着政府供給側結構調整，中醫藥以

其特色優勢和‘五種資源’的特殊地位作用，將在基本

醫療和非基本醫療中進一步發揮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

路”倡議後，國家出台了一系列

戰略舉措，順應時代發展的要

求，特別是國家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審議通過

了《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

劃（2016-2020年）》，為中醫

藥參與服務“一帶一路”指明了

方向，提出了要求。

規劃明確，到2020年，中醫

藥“一帶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

局基本形成，與沿線國家合作建

設30個中醫藥海外中心，頒佈20

項中醫藥國際標準，註冊100種

中藥產品，建設50家中醫藥對外

交流合作示範基地。

中醫藥的醫療與養生保健價

值被沿線民眾廣泛認可，越來越

多的沿線國家提出與中國加強合

作。“但是目前中國中醫藥走出

去整體還處在起步階段，仍然面

臨中西醫文化差異巨大，中醫藥

服貿壁壘眾多、人才缺失、標準

欠規範等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許亞南認為，

中醫藥貿易應從單純的醫和藥的

出口轉化為依託教育、科研和文

化等軟實力的出口，結合影視、

音樂等傳媒形式進行推廣，依託

軟實力拓展服務貿易。同時，加

強國內中醫藥管理，對破壞中醫

藥形象的違法行為加大懲戒力

度。

許亞南建議，培養中醫藥服

貿人才，鼓勵中醫院校和國內外

外國語大學聯合培養多語種面向

不同國家的複合型人才；加大培

訓，切實增強中醫藥服務貿易人

員專業水平和實踐能力。

此外，應建立中醫藥服貿標

準。制定統一的中醫藥名詞術

語，建立標準化中醫藥對外教育

課程。完善國家中醫從業人員資

格認定標準和外國設立中醫藥服

務貿易機構標準，制定中醫診療

國際規範標準，推動中醫藥國際

認證認可體系建設。全國政協委

員楊文龍則建議，廣東自貿區既

有中醫中藥資源積聚的內地作為

依託，又是“一帶一路”、“海

上絲綢之路”的中心支點，可在

廣東自貿區建設國際中醫藥產業

“一帶一路”創新示範園區。

中醫藥是最能代表中國國家形象的文化符號。全國

政協委員、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張其成呼籲，應

將中醫藥文化納入《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

規劃綱要》中，並切實將“中醫藥健康養生文化的創造

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作為“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

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抓手之一，給予高度關

注和支持

設“中醫藥文化事業”發展專項資金
同時，加大中醫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他

認為，應將“中醫藥”相關項目積極申報為世界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世界記憶名錄；增加國家非遺中醫藥項

目及代表性傳承人的數量，加大對現有非遺項目包括資

金在內的全方位支持力度。

張其成表示，應設立“中醫藥文化事業”發展專項

資金，成立有關中醫藥文化事業發展平台，急須成立國

家中醫藥博物館、國家中醫藥非遺傳承保護中心、國家

中醫藥公共文化服務中心。同時設立“中醫藥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大力發展中醫文化創意產業，促

進中醫藥文化資源的數字化轉化和開發、中醫藥數字文

化產品的創作，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加快

文化產業基地和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群建設。由於中醫

文化產業兼具文化產業和健康產業雙重優勢，需整合跨

行業資源。創作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影視、網絡等中醫

文化產品。

他指出，可依託文化部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國家漢

辦孔子學院以及由內地高校和研究機構成立的海外中醫

中心，設立中醫藥文化學堂，開設“中醫文化”課程，

策劃舉辦中醫藥文化活動，開展中醫藥本土化的調查研

究，以中醫藥文化展示中華文化魅力，塑造國家形象。

以《中醫藥法》實施一周年為

契機，“中醫中藥中國行——2018

年中醫藥健康文化大型主題活動”

日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作為

中醫中藥中國行第三階段活動——

中醫藥健康文化推進行動的一部

分，2018年中醫藥健康文化大型主

題活動從北京到全國各省會城市、

地級市同期啟動。

主題活動包括中醫藥事業發展

和文化展覽展示、健康諮詢、傳統

保健操演示、互動體驗、健康講

座、科普資料發放等一系列中醫藥

健康惠民活動。展覽展示區重點展

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醫藥事業的發

展成就，《中醫藥法》及其配套文

件的相關內容和實施一周年的成果

等。此外，今年還將組織中醫藥健

康文化精品遴選，推進中醫藥文化

進校園活動等。

十餘年來，“中醫中藥中國

行”作為宣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

重要窗口，普及中醫藥健康知識的

重要平台，提高全民健康素養的重

要抓手，已成為深受老百姓歡迎的

活動品牌。

于文明在出席活動時表示，要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

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發

展中醫藥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

持續深化中醫中藥中國行的活動內

涵，不斷創新中醫中藥中國行的表

達方式，建立健全中醫中藥中國行

的長效機制，努力實現中醫藥健康

養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

展，讓中醫藥更好地為人民健康服

務。

實現中醫藥健康養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河北省邯鄲市邯山區農林路小學學生體驗中醫文河北省邯鄲市邯山區農林路小學學生體驗中醫文
化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