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词解释

药食同源植物

药食同源植物是指
具有一定医疗保健作用，
同时又具有一定营养价
值的可食性植物，亦称

“药食两用植物”。狭义
地讲主要是卫生部公布
的《既是食品又是药物的
物品名单》中的植物；而
广义地讲，凡具有一定药
用功效的食用植物，都可
以归为“药食同源”植物
的范畴。

海南药食同源资源
丰富，产业前景广阔，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
始尝试“掘金”药食同源
产业。

日前，海南省政府发
文要求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开展传统养生食材监
测评价，建立传统养生食
材监测和评价制度，评价
食材中功效成分、污染物
的监测及安全性，筛选一
批具有一定使用历史和
实证依据的传统食材和
配伍，对其养生作用进行
实证研究，大力开发药食
同源保健型南药产品，深
入挖掘苦丁茶、灵芝、石
斛、牛大力、诺丽等海南
特色产品。

本期《海南周刊》将
带你了解海南药食同源
产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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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需大企业介入
资源丰富但产业发展缓慢

虽然，药食同源植物资源开发成商品，其经
济价值是十分可观的，但发展的过程依然困难
重重。

比如，海南正生堂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于2008年就瞄准了牛大力酒的开发，却一度因
为牛大力未取得国家批准的食品原料资格，而
无法进入国内消费市场。

据了解，生长于海南深山幽谷之中的牛大
力，具有壮阳、养肾、补虚、强筋、活络的良好功
效。海南人历来有用牛大力泡酒饮用的习惯，
在海南中部山区，家家户户都泡制牛大力酒，在
很多大排档和酒店里，也有店家泡制的牛大力
酒出售，但长期以来，牛大力酒的深加工产业却
始终未能实现。

为此，海南正生堂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用了近10年时间研发出牛大力酒，2014年，三
威牛大力酒在海南省卫生和医药管理部门的支
持下，开始试产试销，并在海南岛取得良好的市
场反响。但由于当时牛大力尚未获得国家批准
为食品原料，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合法生
产和销售。而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几年前吉
林省的人参产业面临的困局。

为了让牛大力身份合法化，从2015年开
始，海南正生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投资300万
元邀请科研机构对牛大力的成分进行安全性论
证。最终于今年8月，牛大力获得国家批准为
食品原料，也为牛大力酒在全国市场的布局赢
得准入证。

“海南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大企
业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副所长戴好富认为，海南药食同源植
物资源丰富，但需要各界合力，让更多药食同源
资源得到合法化身份。

刘平怀同样认为，目前药食同源产业的建
设基本以小微民营企业的自有资金为主，既没
有资金雄厚的大企业现身，也没有金融机构及
政府的持续资金扶持，只靠小微企业本身的财
力，很难形成规模化投入。

千百年来，“百草皆药”的黎族人民
发现了种类众多的凉茶植物——

期待凉茶变“热饮”

文\海南日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田婉莹

一罐富有岭南特色的凉茶，23年卖遍中国，
曾实现最高年销售额200多亿元的规模。这是
加多宝凉茶造就的商业传奇。10月15日，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戴好富，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称，在加多宝的原料
中，有一味非常重要的原料“布渣叶”，就是海南
润方言黎族地区特产的一种植物。

事实上，海南“药食同功”的凉茶植物资源十
分丰富，尤其是长期生活在海南岛中部偏西、黎
母山山脉中段西北麓、南渡江上游的黎族润方言
聚居区，在凉茶植物的使用上，更是积累了宝贵
经验。

海南岛自古山多林茂，物种丰富。生存于深
山密林中的黎族人民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不
断发现许多不仅具有营养且具有医疗保健功效
的植物，如积雪草、荠等。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
和经验总结，逐渐形成了黎族人民“药食同功”植
物使用的特色凉茶传统文化。

戴好富曾利用一年时间实地调查12个黎族
村寨，通过走访老人、民间医生、中草药经营者，
并随它们到野外采集凉茶植物，收集了润方言黎
族凉茶植物31种。他发现，这31种凉茶植物大
多为草本植物，如车前草、白茅、丝茅、鬼针草等，
在老百姓房前屋后，路边水旁都有分布，体现了
润方言黎族“百草皆药”的民族文化和“随用随
采”的使用特点。

《黄帝内经》曰：“南方生热，热生火。”因而发
病以火热、暑热为见，应多服用寒性凉茶为宜。
根据文献记载，润方言黎族凉茶所用的31种植
物性味大多偏寒，符合凉茶的药性需求，另外这
些植物不仅含有丰富的各种微量元素和营养成
分，还具有预防感冒、清热降火、除燥去湿、凉血
利尿、滋补强身等多重功效。

这31种凉茶植物中还有18种未被商业性开
发。戴好富认为，润方言黎族的凉茶植物资源具
有一定的开发潜力和市场前景。但是，深度开发
和应用润方言黎族凉茶植物资源，需要民族植物
学、植物资源学、保育生物学、天然产物化学、分
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对
凉茶资源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并将凉茶文化发扬
光大。

事实上，除了黎族凉茶外，很多海南老百姓
目前普遍使用的凉茶都未被进行系统地商业性
开发。比如，无论是在海南的大饭店还是小餐馆
吃饭，在上菜之前，服务员都会先端上一壶鹧鸪
茶来招待客人。

据了解，鹧鸪茶质醇厚，回味甘甜悠长、在海
南众口皆碑。因其具有清热解毒、健脾解渴的功
效，千年来，更是被历代文人墨客誉为茶品中的

“灵芝草”。但目前鹧鸪茶依然停留在粗加工的
层面上。

此外，木棉花茶也面临相似的处境。木棉花
盛开时红得像火，而作为一种花茶品种，它又给
人一种色彩柔和，入口清香的婉约美。木棉花
味甘、性凉，有清热利湿、解毒祛暑、止血的功
效 ，湿气重的人非常适合饮用木棉花茶。但
遗憾的是，目前木棉花茶也未能进入规范化的
市场化运作。

业内人士认为，海南凉茶植物资源挖掘潜力
巨大，如果对这些凉茶植物进行化学成分、生物
活性等相关研究，可以为功能性凉茶原料和新药
食同源种草药保健品的开发利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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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岛，长夏无冬的热带海岛气候和茂密的热带雨林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有些植物既能
防病治病，又可作为人们饮食的一部分，具有药食两用的功效。

比如，有提神醒脑功能的益智果既可入药，又可以制成蜜饯、酒饮等供人们享用；被海南当地老百姓奉
为“接骨神草”的忧遁草，既是赤脚医生们常用的创伤药，又是人们打边炉时常食用的野菜；而具有降脂、降
压功能的辣木叶，也已被加入减肥养生产品的原料配方，深受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欢迎……

海南药食同源植物宝藏到底有多丰厚？
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执行副主任庞玉新介绍，海南岛地处热带，
岛上全年日照时数在1780-2600小时，长夏
无冬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生物资源的繁殖和
生长，再加上海南岛四周环海，境内山地连
绵，海南岛中部及南部为山体，五指山、黎母
山、霸王岭等山脉海拔高达1000米以上，这

些茂密的热带森林和独具特色的气候孕
育了丰富的药食同源植物。

2015年，庞玉新参与了一项专
门的海南岛药食同源植物资源梳
理调查工作。调查中发现，海
南岛药食同源植物种类繁多。
据现有文献资料不完全统计，

海南省药食同源植物约有100多科、1000多
种，主要包括草本、藤木、灌木及乔木植物等，
大部分集中在姜科、唇形科、大戟科、兰科等。

对于这1000多种植物的食药两用功效，
有的是经过国家卫生部的公开发布承认，有的
则是在《海南岛食疗本草图鉴》中有所记载。

在调查中科研人员还发现，海南岛特殊
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药食同源植物功效的特
殊性，其药用保健功效主要涉及清热祛湿、
解毒消炎、补气益肾、妇科调经、产后不适、
开胃消食、利胆健胃等方面，比如番木瓜、薏
苡仁、胡椒等。其中具有清热祛湿、解毒消
炎功效的植物比例占了一半以上。

庞玉新介绍，这可能与海南岛长期潮
湿、炎热、蛇虫滋生猖獗、生存条件较为恶

劣有关。长期以来，海南人民在与大自然
的抗争中，学会了利用植物来预防治疗疾
病及保健身体。

另外，科研工作人员在研究中发现，妇
科病相关功能（比如砂仁、肉桂、高良姜）占
比总量比例也较高，约为10.39%。庞玉新解
释，这可能与海南人民的传统家庭分工有
关，在家庭中，农田间工作大多由妇女承担，
而掌握植物知识最多的也是妇女，她们在长
期的恶劣工作环境中逐渐找到了治疗自己
各种病症的植物。

对于这些药食两用植物，从利用部位来
看，主要利用全草、藤茎、叶、根、果、种子等；
从加工方法来看，主要有生食、代茶饮、酿
酒、制糖、蜜饯果脯等。

海南岛是药食同源植物宝库
已发现千余种药食两用植物

随着“药食同源”概念被越
来越多人所了解和接受，近年来，

国内不少药企、食品企业开始积极布
局药食同源产业，诸如猴菇饼干、阿胶养

生茶、山药酸奶等药食同源产品逐渐成为年
轻人的热门零食选择。

而在海南，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瞄
准药食同源产业商机，开始大规模种植药食
同源植物，并研发出种类丰富的健康养生产
品，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每年5月，行走在海南黎母山、五指山、
吊罗山等地的各乡镇黎村苗寨，都会看到家
家户户在门前晒益智果。

作为“四大南药”（槟榔、益智仁、砂仁、巴
戟天）之一的益智具有暖肾固精缩尿、温脾止
泻摄唾之功效，已有数百年的栽培历史，而目
前全国90%以上的药用益智皆来源于海南岛。

“在海南岛，益智树多数生长于橡胶树、
槟榔树间或小溪边的山坡上，农户们几乎不
需要太多管理，便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海
南正生堂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欧
一诚介绍，目前海南人工益智种植规模已达
15万亩，随着保健食品市场的蓬勃兴起，如
今在海南市场上，以益智为原料生产的益智
仁茶、蜜饯益智珍果、益智黄精膏、益智复合
糖片、益智保健酒等产品十分丰富，确保了
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而来自重庆的海南禄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骆禄清，27年前就瞅准了海南五
指山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在这里开垦一片
保健食品产业，如今已经在五指山有上百亩
的忧遁草种植基地。

据了解，忧遁草具有很好的消炎解毒功
效，印度民众将其称为“续命草”，在海南，当

地老百姓叫它“接骨草”。海南当地的赤脚
医生经常用它入药，而当地老百姓还拿忧遁
草当菜吃，用忧遁草炒鸡蛋，煲忧遁草排骨
汤，喝忧遁草药酒等，忧遁草的保健功效多
年来已深入人心。

骆禄清介绍，如今五指山忧遁草的知名
度越来越大，采摘之后包装成鲜叶、干叶、茶
叶、粉剂、酵素等产品对外出售，黑龙江、甘
肃、北京等地都有固定的养生群体，公司定
期给他们空运发货。

海南大学生物工程系教授刘平怀介绍，
受气候环境影响，海南省药食同源生物资源
丰富而独具特色。经过几年的初步发展，海
南在益智、牛大力、海南广藿香、诺丽果、忧
遁草、螺旋藻、芦荟、砂仁、丁香等9大品种领
域，已陆续形成一批竞争力较强的专业化经
济实体。

企业掘金药食同源产业
海南目前已培育9大品种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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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木槿 苏晓杰 摄

棱轴土人参 苏晓杰 摄

诺丽果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D
刘平怀指出，我国在保健品消费方面存在

巨大的增长空间。根据行业规划，到2023年，
我国营养与保健食品产业规模将突破20万亿
元。而海南省药食同源生物资源丰富而独具特
色，产业前景十分广阔。

“虽然近年来，海南药食同源植物在药品、
食品、化妆品、食用添加剂、香料等产品的开发
上，获得了较大的热度。但在开发利用过程中
依然存在很多不足。”庞玉新指出，目前全岛除
一些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外，大部分中药材种植
仍以农户自发地，村前屋后的家庭经济为主，规
模小且分散，缺乏科学化和规范化生产。

另外，海南岛远离内陆，科研基础条件较
差，科技人员匮乏，科技力量相对薄弱，与海南
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相比形成巨大反差。且目
前药食同源植物加工企业少且规模较小，大部
分停留在传统的加工利用阶段，缺乏整体长远
的规划等。

庞玉新建议，应该加强对我省药食同源植
物的考察梳理和研究，建立大规模产业化基地，
推进药食同源产业化经营，加强科研创新平台
的建设，引导企业针对市场的变化需求，研发差
异化药食同源健康产品，提高产品的开发水平，
着力开拓国际市场。

在如何做大做强药食同源健康产业上，刘
平怀建议，我省可以学习辽宁吉林两省发展药
食同源健康产业的经验，成立专门组织领导机
构，出台相关支持政策，高起点规划，积极推进
全省政策资源统筹；此外，要重视科学栽培，提
升药食同源原料品质，深化产品开发，延长产
业链。

开发利用还需产学研对接
统筹推进延长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