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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森林吸引来的人
除了运动员，一些“候鸟”老
人也被吸引而来

来自江苏的吴志国，已在五指山
市定居了17年。他所工作的酒店，常
年接待外地客人。“五指山的空气很清
新、凉爽，在酒店睡觉很舒服。”吴志国
说，他常听到客人这样评价。

五指山市位于海南岛中南部腹
地，是海南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市县之
一。吴志国所在的酒店，也服务国家
体育训练南方基地（海南五指山·综
合），每年承担接待国家举重队冬季转
训的任务。今年，五指山市还接待了
国家跆拳道队、空手道队两支国家级
队伍。转训任务完成后，教练员和队
员都对当地气候和环境给予好评。

国家男子举重队总教练于杰在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五指山
等海南中部地区森林覆盖率高，空气
负氧离子浓度强，队员们在此训练，体
能恢复较快，睡眠质量也较好。

今年，五指山市还吸引了一些省
级自行车运动队伍前来驻训。“你走在
五指山市的乡间路上，经常可以见到
骑自行车的人。”吴志国说，这些队伍
主要在五指山市阿陀岭赛段和其他山
地路段训练，平均要在五指山市待上
个把月时间。

在《海南省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2019—2025年）》里，提出在海口、大
三亚区及五指山，打造国家运动康复
基地。

除了受到运动员的青睐，一些“候
鸟”老人也被海南中部山区的森林资
源吸引而来。常居北京的退休教师王
班，早年进行过心脏支架手术，还患有
哮喘病。她曾辗转国内多个城市，期
望寻找一处居所养老。最终，她留在
五指山，买了房。像许多其他“候鸟”
老人一样，她冬天来到海南生活，夏天
再回到北京和家人一起住。

“这里人口不多，周围都是森林，
对我的病很友好，同时小区配套也好，
每天早上还可以沿着河边走路锻炼，
很舒适。”王班说，她最终选择五指山，
还有一个原因是位置靠近三亚，交通、
医疗等条件较好，也利于她往返北京。

企业往往会对市场的需求做出敏
锐反应，高森林覆盖率的自然环境亦
吸引了企业的目光。

顺着224国道进入五指山市区，
会路过五指山市仁帝山康养基地。八
旬的闫文英是这里的常住老人。每
天，她早早起床，洗漱完整理床铺后，
走到公寓楼下的餐厅，那里已经有工
作人员准备好了早饭。

在基地里，像闫文英一样的老人
不少。他们可以得到住宿、餐饮、养
生、医疗等一系列生活保障。

“森林康养将成为未来康养的主
流。”五指山仁商基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东科介绍，仁帝山康养基地正是基
于当地森林环境而建设的，2018年10
月还获批成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
点建设单位”。

加速补齐医疗短板
医疗专家的到来，带来了更多名医进驻

9 月 17 日，在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往
五指山市方向的224
国道旁，五指山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国际医养
中心项目正在加快建
设，工地上塔吊林立，
工人不停穿梭。“医疗
楼预计春节封顶，康养
楼预计明年 7 月封
顶。”五指山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院长刘喜成
说。

依托热带雨林等
森林资源，海南森林康
养产业正驶上快车
道。不止于五指山，保
亭、琼中、白沙等市县，
也正立足自身优势，积
极布局。来海南享受
新“森”活，吸引了养老
人群，也吸引了医疗专
家入驻，产业集聚效
应，正在释放。

从王班等老人的选择里可以看出，
空气和气候等自然环境是养老人群选择
的关键要素，但便捷的交通条件、丰富的
生活配套和完善的医疗设施等，同样不
容忽视，特别是与养老有关的医疗条件。

而今，五指山市也看到了康养产业
中“养”的不足，正加快补齐短板。

2022年开始，五指山市依托胡大一、
凌锋等知名医疗专家学者入驻的优势，
在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二
院）建立了海南省胡大一心脏中心，并计
划筹建海南省心脑医学中心，利用气候
和森林优势对特定人群进行疗养，打造
气候康养品牌。

每个月的11日至15日，胡大一团队
会指派医生来到省二院坐诊。每季度初
的前5天，胡大一本人也会到医院坐诊，
并“传帮带教”当地医生。

事实上，胡大一来五指山市的次数
已经越来越频繁。“现在几乎隔一两个月
就要来一趟，未来，我将常住在五指山。”
胡大一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如今，在海南省胡大一心脏中心，工
作日每天开门接诊，很多“候鸟”老人来
这里进行病情复查、问诊、寻药，其中不
乏外地过来的病人。截至目前，该中心
已经吸引省内外1000余名患者。养老
人群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可见一斑。

省二院还配备了专门的医生团队，
联合胡大一团队开展科研项目。王文
凯便是医生团队中的一员，目前是省二
院胡大一名医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胡
大一的学生。他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
胡大一团队在五指山市开展气候医学
的科研项目正顺利进行，截至目前，项
目完成了夏季期间的病例数据收集，将
于今冬再收集一批病例数据，完善数据
样本。

更重要的是，胡大一的到来，带动众
多名医大家的进驻。其中，胡大一团队
的专家就有150余名。比如，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原海军总
医院）心脏中心主任李田昌，目前已常住
五指山，上班时间几乎都在省二院坐诊。

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
医学中心（原海军总医院）心外科主任汤
楚中、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脑科中心主任
兼神经外科主任陈劲草等18名医疗专
家，也加入到海南省胡大一心脏中心的
建设，并定期在五指山市开展诊疗活动。

五指山市市长陈国梁认为，名医大
家的入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五指山市
医疗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补齐五指山市
在康养产业链上的医疗短板，助推康养
产业发展。未来，名医效应也将进一步
吸引省内外人群到五指山康养，森林康
养市场将不断扩大。

在海南，不止于五指山，越来越多的
市县看到森林康养市场的前景。

2月16日，全国首个“气候康养示范
基地”在保亭神玉岛文化旅游区揭牌成
立。保亭正着力发展康养旅游产业，创
新“气候康养+乡村旅游”新模式。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家级“全
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稳步推进。森
林康养产业正成为该县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一
环。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当地立足中医
药特色疗养服务，打造以白沙县人民医
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罗海生为代表
的“海生牌”中医药名片，每年接待省内
外病人超过1万人次。白沙也正在探索
构建“名医+中药南药”的融合发展体系，
通过全方位、全周期中医康养服务，为当
地康养产业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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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森林资源这个名片，可以吸
引康养人群到来，但如何留下目标人
群，形成产业消费力，还需要看康养
产品业态的丰富程度和康养机构的
专业性等因素。

外部市场看好，但森林康养业态
功能和产品体系尚待完善；大型康养
项目如何与森林资源有效衔接……
在一些业内专家看来，海南森林康养
产业的问题有待多部门联合努力解
决，与此同时，森林康养产业对人员
的专业要求较高，在人才的招揽和培
养上，应有更多创新举措。

“基于国外一些探索，我们可以
利用自身环境优势提供个性化的康
养产品，比如心脏康复、肺病恢复等，
打造国内一流的预防医疗康养目的
地。”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凌锋指出，海
南有着四大优势，一是森林资源的优
势，二是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三
是知名专家资源入驻的优势，四是当
地已有的基础，包括人口、医院设施
及营商环境等。

森林康养的模式最早从德国产
生，德国对于森林资源的利用不仅是
观光游览，还开发出了基于森林富氧
的森林景观休憩、森林生态食品、个
性化养生项目等产品业态，同时配备
相应的养生休闲和医疗服务设施，积
极推动公众到森林去疗养，减少医疗
费用的支出。

在盛行“森林浴”（沐浴森林里
的新鲜空气）的日本，一些企业和政
府为纯自理型、不能自理型等不同
类别的人群设定了不同的业态产
品，让他们都有机会参与到森林康
养中来。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
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
营目录》便快速出台。对此，在海南
从事森林旅游开发的企业人士史杰
早早做起了规划，他想利用热带雨
林的资源背景，建设生态研学、旅游
观光、特色民宿等项目，同时利用互
联网，聚集个性化需求，丰富当地森
林康养的业态产品，吸引公众前来
康养旅游。

在今年的第二届消博会上，海南
南海健康产业研究院院长曾渝在全
球医疗消费论坛上发言指出，海南要
做好定位，打造有针对性的医疗康养
项目，要积极整合健康管理、体检、医
疗、康复疗养、医药研发等核心资源
形成产业链，还要借鉴国外培训教材
和经验，开展专业的教学与培训业
务。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海南分所副研究员李榕涛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海南中
部地区分布有丰富的黎药、南药等药
物资源，以及经过多年实践形成的黎
医诊疗技术，应加大发掘、整理和开
发，打造特色康养产品。

当前，这些情况正在好转。今
年，五指山、琼中等海南中部市县
都加快了对森林康养项目的支持
力度，五指山市还提出与区域内的
大中专院校合作，培养专业型人
才，满足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需
求。而在屯昌县，当地则加大对沉
香等南药产业的支持，打造南药产
业发展高地。

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人才、
环境等优势，海南森林康养产业的发
展，未来可期。

（本报五指山9月20日电）

从个性化产品突围
深挖黎药、南药资源，提供
个性化康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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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在五指山市仁帝山康养基地，“候鸟”老人在阳台欣赏风景。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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