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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君紫阁峰前好，新作书堂药

灶成。见欲移居相近住，有田多与种

黄精。”这是唐代诗人张籍写的寄王

侍御的一首《黄精》诗。从这首诗中，

不难看出诗人对黄精是何等的钟

爱。

黄精在中医药中是一种抗衰防

老的补益药物。古代医家对黄精的保

健作用，推崇备至，认为久食黄精能

“轻身如飞”。据记者了解，在中国长

寿文化的发祥地，远近闻名的“中国

长寿之乡”四川省彭山县，也是中国

著名的黄精产地。

彭山县地处成都平原西南，是一

片历史悠久、风光旖旎、拥有特殊地

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的神奇土地，这就

是中华寿星彭祖的故里。彭山不仅是

闻名海内外的“中国长寿之乡”，更是

中国著名的酿酒之乡。彭祖是商代著

名的寿星和养生家，许多先秦古籍都

有记载，彭祖长寿 800 多岁，正是这
种不可复制的彭祖养生文化和独特

的地域性资源优势，才孕育了极具文

化内涵的彭祖八百寿酒。

神秘养生文化
融合悠久酿酒历史

四川八百寿酒业公司前身是

1956 年公私合营组建的地方国营彭
山县酒厂，由清末年间的六家私人酿

酒作坊逐步发展而成，距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其酿酒老窖池一直使用

至今，现已被列为眉山市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俗话说，“千年老窖万年

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老窖窖泥中仅

有益的微生物就达几百种，形成了一

个庞大的微生物群落，影响着粮糟的

发酵和出酒的品质。神秘的养生文化

与悠久的酿酒历史，都是时下最受消

费者关注的元素，而这也就成了摆在

当地拥有百年历史的八百寿酒业公

司面前的一个课题。

公司负责人介绍说，现在全社会

越来越关注身体健康和食品安全。传

统的饮食文化中也注入了绿色健康

的时尚元素。人们对酒的需求也从过

去单一的高酒精度的白酒渐渐转变

成了低酒精度，多种口味、绿色环保

且带有养生保健功能的各种酒类。在

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为了更好地

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公司

联合多家科研院所花费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探索

工作，历经多年终于开辟出属于自己

的“养身白酒”市场之路。

彭祖八百寿养身白酒选用药食

两用的黄精、茯苓、山药、葛根等传统

中药，采用现代科学工艺技术，提取、

浓缩药材活性成分，融入优质浓香型

白酒而成。该产品在不改变传统白酒

色、香、味的前提下，汇集了既传统又

现代的多种元素。产品口感柔和，醉

酒度低。

2010年底，四川省食品工业协会
组织在川的全国著名白酒专家对省

内地方名酒企业进行了质量巡视，专

家组巡视后评价说：走过的地方名酒

企业中，八百寿的基础是最好的，老

窖池的质量也最佳。

独特产业模式
助推企业良性发展

伴随着彭祖八百寿养身美酒的

声名鹊起，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由于

公司对原料需求的日益增长，开始在

当地建立原料基地，并实现了带动当

地农户共同繁荣发展的良性经济循

环。

“公司+基地+农户”实现共同发
展。“四川本地高粱是酿制白酒的最

佳原料，黄精是养身白酒的主要原

料，引导当地农民种植高粱和黄精，

既可以满足公司对原料的大量需求，

同时也能有效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

富。”该负责人介绍说。

在 2010年初，八百寿酒业开始
把酿酒高粱基地和黄精种植基地作

为自身的第一车间来抓，通过打造高

粱和黄精种植基地模式，切实推进标

准化生产，加强基地能力建设，成功

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龙头企业+基地+
农户”的产业发展路子。公司按照发

展规划，在彭山县江口镇、武阳乡等

地建立了优质高粱种植基地；先后在

彭山县观音镇、江口镇等地建立了黄

精种植基地。当地农户通过种植高粱

和黄精，收入得到较大提高，而八百

寿酒业也通过种植高粱和黄精基地

的建设，使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得到不

断提高，形成了企业与农户同发展、

共繁荣的良好局面。

心怀企业、情系社会，这些年来，

八百寿的美誉度逐渐提高。俗话说，

“酒是醇的香”，记者相信，从岁月洗礼

中走出的八百寿酒业，必将迎来更大

的辉煌。八百寿酒业仍将依托彭祖长

寿养生文化和彭山的长寿文化，不断

为广大消费者的健康生活添砖加瓦。

洪涛 本报记者 闻笛

淮南黄精素有“江南人参”之称。

《安徽大辞典》记载：黄精根茎肥满，

断面角质光亮，并以传统加工方法加

以精制，质居前茅。品质优秀的黄精

呈不规则的条状，颜色是一种近乎透

明的黄，它与九华山干笋片、石耳、葛

粉、九华佛茶等称为九华绝品。黄精

在池州生长范围很广，凡阴湿山坡和

沟谷两侧都有。据《青阳县志》载：黄

精“虽处处有之，唯以九华山者为

上”。因黄精能吃，所以九华山历来有

采制黄精的习惯。但是近千年来，黄

精除了粗放型的加工之外，还没有真

正地从古诗中走出来，资源优势还没

有很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人们只能

陶醉在那种唐代诗人韦应物所营造

的“灵药出西山，服食采其根。九蒸换

凡骨，经著上世言”的氛围中。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

对保健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黄精

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受

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导致药材黄精

的索求量不断增加，黄精的野生资源

急剧匮乏。近年来，由于过度采挖，野

生黄精已成为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从

目前情况来看，采集野生黄精不但不

能满足市场需求，更破坏了生态环境

和黄精野生资源。资源的短缺也限制

了黄精产品的发展。

首家林下黄精
GAP基地落户贵池

但是，记者近日了解到，中国首

家林下黄精 GAP 示范基地及万亩有
机中药材示范基地项目落户安徽贵

池，这将为进一步做大做强黄精产业

奠定有力的基础。据记者了解，2012
年，安徽天品堂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和

贵池区墩上街道办事处签订了现代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协议，该项目不但

开启了人工抚育野生黄精之门，也使

黄精产品的开发走上科学化、产业化

的道路。

据记者了解，安徽天品堂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是集科研、生产、销售、特

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

企业。公司种植基地位于中国池州九

华山山脉，常年云雾缭绕，雨水充沛，

原生态环境优越，是有机中药材及绿

色健康产品的最佳培育基地，公司目

前拥有有机茶叶示范园、地藏黄精

GAP示范区、禅农文化示范园、万亩
有机中药材示范区及有机中药材苗

种培育基地，基地总面积约 58000 余
亩，计划带动农户 10万余亩。兴建天
然产物工程研究院、生态工业产业集

中区、佛家养生文化示范区。

为了改变目前黄精产业生产、深

加工等方面的问题，安徽天品堂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专家团队多次组团来

池州，认真细致地考察、对比、分析、

论证有关中药材的投资环境，认定

“中国首家林下黄精 GAP 示范基地
及中国万亩有机中药材示范基地项

目”落户墩上确是较佳的选择。安徽

天品堂通过与科研院校的产学研结

合模式，开展一系列以黄精为主的中

药材野生驯化、良种繁育示范推广工

作。

谈到中国首家林下黄精 GAP示
范基地项目的确立，该公司总经理赵

国利说：“该项目建设遵照《安徽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药材产业

化发展的意见》与《安徽省中药材

产业化“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精神

及《池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紧紧围绕科

学发展生态立市的主题，转变传统

农业发展方式，建立中药现代化科

技产业的主线，是创建池州森林城

市、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

项具体行动。项目区青山连绵起

伏，溪水曲折常流，田园风光无限，

森林郁郁葱葱。这里具有交通快

捷，人流、物流、信息流十分通畅的

市场开拓价值。

赵国利说，该项目的实施，以碳

汇经济结构调整为出发点，以现代农

业要素可持续利用为基础，以生态农

业与生态工业并重、生态环境利用与

生态旅游开发并举为条件，以 GAP技
术集成构建适应优质高产、高效、生

态、安全中药材发展要求的技术体

系，把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

劳动生产率作为主要目标，把增收增

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

合、生产生态协调、农业农村发展作

为基本要求，把农业、林业、药业有机

地结合起来，着力打造中国首家林下

黄精 GAP示范基地、中国万亩有机中
药材示范基地及有机中药材种苗繁

育基地，实现带动农户种植面积 10

万亩以上。

该项目拟三期建成。首期建设计

划 2012年 10月至 2015年 12月，工
程总投资约 3.76亿元。经过三年建
设，项目区路旁百花争奇斗艳，田中

百药茁壮成长，园里四季硕果累累，

林下黄精永葆资源；项目区将成为万

亩药材园、十里花果园、旅游大观园、

科技博览园。投产后，公司年经营收

入 6.82亿元，年利税 1.3亿元，直接带
动周边村村民千户以上，辐射带动马

衙、五溪、杜村万户以上，解决用工千

人左右，农民年均增收 2100元；新增
生态园林万亩以上，年碳汇量达 5.4
万立方米以上，可减少大量水土流失

和大量的化肥、农药、除草剂污染，极

大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进一步提高

旅游视觉形象和项目区群众的生活

质量。

延长产业链
黄精养生不再遥远

产业要发展，龙头企业的带动作

用很重要。安徽天品堂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就是敏锐地观察到黄精产业巨

大的潜力以及消费者对于健康需求

不断地变化，以黄精的保健、养生功

效为基础，开发出了天品堂佛茶、健

一生保健品、千年坊生物中药、圣黄

精养生品等多个产品，延长了产业

链。其中天品堂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出

品的黄精多糖还荣获“安徽省新产品

(第二批)”的称号。
赵国利总经理谈到公司未来的

发展时对记者讲，“现代人工作、学

习、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也就越

来越渴望寻求身心健康，这样的追求

与传统东方宗教哲学的思想观念不

谋而合。因此，我们认为强调身心健

康、养出心境的中药文化结合浓厚的

东方宗教哲学观念必定会促进未来

中药养生市场的大发展。”

一位多年从事中药材贸易的汪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两年，

尤其是近期，由于有厂家在市场上寻求大货，黄精的市场库存

量微薄而行情不断顺势上涨。汪先生介绍说，黄精一直为野生

资源供给，各产地野生资源不断萎缩，因此，近几年，已经有商

户看好其后市而积极购货，拉动价格节节攀升，未来黄精库存

量不是很大，随着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会进一步走高。

中国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冯超群博士介绍说，随

着黄精的采挖难度加大，工值的不断提高，黄精的生产成本也

在提高，野生资源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恢复，黄精的供应量将会

逐年减少，供求矛盾将会加剧且越演越烈，大面积种植目前尚

不成熟，在未来两三年中，黄精价格将会出现一个高价的巅

峰。为此，记者专门走访了中国黄精专业研究机构———九华山

黄精研究所，探究黄精发展的奥秘。

专家告诉记者，黄精属野生药食两用品种，随着保健食品

用量扩大，资源逐年减少，价格也逐年上升，目前虽有人工种

植，但种植技术并不成熟。同时，由于家种黄精生长周期长，一

般根茎繁殖需要 3—4年，种籽繁殖需要 5—6年，且单产量较
低，药农的种植积极性不高，因此产量增长有限。据近年来的

分析研究，黄精的总体年产销大约在 1000—1200吨，鲜黄精
用于做保健食品，在超市有销售。药用方面，该品具有补中益

气、润心肺、强筋骨的功效，而且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抗菌、解

毒、抗衰老等方面有着良好的作用。

九华山黄精研究所所长金利泰博士告诉记者，黄精是我

国珍贵中药材，性味甘平，补中益气，润心肺，强筋骨，可有效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本草纲目》称之为“芝草之精”。近年来，

野生黄精由于过度采挖，已成为珍稀濒危药用植物。黄精始载

于魏晋的《明医别录》，别名为“仙人余粮”、“救命草”等，体现

了其药食两用性。

在中国，黄精的药用历史已逾 2000年，是中医常用药物
之一。在中国医学典著《神仙芝草经》及《本草纲目》中有载：

“黄精宽中益气，使五脏调良，肌肉充盛，骨髓坚强，多年不老，

以白更黑，齿落更生……”传统中医学对黄精的药理作用综述

为：黄精具有性平、味甘、无毒、归脾、肺、肾经，具有补中益气，

润心肺，强筋骨等功能，可以主治虚损寒热、肺痨咯血，病后体

虚，筋骨软弱。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黄精具有增强免疫力、降

低血脂、血糖、延缓衰老等多种药理作用。对黄精化学成分的

研究表明，黄精含有黄精皂苷、菸酸、糖类、醌类、氨基酸及微

量元素等多种有效成分。

金利泰博士告诉记者，随着黄精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近

几年来黄精价格不断提高，应用领域不断扩大，更多的药农开

始种植黄精。但是药农普遍认为黄精好种，不用过多管理，总

是凭老经验对待黄精生长的各个环节，田间管理极差；连续种

植，造成黄精连作现象十分普遍，连续种植也使病虫害增加，

药农又没有应对的办法，使黄精种植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普

遍存在滥施肥、除草剂等现象，使部分黄精药材重金属含量和

农药残留量超标，进而影响黄精药材的产量和质量，很难得到

国际市场的认可，严重限制了黄精的应用领域。因此，黄精栽

培应严格按照 GAP的要求，对栽培生产的一系列环节加以严
格控制。

黄精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加，除国内消费市场外，黄精还出

口韩国、日本等国家，久畅不衰，价格稳中有升，市场缺口很

大。而文献查阅与资源调查显示，随着全国各地野生资源采挖

量减少和黄精在药物、保健食品和保健化妆品等领域的开发，

目前市场上黄精干品年供应量远远达不到需求量，并且还有

拉大的趋势。资源匮乏问题已经成为黄精产业发展的瓶颈。黄

精资源匮乏的原因主要有：目前仍以野生为主，种植不成规

模；主产区资源锐减，采挖量少；生长周期长，产量有限。

同时，随着黄精需求量的逐渐增大，黄精的价格逐年上

涨。由于受到利益驱使，各种黄精伪品混入黄精市场，严重影

响了黄精市场的健康发展。黄精常见伪品有：苦黄精，主产于

甘肃、东北各省；大玉竹，主产于湖南。

大力发展黄精的规范化种植是解决黄精资源匮乏问题的

有效途径。通过黄精的规范化种植，既能缓解黄精资源匮乏的

瓶颈问题，又能得到安全有效的黄精原料药，实现黄精产业的

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为了规范黄精市场，提高黄精的市

场准入标准势在必行。首先要运用现代科技提高黄精的鉴别

手段；其次要加大对黄精假药的打击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黄精市场健康、有序、繁荣发展。

天品堂：借“江南人参”带动产业发展

黄精养生 酒香万里 产学研相结合
黄精驶入“黄金”道

刘芯岩 本报记者 张博

叶红喜 本报记者 闻笛

产业要发展，龙头

企业的带动作用很重

要。安徽天品堂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就是敏锐地
观察到黄精产业巨大的

潜力以及消费者对于健

康需求不断变化，以黄

精的保健、养生功效为
基础，开发出了天品堂

佛茶、健一生保健品、千

年坊生物中药、圣黄精

养生品等多个产品，延
长了产业链。

“

（上接第十九版）

目前，基地包括科研、良种繁育基地、核心示范区和推广区

共计 1200余亩，亩产优质温郁金 40公斤。至今已按照 GAP管
理要求，在基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模式、人员培训、物种鉴定、

优良品种选育扩繁、规范化种植、品质监控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的创新探索。并开创了“基地+公司+合作社（农户）+科研单位”这
一新的中药材 GAP组织形式、发展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将高校
（科研单位）、农户及药品生产企业各自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

为公司原材料提供了保障，为地方药农增收创造了条件。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药材 GAP认证，
就是从保证中药材质量出发，控制影响药材质量的各种因子，

规范药材生产的各个环节乃至全过程，以达到药材“安全、有

效、产量稳定、质量稳定、可控”。专家指出，无锡济民可信山禾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证明，建设 GAP基地可以有效地解
决我国中药材生产中遇到的，如种质不清或退化、野生资源破

坏、种植加工粗放、规格标准不规范、农药残留、重金属严重超

标、储存及包装落后等问题。借此打破限制中药产业发展的瓶

颈，激活中国中医药发展的潜力，为中国中药企业在世界中药

市场竞争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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