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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骏

一脑子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高毓，却有一颗“传

统”的心。高毓喜欢莲花，她的企业标志是一朵莲花，

她的办公室挂着《水墨爱莲图》，她的科研机构起名

莲花工程院。高毓说，百花之中，莲花独具“出淤泥而

不染”的自洁能力，恰如她珍爱的产品，化病痛为健

康，化腐朽为神奇。

高毓把文化视为企业成长的根基，企业建立之初

就埋下了文化建设的种子。她把儒家文化的精髓

“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作为企业的文化核心，

把佛家文化的“慈悲为怀，道济天下”作为企业的宗

旨。她要求员工带着大爱之心销售产品。她要求员工

把《弟子规》和《孝经》作为企业文化推行的基础。她

要求员工秉承“大善之心行大善，大爱之心爱世人”

的莲花精神，恩泽众生，回报社会。

高毓是企业家，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慈善大使。

她曾先后获得世界和平周“和平使者”称号、母亲水

窖“爱心使者”称号、“2009 中国创新女性奖”、
“2008—2009 中国优秀女企业家可持续发展优秀论
文奖”等。如今康健在发展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

活动，奉献爱心。2009 年 11 月，“优秀女企业家国际
论坛 2009———走出危机，踏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大会

在北京召开。为了让女企业家们和更多女性朋友们

认识到女性生殖健康的重要性、紧迫性，如今康健独

家赞助了本次大会。2010年 4月，如今康健公司以特
别协办单位的身份赞助了“2009 中国经济女性年度
人物暨第七届中国经济女性发展论坛”。

从良心到爱心再升华到慈悲心，高毓的中国梦

得到了一次次升华。从一流文化到一流品牌再到行

业领军者，高毓的中国梦版图一次次扩大。

有人说她是把生殖健康升华到生殖文化的第一

人，有人说她是把微生态自洁法推广到世界各地的

第一人。从听到生殖二字就脸红的女人成为对生殖

文化如数家珍的女企业家，她克服了多少偏见，历经

了多少困难。

经济学家史清琪教授说，生殖文化健康是人类

的第一选择，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促进并

维护女性生殖健康不仅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更是一

种公益事业。高毓作为女性生殖文化健康的开拓者，

她像西天取经的行者，带着使命上路，她知道这条路

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必将取到真

经。

高毓说，如今康健公司不是推广产品，而是传播

生殖文化，在 2013年 4 月上旬结束的“首届女性生殖
文化健康高层论坛”上，高毓大声疾呼：传播生殖文

化迫在眉睫。开展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培养良

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影响更多的人接受生殖

健康的先进文化，才能唤醒女性的生殖保健意识。只

有政府及社会各界支持、男士们关注，才能把女性的

健康、家庭的幸福落到实处。

她的中国梦，属于天下女性。她的中国梦，也是

世界梦。高毓和她的如今康健公司将以发展人类生

殖文化健康产业为己任，以博大的爱心、永远的慈悲

心，把生殖文化健康奉献给每个家庭、每个国家乃至

全世界女性。

得道者多助，爱人者被爱，善行者广结善缘。在

高毓的身边，围绕着一批被她感动的人。基于中国医

学整体平衡思维的微生态自洁法，说服了美国华人

商会副会长斯蒂文·爵卿先生，高毓的执著精神，更

是感动了这位见多识广的美籍华人，他决定把如今

康健倡导的生殖文化健康理念推向美国市场，圆她

的中国梦、世界梦。

认识高毓的朋友，都说她是典型的女强人，好像她就是为使命而生、为事业而
活、为成功而存在的。她智慧干练，思维敏捷，说话干脆利索，如果你一走神，会接不
上她的话。她工作节奏快，做事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如果你是慢性子，会感觉到无形
的压力。当你与她一起工作时，你常常会忽略了她的性别；当她与你一起谈佛论道，
叙说女人的疾苦时，她坚定的眼神中透出母性光辉和菩萨的慈悲；当她谈起自己的
“中国梦”时，你会瞬间被她的激情点燃。

高毓与她的中国梦

佛缘深厚的她相信缘。

“都说女人爱做梦，我天生就是追梦

的女人。”高毓说，具体来讲，她的中国梦

有两个愿望和两个希望，第一愿望缘于

2000年的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在海南的
一次会议上，金利来前总经理罗活活慷

慨激昂地说过要“做男人的世界”，当时

在她的意识当中就想，一定要“做女人的

世界”。第二愿望缘于中国孔子基金会会

长助理主任朱积友老师，他一生弘扬中

国国学文化，在他身患重病时告诉高毓

说有一款女性卫生护养产品很好，是

很多博士多年的心血，对女性的健康

至关重要。看着他眼神中的渴望和呼

唤，当时高毓的心里顿时升起了慈悲

之心。当今女性对生殖健康的不了解

导致其危机四伏，身为女人更应该关

爱女性。

第一希望是让天下所有的女性朋

友们都能够认识到生殖健康的重要性，

做到护生殖、爱自己、爱自洁！第二希望

是让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男士都要关

爱女性生殖健康，促进家庭和谐。

是什么产品，让朱积友老师在生命

弥留之际郑重推荐呢？是什么产品融入

了博士们十年的心血？作为中国女企业

家协会常务理事，曾在商海拼搏了 20
多年之久，成功打造多家企业，产业涉

及地产、服装、IT、军工等多个领域，是
什么动力让高毓毅然决然“跨界”投入

女性生殖健康行业创建了如今康健（北

京）生物科技公司呢？

多少女人因为无知，被落后的生活

习惯所伤害，多少女人被反复复发的妇

科病所折磨，多少女人因为妇科病的久

治不愈诱发癌症，多少女人因为妇癌而

失去生命。其实，这一切的不幸都是可

以避免的。只要改变错误的护养习惯，

建立生殖道微生态自洁，妇科炎症就可

以有效抑制，妇癌就可以提前预防。

东方整体平衡思维，诞生微生态自

洁法。

目前市场上的女性生殖用品并不

在少数，各种产品都宣称可以杀菌消

炎，但是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疾病的根

源，这还要从女性生殖健康产品的三次

“革命”说起。

第一次“革命”：抗菌消炎。这个时

期人们认为发生疾病是因为感染细菌

而造成的，产品理念主要是围绕杀菌、消

炎为主，普遍采用抗生素、西药成分为主，

在杀灭有害菌群的同时破坏了生殖道酸

性环境，从而破坏了有益菌群的生存。

第二次“革命”：酸性洗液。这个时

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女性生殖器官是

弱酸性环境，于是在产品里面添加一些

酸性物质，勉强达到酸碱度的平衡，但

仅仅这样，是不够的。

第三次“革命”：微生态自洁。女性生

殖器官具有天然自洁功能，炎症的出现

是因为这种天然自洁功能遭到破坏才产

生病变，单纯的外部干预只能治标，不能

治本，只有让生殖道恢复自洁功能，提升

自我免疫能力，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妇

科炎症的问题。

抑制生殖系统炎症高发要重视科

学护养，走出日常误区。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黄晖博

士等多位专家根据中医整体平衡的思

维原则，提出建立“微生态自洁”的思

路，凝结了博士们十多年的科研成果丽

维女性卫生护养组合产品问世，有效解

决了妇科炎症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世

界性难题，预防了妇科癌症的发生，堪

称生殖健康领域的突破。

如今康健 (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推出的丽维系列卫生护养产品，结束了

生殖健康杀菌消炎时代，开辟了微生态

自洁护养时代，引领生殖健康的第三次

革命。

草本植物精华，有效改善生殖环

境。

丽维系列产品是纯草本植物提炼

而成，不添加抗生素，经化验结果证明

无毒副作用，主要含有花蕾异黄酮抗氧

因子、酸性植物抗菌因子、酸甘养阴植

物萃取精华、酸性植物收缩因子四大精

华。通过草本精华来调节微生物菌群平

衡、改善生殖器官弱酸性生态环境、消

灭有害菌，更关键的是促进有益菌的生

长、生存和活力，还可有效预防和抑制

子宫肌瘤、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

针对女性不同生理阶段的特点，专

家们开发了丽维美（日常护养型）、丽维

洁（炎症清理型）、丽维春（干涩滋养

型）、丽维韵（产后修复型）四款产品，涵

盖了不同年龄阶段各类女性的需要，深

受消费者热捧。

美国华人商会副会长斯蒂文·爵卿

先生说，中国医学的整体平衡思维独树

一帜，草本植物的作用无可替代、大有

作为，当与西方医学并驾齐驱，中医药

得到世界认可只是时间问题，中国人当

有自信和耐心。

我国的生殖健康产业，是在妇幼保

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上，在人口与

计划生育事业和市场化改革的带动下

诞生的新兴产业。作为人口大国，中国

必然是生殖健康产品的消费大国。近十

几年来，我国直接从事生殖健康产品生

产的企业已发展至数千家，经济总量达

千亿元以上，产业总体规模快速扩张。

但是，存在生殖健康产品科技含量不

高、附加值低，生产企业小、乱、差等问

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高毓产生了

涉足女性生殖文化健康产业的兴趣。

高毓认为，三百六十行，有的行业

是锦上添花，有的行业是雪中送炭，有

的产品是奢侈品，有的产品是必需品，

有人把企业当生意，有人把企业当事

业，她选择的是后者。作为女人，她深知

女人的疾苦，作为女企业家，她深知要

成为一名家庭事业两不误的现代女性

更不容易。造福天下女性的愿望，坚定

了她开辟生殖健康之路的决心。

世俗偏见，让生殖文化犹抱琵琶半

遮面。

近年来，梅艳芳、李媛媛等明星的

离去让大家开始意识到宫颈疾病的危

害性。两人均患宫颈疾病癌变病逝。曾

经灿若晨星一样的美丽生命的溘然长

逝，为女性朋友的生殖健康敲响了警

钟。

谈起中国女性生殖健康危机，高毓

忧心忡忡。长期以来，由于受中国文化

和传统习俗的影响，人们对生殖器官方

面的健康问题了解得并不多，有的人甚

至漠不关心，更不懂得如何呵护。在很

多人的认识中，由于生殖系统只是被看

做与生育、性欲有关，而一直被视为一

个“羞于启齿的角落”，从而有意无意间

忽略了它对我们的身体、心理健康等多

方面的影响。久而久之，生殖健康也往

往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尽管社会观

念不断更新，生殖文化依旧犹抱琵琶半

遮面。

调查显示，目前，生殖健康教育问

题不管是在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存

在重视程度不够的现象。统计表明，

80%以上的家长从不给孩子讲生殖健
康方面的知识，原因是自己本身并不了

解相关的生殖健康知识，而且又受传统

文化的影响，谈性色变，或不知道如何开

口向未成年的孩子讲“性”。学校的生理

卫生课，课本知识内容有限。而社会上的

生殖健康科普知识教育，覆盖面往往又

太窄。人们不敢大胆去关注生殖，不了解

生殖，不重视生殖，不懂得怎样去呵护生

殖，常常用极为简单甚至粗劣的方法来

处理生殖方面的问题，就这样在不知不

觉中，生殖器官内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为

各种生殖疾病打开方便之门。

譬如对于产妇来说，孩子出生后，

大家的目光自然会转向新生孩子，而对

产妇的生殖健康问题重视不够。产后恢

复全靠产妇自己坐“月子”，坐好了问题

会少些；要是坐不好，许多妇科毛病往

往就是在这个时期悄悄地埋下了祸根。

再譬如人工流产，不少人为了隐瞒做人

工流产手术这一事实，手术后不休息，

生殖器官的创伤不能及时修复，紊乱的

功能不能及时调理，往往成为日后引发

妇科疾病的隐患。在妇检中常常发现，

有的人年纪轻轻的，生殖器官的老化程

度却如同中老年人；不少人经常受炎症

困扰。可是不敢轻易告诉别人，甚至连

去医院都觉得害羞，常常默默地忍受着

痛苦的折磨。其实，这些症状就是生殖

器官功能退化、老化、生殖微生态环境

失衡的表现。

生殖疾病一直是困扰女性生活的

障碍，妇科炎症，让无数家庭失去和谐，

更让一些年轻美丽的女性甚至被病魔

夺走生命。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调查报

告显示，对于成年女性而言，最常见的

疾病不是感冒，而是生殖道感染，平均

有 83%的已婚女性一生中至少都患有
或曾经患有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中国

妇女则高达 90%。宫颈癌、子宫内膜癌、
卵巢癌是妇科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

的三大疾病。而妇科炎症是诱发三大疾

病的罪魁祸首。在我国，恶性妇科肿瘤

的发病数量逐年提高，而且呈年轻化趋

势。

日常生殖护养误区，导致女性健康

危机。

都说女人最了解自己，其实不然，

对于自己的身体，多数是懵懵懂懂。

生殖器官作为一个生命体 ,而不是
一个工具 ,它需要良好的生存环境 ,更需
要科学合理的护养。就像人类在地球上

生存需要有合适的温度 ,需要平衡的自
然生态,一旦生态环境出现问题,人类的
生存就会面临危险一样。女性生殖器官

是弱酸性环境 (PH 值在 3.8 到 4.5 之
间),在它的内部存在很多分泌物及大量
菌群，就好比生物链一样 ,只有对生殖
器官生长有帮助的有益菌大于有害菌

时 ,才能形成生态平衡。其中有益菌乳
酸杆菌对生殖器官健康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它能够有效的控制病原菌，保

护生殖道免受有害菌的侵害，又能制造

维生素等养分，营养生殖器官，也能使

生殖道的分泌物维持在弱酸性状态。这

种生理现象就叫做生殖道“微生态自

洁”功能（也叫“自净作用”）。然而 ,由于

不少女性朋友对“微生态自洁”的现象

并不了解，导致了日常生活中存在不少

误区：

误区一：温水洗最安全。温水洁阴

虽问题不大，但如果频繁清洗，就会改

变生殖道酸性环境。因为水的 PH 值为
7.2，大大超过生殖道酸碱度（PH 值
3.8—4.5）。妇科普查发现，经常洁阴的
女性妇科炎症患病率高达 60%，比不常
洗的女性高出 20%左右。

误区二：洗澡洁阴都用香皂。皂类偏

碱性，会改变生殖道弱酸性环境，削弱自

洁功能，也易脱脂，使阴部表皮黏膜干

燥，过度角质化而快速老化。

误区三：用杀菌消炎药液。抗生素

最容易破坏生殖道生态菌群环境，使生

殖道丧失自洁功能而无力抵制致病菌，

日后不得不频繁地依赖抗生素，一旦停

下药来致病菌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误区四：用酸性洗液更符合生理。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使用酸性洗液洁

阴，但并非是酸性的就好，有些酸性洗

液对皮肤黏膜有腐蚀刺激性，还会减少

生殖道分泌物、降低阴部湿度，加深外

阴皮肤色素，造成阴部干燥不适。

高毓希望天下的母亲和女性朋友

们都能够打破世俗观念，正视生殖，护

养生殖，做一个具有健康魅力的女人。

1梦之缘起，打造女人的世界

2生殖健康危机，打碎多少女人梦

3微生态自洁，修复天下女人梦

4梦之根基，根植中国传统文化

5梦之升华，为天下女人圆梦

如今康健（北京）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高毓

2013首届女性生殖文化健康论坛上，瑞士安童公司赵文辉（左一）、如今

康健（北京）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高毓（左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开发中

心主任博士黄晖（左三）、中国生殖健康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吴少华（左五）、美国

华人商会副会长斯蒂文·爵卿先生（右一）等共同启动女性生殖文化健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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