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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藏医药浴法：人类创造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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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兽医、干过会计、任过秘
书、做过外销员，最终把创业目标
锁定在蚕豆身上，经过20多年的不
懈努力，不仅把蚕豆销往日本、英
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墨西哥等12
个国家和国内 20 多个省、市、自治
区，还带动我省3000多名农户靠种
植蚕豆脱贫致富。这是青海元源
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永
贵的创业史。 ——记者手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赵永贵就
已经接触到蚕豆的销售工作。慢
慢地，他了解到，世界上最好的蚕
豆就产于生他、养他、培育他的这
片高原净土。但长期以来，蚕豆的
销售总是由农民卖给中间商，然后
被运到外地，委托其他厂家加工。
同时，也出现了国内一些公司以低
成本、低品质的外省蚕豆冒充青海
蚕豆销往国外，直接影响了青海蚕

豆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
从这里，赵永贵看到了商机。

2005年，他利用对本土的熟悉、对外
贸易的经验，一手创立公司。公司
一成立，农家出身的赵永贵就明确
了“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建立起蚕豆良种繁育基地，按国际
市场需求生产相应的产品，实现了
青海蚕豆生产与国际市场接轨。他
与我省蚕豆种植专家林瑛合作主编

“青海蚕豆及春蚕豆综合丰产栽培
技术”，在我省广泛推广。当时，部
分农民没钱买种子，公司就采用无
偿提供或春借秋还的方式提供蚕豆
种子，解决农民的当务之急；在种植

过程中，为保
证产品质量，
除提供栽培
技术资料外，
还聘请专家

现场指导培训；在产品收购时，对农
民实行市场保护价，价格高时随行
就市，价格低于市场保护价时，按保
护价收购所签订合同的全部蚕豆，
风险全部由企业来承担，不让农民
吃亏。这种做法得到了农民群众积
极参与。目前，赵永贵带动湟中、湟
源、互助、贵德等县的3000多名农户
种植蚕豆，种植面积1万亩，农户户
均年收入5000余元。同时，他还在
各县建立收购点，50个当地农户在
收购点从事蚕豆筛选工作，实现了
在家门口就业。

为了把蚕豆推向更大的市场，
赵永贵注册了“赵”牌商标，后来

“赵”牌商标又在日本注册成功。
不仅如此，他还成功推出了新产品

“水煮蚕豆”“水煮豌豆”。新产品
不加任何化学添加剂和防腐剂，取
得了蚕豆深加工的发明专利。此

项技术的转换
利用，使青海蚕
豆、豌豆的科技
含量和附加值
大大提高。

近几年，赵
永贵还积极培
育新品种，由他
培育的“草原30
号”豌豆得到了
省植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的审
定。该品种高
产、耐寒、耐旱，
与青稞混种综合产量明显提高，可
以作为优质的草饲料来源。该品
种在海南州推广期间已使500农户
受益。

由于在蚕豆研发和产业化发
展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赵永贵成

为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科技创
业领军人才和青海青年创业园等
多个部门的创业导师。他说：“我
还要继续努力把蚕豆做精做大，做
成世界最好的蚕豆牌子，带动更多
的农民增收致富。”

民族医学再写传奇，神奇
药浴列入非遗。继 2008 年由
青海省藏医院申报的“藏医药
浴法”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11月
28 日，由我国申报的“藏医药
浴法”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藏医药浴法已被世
界所瞩目。

这个已有千年历史的古
老疗法如何焕发出时代新活
力，并深受国内外广大患者的
欢迎?记者日前专访了青海省
藏医院药浴科主任关却才让，
以揭开“藏医药浴法”的神秘
面纱。

记者：什么是藏医药浴
法？

关却才让：藏医药浴法，
是藏医药传统外治疗法之一，
采用小叶杜鹃、刺柏等药材，
制成“五味甘露浴”，病人浸泡
于温热药液中，通过物理效应
与药理效应发挥治疗作用。

藏医药浴疗法极富地域
特色和民族特色，包含了藏民
族特有的人文因素；它在施治
过程中综合运用藏药学、藏医
诊断学、藏医护理学以及最初
的传统藏药制剂工艺进行“内
病外治”，这在世界医学史上
是罕见的。

记者：藏医药浴法是如何
发展和演变的？

关却才让：藏医药浴在青
藏高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吐
蕃时期流传下来的传说中，就
有“熏香沐浴”的说法，而在藏
医药典籍中，对于沐浴的健身
治病功能更有详尽的分类和
描述。《四部医典》中说，沐浴

“除垢去臭息体热，壮阳增力
并延年”，并将藏族传统的自
然温泉浴、药浴、熏浴、蒸浴、
日光浴合称为“健康五浴”。
藏医药浴，从理论上说，是自
然温泉浴的延续和深化，它综
合了自然温泉浴、药浴、蒸浴
的特点，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

系和操作规程。
记者：藏医药浴法

有哪些优点，它适用于
哪些疾病？

关却才让：藏药浴
疗法无需特殊或昂贵的
仪器设备，所选用的是
高原纯天然，无污染的
地道药材，由于药物在
水中的浓度低，可以避
免药物直接进入大循
环，减少对肝脏、肾脏
等器官的毒副作用。基
于这些优势，藏医药浴
广泛应用于风湿、类风
湿性关节炎及痛风、强
直性脊柱炎、椎间盘突

出、骨质增生等各类疾病，并
能达到预防、治疗、康复的效
果，适用范围和发展前景极为
广阔。

药浴一般分为水浴、蒸浴
和敷浴，其中水浴多常见。以
水浴为例，是将全身或部分肢
体浸泡于药液中，使药物透过
皮肤毛孔、穴位等直接进入经
络、血脉而分布全身，通过物
理效应与药理效应发挥治疗
作用。

记者：与传统藏医药浴法
相比，省藏医院的药浴法有哪
些不同？

关却才让：原先藏族人使
用水浴，用柴禾烧锅，在大锅
里熬药，再把熬好的药水倒入
大木桶内，人在里面泡着，上
面盖个布单子，操作很麻烦。
现在我们采用犹如供暖系统
一样的蒸气锅，随时可以将药
水送入各个病房，患者可以在
病房的浴缸里泡药浴，使用蒸
浴的患者可以坐在专门制作

的熏蒸椅上接受治疗，十分方
便。

记者：接受藏医药浴疗法
的患者主要来自哪些民族及
地区 ？

关却才让：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药浴也不分民
族和地域，每年来接受药浴治
疗的近一半的患者来自青海
省外，甘肃、江苏、北京的患者
很多，就连俄罗斯、韩国、美国
的 患 者 也 不 远 万 里 慕 名 而
来。我们每年接诊患者 1500
例，现有的86张床位已经不够
用了，现在接受药浴，得提前
一至两个月预约。

记者：对你印象最深刻的
治疗案列是哪一件？

关却才让：前年，一名俄
罗斯患者经人介绍来我们这
里接受治疗，他患有增生性关
节炎，由于病情严重，过去一
直靠吃止痛药来止痛，来我们
医院治疗时，行动十分不便。
经过三个疗程的治疗后，患者
疼痛症状明显减轻，不用再吃
止痛药了，行动也变得自如
了。他对这次治疗十分满意，
出 院 前 对 着 我 们 直 竖 大 拇
指。他脸上灿烂的笑容我至
今记忆犹新。

记者：此次申遗成功对藏
医药及省藏医院的发展有什
么特别的意义？

关却才让：此次申遗成功
对我们更好地传承弘扬藏医
药、发展创新藏医药、让藏医
药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同时也为我院发展藏
医药浴疗法提供了千载难逢
的机遇。这也更加坚定了我
们捍卫藏医药国际地位的信

心和决心，藏医药浴这颗明珠
必将在人类生命健康和疾病
防治领域绽放出绚丽光彩。

记者：省藏医院药浴科成
立于哪一年，目前取得了哪些
成绩？

关却才让：省藏医院药浴
科 1983 年就成立了，30 多年
来，药浴科不断创新完善、快速
发展，现已初具规模，成为全国
一流的藏医药浴专科，先后被
批准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
专科、全国重点专科医疗基地、
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青海省
名科、省级特色专科；其中药浴
科藏医风湿专业获得国家药物
临床试验资格；藏医药浴疗法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同时，我院被确定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藏医药浴疗法”的保护单位，
李先加被确定为“藏医药浴疗
法”传承人。

记者：今后省藏医院如何
升级扩容，从而让“藏医药浴
法”惠及更多的患者？

关却才让：我们加大了科
技研发的投入，今年，我们的

“青海省风湿病临床研究中
心”课题，得到了省科技厅的
专项支持；同时，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工程也将于明年7月
在我们医院实施。届时，药浴
大楼可同时接纳 150 名患者。
未来，我们将整理抢救藏医药
浴疗法古籍珍本，建立传习基
地，加强藏医药浴疗法的组方
配制、浴前诊断、综合施治、药
浴工艺、时令选择、患者护理
以及藏医药浴文化内涵等方
面的工作，为藏医药浴的传承
和弘扬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综合报道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 日，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
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上，我
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中国藏
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
识与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藏医药浴法，藏语称“泷沐”，
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

源”生命观和隆、赤巴、培根“三因”
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导，通过沐浴
天然温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
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
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该遗产项目既体现了相关社区民
众通过沐浴防病、疗疾的民间经
验，也是以《四部医典》为代表的传
统藏医理论在当代健康实践中的
继承和发展。

作为藏医学“索瓦日巴”的
重要组成部分，藏医药浴法以青
藏高原的雅砻河谷和宗喀山脉的
藏族农牧区为集中传承区域，广
泛流布于西藏、青海、四川、甘
肃、云南等地的藏区，为保障藏
族民众的生命健康和防治疾病发
挥着重要作用。该遗产项目承载
着藏族天文历算、自然博物、仪
式信仰、行为规范、起居饮馔等

传统知识，同时也通过藏族神
话、传说、史诗、戏剧、绘画、
雕刻等文化表现形式得以广泛传
播，既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
认同感，又丰富着人类的健康知
识与实践，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
人类创造力的见证。

经国务院批准，藏医药浴法
相关项目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4 年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为确保该遗产项
目的存续力，增强传承活力，在
文化和旅游部的领导下，由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协
调单位，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作为
牵头单位，协同相关社区、群体
于 2015 年 9 月成立保护工作协调
小组，联合制定了 《藏医药浴法
五年保护计划(2019~2023)》，实施
协同保护与发展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