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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道地药材资源丰富、历史传承悠久。但是，近年来，道地药材的开发和

利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方面表现为国际层面上西方制药产业对中国传统中药材地

毯式的基因侵夺，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内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对道地药材的破坏。首先，自然

环境崩坏带来道地药材产地生态遭受破坏，导致很多珍贵稀有药材的种质濒危临绝。其次，

不规范的商业种植和开发拉低了药材的品质，市场上好药劣药混杂，劣币驱逐良币，这严重

破坏了道地药材的道地性。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观察，很多道地药材产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落后，

品牌化意识匮乏，要么守着金山银山不利用，要么没有充分认识到道地药材资源的价值而利

用不当。 

从法律视角来看，涉及到传统医药保护的国际公约主要有《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和

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协定（TRIPs）》、《国际植物新品种保

护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我国对道地药材进行法律保护的主要模式有地理

标志、专利、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综合国际公约和我国相关保护模

式的规定来看，地理标志的保护应该是最理想的选择，此种保护兼顾传承与发展、抢救与利

用、静态归属与动态流转收益。 

商标富农工程就是要通过品牌化打造道地药材等农产品的高附加值，让农民留在土地上

精耕细作，让农产品流通出落后地区，实现农民脱贫致富。本课题研究旨在通过梳理道地药

材与地理标志在概念和法律规定性方面的关系，建构通过地理标志保护道地药材的具体制度

设计，以实现法律制度引导产业发展，地理标志作用于区域品牌文化的形成以及农民增收脱

贫。 

 

一、道地药材和地理标志的基本概念 

（一）道地药材的概念和特征 

1、道地药材的概念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道地药材有如下描述：“道地药材是指那些历史悠久，品种优良，

产量宏丰，疗效显著，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中药材。
1
杨雄文教授认为，道地药材一般指为

特定地区所产，历史悠久，产地适宜，品质优良，产量丰富，加工考究，疗效稳定可靠，并

得到人们认可的特定药材。
2
第 390 次香山科学会议将道地药材定义为“指经过中医临床长

期优选出来的，在特定地域，通过特定生产过程所产的，较其他地区所产的同种药材品质佳、

疗效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药材。”
3
 

“道”在中国古代是一种行政区划，汉朝将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称为道，与县同级。《汉

书》地理志记载：“县主蛮夷曰道”。唐初道为设置在县之上的监察区，共设十道，唐睿宗时

期增至二十三道。唐末节度使掌握地方实权后，“道”变为对一个节度辖区的称呼。至明清

1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

版，第 372 页。 
2参见杨雄文：《道地药材文化传承与法律保护》，广东世图出版社 2015 年第 1 版，第 10 页。 
3参见王亚君：《道地药材品质特征及其成因的系统研究》，《中国中药杂志》2011 年第 5 期。 

                                                             



时期，“道”成为省之下军区的通称，如“福建省台厦道”或“台湾道”，但明朝及清朝意义

上稍有不同。其中，也有人把清朝的道与省、府、县相提并论，称之为四级地方行政机构。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曾经在省下设“道”为次级行政区划单位，但之后被废除。 

道地药材的概念是在我国中医药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对于地理位置与药物效果的关

系，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司岁物，天地之专精也；非司岁物，散也，故质同而异

等也。气味有薄厚，性用有燥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此之谓也”，意为同样的植物，

不同的时间地点，药效完全不同，如果是适宜的时间地点，则是上上之药品，反之，则气味

不同、性状迁移、药力大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载“土地所出，

真伪新陈”，其中记载了 365种药材，很多药材都带有道地药材的性质，比如“巴豆”、“蜀

椒”、“秦瓜”、“阿胶”、“吴茱萸”、“代赭石”等，巴、蜀、秦、吴、东阿、代州等

在古代都是地名。由此可见，在中医药刚出现及发展的阶段，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道地药材

理论，但是已经初步探明了药材的产出地同药效之间的关系，重视药物来源的传统已经有所

体现。然而这些名称是否代表有后来“道地”产地代表的正宗质量的含义，还有待考证。 

秦汉统一以后，促进了药物知识的总结和药材的交流，此时期，药材已经作为商品在各

地流通。此时期的本草著作也已经开始大篇幅的记载药物产地了。如《名医别录》中，大量

的药物之下注明了产地，甚至注明了何地何种土壤生长的药材较佳，如地黄 “生成阳川泽

黄土地者佳”等。此时，就已经体现了“以特定地区所产为佳品”的概念， 初步具备了“道

地”药材的主要特征。可见，至少在汉代，某些种类的具有真正“道地” 意义的药材已经

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本草经集注》对道地药材有了具体细致的描述：“诸药所生，皆有

境界。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所以疗病不及往人，亦当缘

此故也”。即出自道地产区的药材要比出自其他地方的“杂药”药效更好。在魏晋南北朝时

期，药物栽培还不是很盛行，此时期不同药材间的差异多数是药物种属和生态型的不同。可

见，药材种类的差异是早期“道地”药材形成和变迁的主要因素。此时期，除《本草经集注》

外，其他医药方面的书籍中有关药材“道地”的记载也不断增多，可见此时期“道地”药材

已经深入人心。道地药材的概念，至此已经成型。 

唐宋时期，道地药材的种植已经初具规模，人工种植的某些药物在质量上胜于野生，道

地药材的有关理论也更加完善。栽培品种成为“道地”药材的数量大大增加，成为此时期的

一个特点。《新修本草》中记载：“窃以动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功。离其本

土,则质同而效异”，阐述了动植物因生长地不同而产生变异的道理。孙思邈的《千金翼方》

中“用药必依土地”更体现了药材生长地对药材效用的重要性。其中“药出州土”篇首次将

药材按照产地十三道分类：“其出药土地，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例如对黄连

的描述为：生巫阳川谷及蜀郡，太山，今西间者，色浅而虚，不及东阳，新安诸县最胜。宋

代药物栽培在方式上更加进步。如四川彰明县(今江油)已成了附子专业县，杨天惠为之撰《彰

明附子记》，详述其种植面积、产量、栽培加工方法等。宋代寇宗奭编著的《本草衍义》中

明确写道，“凡用药必须择州土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唐宋时期药物交流随着贸易

的发达而较前代有更为突出的发展。中外药物交流十分频繁。这也促进了某些药物“道地”



产地的变迁，如木香，苏颂云：“今惟广州舶来上有来者，他无所出”，今“广木香”一词

即由此而来。 

明清的医药学家明确提出了“道地”的概念，并完善了药材的疗效与道地性之间的关系。

明代刘文泰的《本草品汇精要》中记载了 268种道地药材，包含 8种怀药、27种广药和 32

种川药，并专门设立了道地一项，用以论述药材的最佳产地。“道地药材”这一词汇的使用

最早见于明代戏剧作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垌药》：“好道地药材，这两块土中甚用？”清

代医学家徐大椿著有关于药性变化的专著-《药性变迁论》，论述了药材道地变迁的四种原因。 

在现代“道地论”的研究中，现代科学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从生

物多样性，DNA多样性等方面论述了道地药材的“道地性”。胡世林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提

出了狭义的“中药材道地性”：“同一物种由于生态环境差别极大，或因物种的性别、年龄、

栽培、生理病理、生长阶段、或因加工技术使得该物种所形成的药材质量发生了真伪优劣的

变化”。他把道地性的成因归为：产地不同、野生与栽培、养殖的区别、性别不同、生产阶

段不同、加工技术水平的影响 6 个方面。
4
谢宗万从道地药材的成因角度认为：“道地药材

是指在一定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产的药材，且生产较为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

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致较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者品质较佳、疗效好，为世人所公认

而久负盛名者称之”
5
。 

2、道地药材的特征 

（1）特定种质 

种质指生物亲代传递给子代的基因。中药材来自于生物，而生物的基因控制着生物体内

有效成分的含量与结构。中药材的有效成分通常为含量甚微的次生代谢物，如生物碱、皂苷、

黄酮、苷类、萜类、香豆素、鞣质等，它们在生物体内通常含量仅千分之几或万分之几，因

此，药材的有效成份含量决定了药材的优劣。如果一种药材具有较广的分布区，那么不同分

布区的种群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就会产生不同的基因型，表达出不同的性状。道地药材长期

在适宜的环境下生长繁殖，经过成百上千年的自然选择与人工繁育，形成了有效成分含量高，

遗传稳定的个体。例如供药用大黄包括掌叶大黄、药用大黄和唐古特大黄 3个品种，根茎都

含蒽醌衍生物类成分，其中的大黄酸、番泻苷等能泻下抗菌，唐古特大黄含大黄酸最多，高

出药用大黄和掌叶大黄 2-8倍，可视为道地药材的优良品种。而与三者亲缘关系相近的一些

种类如藏边大黄，河套大黄，华北大黄及天山大黄因不含或仅含微量大黄酸和番泻苷，泻下

作用很弱，故不作大黄用。
6
 

（2）特定自然环境产区 

“道地”药材的本来意思是指一个地方特产的药材，经过中医药长时间的发展才变成质

优效佳的药材的代表。对于道地药材的产地限定性，古籍中曾有很细致地描述。如陶弘景在

《本草经集注》中指出：“诸药所生，皆有境界。秦汉以前当言列国，今郡县之名，后人增

尔”。陶弘景对数十种中药的道地性做了精确的描述，并频繁地使用“第一”，“最佳”，“为

4
参见胡世林、廖福龙：《中药材道地性与生物多样性》，《中华中医药杂志》1999 年期，第 16-19 页。 

5参见谢宗万：《论“道地药材”与“就地取材”》，《上海中医药杂志》1958 年第 6 期。 
6 参见金世元：《论道地药材》，《中药研究与信息》2001 年第 11 期，第 11-13 页。 

                                                             



好”等词来形容道地产区药材出众的质量。唐朝《新修本草》中也记载：“窃以动植形生，

因方舛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动：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名实既爽，寒湿多谬”。孙思

邈在《千金翼方》中也特别强调了药材的产地对药材质量的影响，主张“用药必依产地”，

并在书中按照产地十三道对药材的特性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以上文献均说明产地是确定药材

道地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生物的生长与发育都受会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我国地域广阔，具有寒带，温带与亚热

带等多种气候条件，与高原，平原，丘陵等多种复杂地形，土壤和气候条件影响着药材的成

长和成分积累，土壤中的矿质元素影响植物的营养吸收，土壤中空气的含量、比例影响着植

物的呼吸作用，而气候条件则决定了植物周围微生物的品种、数量和繁殖情况。在不同地区

的地形、土壤、气候等独特的自然环境下，物种形成了自己的品质与生长、繁衍习性。古代

医学家经过长期使用、观察和比较发现，即便是分布较广的药材，也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

其质量优劣也不一样，并逐步形成了“道地药材”的概念。 

现代研究表明,同一种药材由于产地不同,质量确有差异,外观、性状、作用也有所不同。

例如道地产区位于古怀庆府辖地（今河南省焦作市的温县一带）的怀地黄，其有效成分梓醇

含量为 2．454％，明显高于其他产地的地黄样品，其水浸出物和总还原糖含量亦最高，分

别为 89．89％和 80．28％，而总灰分和酸不溶性灰分较低，分别为 3．79％和 1．11％。导

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焦作市处于太行山脉与豫北平原的交接地带，地势北高南低。由于

太行山的阻挡及背风向阳的地形，焦作市冬季气温较同一纬度上其他各地偏高，尤其是冷空

气南下时更为明显。冬季气温比同纬度其他地区高 3～5℃，利于植物越冬，特别是局部小

气候为植物生存提供了条件。焦作市汲取了黄河上游各个地区不同地质条件的丰富营养，又

吸纳了太行山岩溶地貌渗透下来的大量微量元素，土壤疏松肥沃，排水快捷，雨量充沛，水

质奇特，光照充足，气候温和，最适宜地黄、牛膝等蓄根类药材的生长
7
。当归的道地产区

在甘肃岷县、武都、文县等地，其中以岷县所产的“岷归”产量最大，质量最佳。甘肃岷山

山脉，因山前、山后的地理位置、气态环境的不同，药物的区别很大。产在山后岷县的当归，

主根肥大而长，支根少而粗壮，内外质地油润，气清香，确为当归中的上乘佳品；产于山前

的武都、文县一带的当归，因土层较薄，腐质土少，气温较高，所产当归主根较短，支根多

而细，油性较差，故当地有“前山腿子后山王”之说。
8
 

柳先平
9
等分别研究了不同产地的白芍、丹参和甘草的有效成分，证明不同产地的三种

中药材中芍药苷、丹参酮 IIa、丹参素以及甘草酸含量差异显著。肖小河教授等的研究也表

明，道地药材是该药材原物种在其产地的种系与区系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长期受着孕育该物

种的历史环境条件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特殊产物。
10
所以，道地药材的产地限定性本身不但

限定了该药材称谓的地域范围，也表明了道地药材所在地的特殊生态环境与其他普通药材所

7参见李卫民、邓中甲：《探析地黄道地药材的历史变迁》，《陕西中医》2009 年第 4 期，第 473-474 页。 
8参见何婷、巩颖、刘文亚、华国栋：《道地药材的特性内涵》，《现代中医临床》2014 年第 2 期，第 58-60
页。 
9参见柳先平、黎先春、李磊：《道地药材“道地性”与其活性成分的关系》，《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2004
年第 12 期，第 24 页。 
10参见肖小河、夏文娟、陈善墉：《中国道地药材研究概论》，《中国中药杂志》1995 年第 6 期，第 323-327
页。 

                                                             



在地的不同。 

（3）特定种（养）植、采收、加工工艺、包装贮藏及运输方法 

道地药材和成熟的药材种植、采收与加工技术分不开，自宋代起就有了川穹的种植技术

记载，过早采收产量低，过晚采收则其中的养分就消耗殆尽，菊花更是有晒干、炕干、阴干、

烘干等多种不同的加工办法，经不同的加工办法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油含率，药效也就不同；

道地产区的种植业者与中医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关于播种、嫁接、施肥、防虫的种植

流程，有效地提高了道地药材的产量与质量。附子道地产地为四川江油，其种植加工历史可

以追溯到唐代以前，迄今已有 1300 余年。当地根据附子耐旱性高，怕高温的特点，选择在

冬至前进行移苗，此时移苗，幼苗发育整齐，块根生长快，个头大。而根据块根生育期喜温

润怕干燥的特点，在夏至前进行采收。另外，通过两次修根、一次打尖和多次除掉侧芽，使

侧根的生长速度加快，采收时最大鲜附子重量可达 100g，能够加工成多种附片系列产品，

片张大，边片小，加工优质商品率高。
11
 

采收方面，我国医药学家强调药材栽培和采收季节的重要性，如唐代孙思邈指出：“夫

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收，与朽木不殊，虚

费人工，卒无裨益。”李东垣《用药法象》中也记载：“诸草木昆虫，产之有地，根茎花实，

采之有时。失其地则性味少异；失其时则气味不全。”如传统的牡丹皮采收季节为农历 2，8

月，即初春和晚秋，所含芍药甙、丹皮酚等成分的积累在 1 年内有 2 个高峰期即 5-6 月和

9-10 月。由于春季正值茎叶生长、根部养分上升，此时挖得的根皮质量较差，且春季多雨，

药材不易干燥，故牡丹皮的采收多选择在秋季，此时收得的药材粉性足，形体饱满，质量与

产量均高。
12
丹参采收“忌水洗”，原因在于如果丹参采收后立即水洗并趁鲜切制，不仅费

水费时，流失水溶性色素等成分，而且由于含水多，鲜切断面呈铁锈色，干燥后呈黑紫色。

所以丹参采集后应先晾晒使其失水 20%-30%，堆积发汗，风干至失水 40%-50%，剪掉根头、

残茎，过筛，风选，切厚片，风干，避免水洗造成的成分流失，饮片外观呈紫红色
13
。 

产地加工与炮制方法是千百年来我国人民在道地药材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发现的，是

中药材生产的最后环节，对药材质量的影响至关重要，会直接影响到道地药材体系的形成。

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生产有南北，节气有迟早，根苗异采收，制造法异度”，

此处“制造法异度”即药材的产地加工，说明在古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药材产区的独特

产地加工技术对道地药材道地性形成的重要作用。药材的产地加工是指在收获起土后，通过

拣、洗、漂、切片、去壳、蒸、煮、烫、熏硫、发汗、干燥等一系列方法，对鲜药材进行的

挑选分级、冲洗、整理、扎把、晾干、熏烤、切制等粗加工过程。
14
而产地加工作为道地药

材道地性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加工技术和经验，

并更加成熟而优良，为道地药材品质优于非道地药材和“道地性”的不可替代性提供了保证，

11参见任玉珍：《规范道地药材炮制加工，保障附子临床用药安全》，北京扶阳论坛 2008 年。 
12参见方成武：《安徽道地药材牡丹皮的采收及产地加工方法》，《中药材》2000 年第 2 期，第 82-83 页。 
13参见吕文海、谭鹏、宋磊：《山东临沂不同加工方法丹参饮片中原儿茶醛含量测定》，《中国中药杂志》2006
年第 12 期，第 1825-1826 页。 
14参见陈士林、黄林芳、陈君：《无公害中药材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1
年第 3 期，第 439 页。 

                                                             



以形成道地药材自己的独特优势。 

炮制是依照中医理论基础，根据临床需求与中药性质的不同采取的一项制药技术。
15
中

药炮制的目的，在于除去杂质及非药用部分，使药材清洁纯净，改变药物性能以及降低或消

除药物毒副作用，确保用药安全和更好地发挥疗效。由于炮制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

物理化学反应，使中药的成分产生质或量的改变，这些改变又必然会反映到药理作用上来，

对临床疗效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中药附子，属毛茛科乌头属乌头的子根，为历代中医学家

推崇的温里药首选药物，然而附子良好的功效与毒性并存，如果不采用合适的加工炮制方式，

不但不能发挥临床疗效，还有引起心脏毒性的危险。传统附子加工工艺流程，附子经泡、煮、

漂等环节炮制加工处理制成附子饮片，能有效的降低双酯生物碱所致的心脏毒性，发挥临床

疗效。所以，一定的药材产区总是伴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历史，历史愈悠久，技术愈精湛，质

量愈优良，道地性愈突出。也就是说，每一种道地药材都有其独特的栽培、采收及产地加工

技术。 

贮藏因素也是影响药物疗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贮藏不当引起虫蛀、霉变、走油、

变色、甚至腐烂等变质现象，轻则降低疗效，重则完全无效甚至对人体健康不利。
16
如荆芥，

贮藏一年挥发油含量损失 30％，两年损失 42％，三年后损失达 52％。又如常山，同样的时

间和贮藏条件下，生常山粉末、生常山饮片、常山炮制品粉末和原药材常山碱下降比例分别

为 46％、35％、26％和 8．5％。
17
 

（4）特定的品质和疗效——质优效佳 

道地药材的确定，与药材产地、品种、质量等多种因素有关，而临床疗效则是其关键因

素。道地药材是在医家长期的生产和用药实践中形成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地之所以成

为道地，首先是在临床应用中有确切和稳定的疗效，其次才和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道地”

药材品质和疗效是道地药材相比于非道地药材的优势所在。上文列出的道地药材的特点，都

是保证其临床疗效的重要指标，品种改变，产地变更、采集季节不当等因素都会影响药材质

量，最终影响临床疗效。 

有效成分含量高，毒副作用小是道地药材有着优异的质量和疗效的根本原因。例如上文

提到的道地产区位于古怀庆府辖地（今河南省焦作市的温县一带）的怀地黄，其有效成分梓

醇含量为 2.454％，明显高于其他产地的地黄样品，其水浸出物和总还原糖含量亦最高，分

别为 89.89％和 80.28％，而总灰分和酸不溶性灰分较低，分别为 3.79％和 1.11％。道地药

材毒副作用小，是因为道地药材在农药与化学肥料残留方面比普通中药材要少。道地产区的

气候环境，种植方式等都对道地药材的生长繁殖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几乎不需要农药，肥

料对其生长的干涉，即使有用到，剂量也是微乎其微，远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

普通中药材缺乏道地药材这样的生长环境，因此有时需要农药，肥料等外界因素的添加提高

其产量和质量，这就是如今相当比例的中药材都有重金属离子超标，农药残留超标等现象的

原因。重金属，农残超标不仅会对药材的疗效产生不利影响，更容易对患者的身体产生毒副

15参见高尚、杨异卉、吴立军：《中药炮制的现代化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5 年第 19 期，第 80-81 页。 
16
参见李立纪、张风雷、吴荣祖：《新法加工附子与传统附片药效学的比较研究》，《河南中医》2005 年第 3

期，第 32-34 页。 
17参见刘培勋：《试析影响中药材质量的若干因素》，《中国药业》2000 年第 5 期，第 33 页。 

                                                             



作用。
18
例如河北围场、山东胶南、陕西黄龙和所产黄芩从抑菌、抗炎、解热镇静等方面的

实验表明，作为道地药材的围场黄芩在抗炎、解热等方向显示了较好的效果，且该道地黄芩

对动物未显示任何毒副反应。
19
 

（5）特定人文传统 

上文从特定种质、特定自然环境产区、特定加工技术、特定疗效等方面总结了道地药材

的特征，到此是将道地药材作为有体物来看待的，然而，道地药材之所以“道地”，之所以

“质优效佳”，除了因为其具有以上“有体物”的特性外，还因为其承载着起源于道地产区

的特定的人文传统。从宏观上说，道地药材反映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的古

老哲学思想，表现出人与自然的辩证逻辑和辩证观念，全面地体现了中医药传统文化对药物

性质、功效及其不良反应等问题的全面认知，是传统医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20
从微观上

看，道地药材的名称、培育方法、炮制加工技术、治疗方法等无一不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传统。 

道地药材溯源于我国原始先民的创造，流传于漫长的农耕文化社会环境中，其原本是一

种典型的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产地限定性特征和民族特色。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

农本草经》中载“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其中记载了 365种药材，很多药材从药名就可看

出药材与产地的关系。比如“巴豆”、“蜀椒”、“秦瓜”、“阿胶”、“吴茱萸”、“代

赭石”等，巴、蜀、秦、吴、东阿、代州等在古代都是地名。后来随着中医药科学的发展，

通过在药材名称前冠以产地名称来区分道地药材和普通药材的做法越来越普遍。道地药材也

逐渐演变成质优效佳的中药材的代名词。道地药材之所以成为公认的质优效佳的药材，除了

其药材本身的质量外，道地产区生产者，销售者诚实信用，吃苦耐劳等优良品质也是原因之

一。如产于古怀庆府所辖的博爱、武陟、孟县、沁阳等地的 “四大怀药”：地黄、山药、

牛膝、菊花，其经销商“怀商”之一杜盛兴商号一直坚持的经营理念就是：“不卖次品，不

牟暴利”。怀商中有一句名言：人勤地不懒，经商靠苦干，利从勤恳来，天上不掉钱。吃苦

耐劳、诚实信用是怀商的创业之本，是四大怀药闻名全国的原因之一，也是道地药材承载的

中华文化独特的内涵与意义。 

道地药材是地方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道地产区人民在药材的种植，采收，炮制等过程

上的造诣造就了品质优良、质量稳定的道地药材，而道地产区外人民因此对道地药材的信任

又让道地产区人民产生了自信心与自豪感，影响了道地产区人民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如

济银花的道地产区山东平邑，总结了一套采收加工的经验。金银花的开花时间很集中，必须

抓紧时间采摘。一般每年早春小满后采摘头茬花，以后每月集中采摘，每年采 4～5 茬，采

摘时应掌握在花蕾上部膨大成米白色时最适宜，过早则花蕾青绿、嫩小，影响产量；过晚则

花蕾开放，效价降低。一日之内，以清早至上午 9点前所采摘的花蕾质量最好。金银花采下

后应立即晾干或烘干，产地加工的方法有日晒、阴晾法、烘干法、炒鲜处理干燥法和蒸汽处

理干燥法。道地产区流行的《采花歌》、《采花舞》等文艺作品集中反映了这种采摘金银花的

18参见刘宗起：《试论应用道地药材保证中药疗效》，《新疆中医药》2015 年第 4 期，67-68 页。 
19参见刘菊福、卢长安、廖福龙、刘岱、崔淑莲：《不同产地黄芩提取物主要药效作用的比较》，《中国中医

药信息杂志》2001 年第 3 期，第 28-30 页。 
20参见李昶，黄璐琦：《道地药材知识产权的文化多样性思考》，《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0 年第 2 期，第

6-7 页。 

                                                             



复杂流程和欢乐景象。正是因为这一套传统的采收加工方法，提高了平邑金银花产量和质量，

平邑也因此获得了金银花之乡的美誉。另外，众多古代中医药文献也是道地药材文化得以不

断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道地药材理论的萌发、形成与发展贯穿了以下重要中医药著作：《神

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千金翼方》-《千金要方》-《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

草衍义》-《图经本草》-《用药法象》-《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农政全书》-

《本草问答》-《药物出产辩》等。这一系列本草专著一脉相承，对道地药材内在质量的形

成与其产地和生态环境的相关性多有论述。阐明药材是以产地为本，产地决定了药材的性状，

进而决定药材的药效，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够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即阴阳、五行、

天药相应、天人合一，该学术思想概括了生物与自然界的有机统一，凸显天药人合一古代朴

素生境观。中国古朴的哲学思想贯穿道地药材理论，并注重生态学观点，与现代生态学基本

观点相吻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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