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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医是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
也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升江苏省中医文化软实力

是健康江苏建设的重要任务。文章以增强徐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
传承中医文化为目的。从知识生产
力、
价值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具体分析江苏省徐州市中医文化内涵，
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的相关数据，
总结徐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的优势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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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会议中强调建设健康
中国，
推动中华传统医药的传承发展，
明确提出
“着
力推动中医振兴发展”，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1］。

文章编号：1671-0479（2020）02-112-004

一、
概念阐述
中医文化的软实力是中国基于中医文化的民

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共十七

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报告多次提到建设

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软实力特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国际上，
中医针灸的合法性

质包括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特质、
注重辩证思维的

自 1973 年就得到了认可。2015 年，
屠呦呦获得了
诺贝尔奖，
2016 年，
中国的
“中医”
文化成为
“中国

核心文化符号”
的第三个概念，
2017 年，
中国向世
界卫生组织赠送了针灸青铜雕塑

。这一系列中

［3］

药产业的成就表明，中国中医文化软实力的国际
影响力正在逐步提高。

哲学特质、
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古代流传的文学特
征和中医学校的伦理特质等［2］。总的来说，
中医文
化的软实力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价值吸引、
社
会影响和知识生产力。

二、
徐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现状分析

徐州市是国家著名的历史文化城市，位于江

徐州，
古时候为彭城，
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卓

苏 省 西 北 部 ，是 国 家“ 一 带 一 路 ”的 重 要 节 点 城

越的养生学家和令人仰慕的中华大寿星——彭祖

市。本文以徐州市为例，研究江苏省中医文化软

出名，
也是彭祖文化的发源地。作为一种古老的民

实力发展情况，主要探究徐州市中医文化的价值

俗文化，
彭祖文化对现代人利用中医养生以及治未

吸引力、
社会影响力以及知识生产力，
并且在研究

病有着深厚的影响。其中，
彭祖的养生文化与中医

徐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建设现状的前提下，总结

文化最为相关，
历代的医学著作中也都借鉴了彭祖

优势与不足，
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为提高徐州

的养生学内容。更有彭城人樊阿，
汉代末期，
华佗

市文化软实力，
增强文化自信，
汲取中华优秀生命

弟子，
在针术领域有所成就。因此，
徐州市是重要

哲学和生命科学文化做出努力和贡献［4］。

的中医文化发展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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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吸引力
根据国家文化软实力四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
价值吸引力作为中医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是推动
其发展的主导力量［5］。

1. 徐州市中医机构数

2009—2017 年，
徐州市中医机构数除 2012 年为

7 家，2017 年为 12 家，
其他各年均为 8 家。2016—

2017 年，
一共增长了 4 家中医机构。
《中国中医白皮

书》于 2016 年发布，
它指出中药产业已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3］。2017 年 1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阐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与发展 。徐州市 2017 年较 2016 年增加了 4 家中
［4］

医机构，
体现了徐州市贯彻落实国家政策，
推动中医
传统文化发展，
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决心。
2. 徐州市中医机构诊疗人次

2009—2017 年，
徐州市中医机构每年分别诊疗

193.21、
202.75、
250.04、
292.07、
307.12、
314.72、
325.52、

356.57 以及 385.44 万人次。其中，2010—2011 年，
年增长率最高。 虽然 2012 年中医机构数减少 1 家，
但徐州市中医机构诊疗人次数并没有减少，
说明中

医文化软实力的价值足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中医机构就诊。

3. 中医相关人员情况

2012—2016 年，
江苏省中医机构人员数量逐渐

上升，
其中 2012 年有 40 870 人，
2013 年有 44 402 人，
2014 年有 48 201 人，
2015 年有 51 233 人，
2016 年有

54 705 人 。 2012—2016 年 一 共 增 长 了 13 835 人 。
其中2013—2014年的年增长量最多，
为3 799人。

根据徐州市年鉴，
徐州市中医机构工作人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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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同时徐州市也注重中医文化的普及和宣传，
对居民和相关的中医人员开展了许多培训活动。
1. 国内社会影响力

2017 和 2018 年徐州市举办了多个重要的学术

论坛及会议。2018 年 2 月 1 日，
国家中医管理局副
局长赴徐州市调查中医工作。2018 年 5 月起，
徐州

市中医院每两周开展一次抗菌药物管理多学科协
作会议，
率先以讨论真实病例的形式，
开展研讨会
议［6］。2017 年，
淮海经济区首届按摩论坛在徐州市
中医院举行，
全国各地的 13 名专家学者也在徐州市
进行了中医适宜技术学术交流，
这表明徐州市的中
医文化吸引了各地学者来此调研学习，
徐州中医文
化的影响力正逐渐增强。

徐州市的中医文物保护方面，
2017 年 12 月 12—

13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徐州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王秀英老人见面，
老人创新制作的中药香包，
外观精美，
习总书记表达了对传承徐州民俗文化的重
视。2017 年 9 月，
徐州市中医院护理部向民众积极宣
传中医文化知识，
拓宽民众的中医视野，
提高大家对
中医的重视。在一些重要节气，
如冬至等，
徐州市中
医院也会开展一些养生活动，
宣传中医文化［6］。
2. 国际社会影响力

国际上对中医文化的重视也在逐渐增强。关
键词
“中医”
（47％）成为仅次于
“中国食品”
（52％）
的中国文化第二大元素［4］。2016 年 3 月 12 日，
诺贝

尔奖获得者世界知名科学家卡罗·鲁比亚教授与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教授到徐州市中医院参观交
流。2017 年 11 月 8 日，
法国圣埃蒂安市政府代表团
一行到徐州市中医院进行参观访问和项目洽谈。
（三）知识生产力

括卫生技术人员、
其他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以及工

中医文化软实力的知识生产力包括医院重点

勤人员，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医师、
职业助

专业建设、
论文发表总量、
知识产权专利申请等［7］。

理医师、
注册护士、
药剂人员、
技师以及其他人员。
2009—2017 年，徐州市中医机构工作人员分别为

1. 徐州中医技术奖项

徐州市中医院科学技术奖项颇多。徐州市中

2 640、
3 327、
3 782、
4 208、
4 523、
4 952、
5 251、
5 647

医院的李晨等研究的 HOTAIR 表达水平与胃癌转移

徐州市一共增加了 3 533 位中医机构工作人员。

制剂的抗血小板作用临床技术，
都获得了 2017 年第

和6 173人，
整体呈稳步上升的趋势。2009—2017年，
（二）社会影响力

复发研究，
以及徐州市中心医院的杨承志研究的中药
九届江苏中医科学技术奖。同年，
徐州市中医院是

近年来，
国家重视和强调要积极宣传和继承中

全国地级市中医院入选最佳临床型专科最多的医

医文化，
中医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

院［8］。徐州市中医院还积极推进腹股沟疝日间手术

热点问题 。因此，
中医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也在增

和穴贴压治疗小儿遗尿的创新和优化［9］。徐州市中

强。徐州市作为江苏省地级市，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医研究的技术成就体现出徐州知识生产力的提升，

城，
以彭祖养生中医文化、
华佗和樊阿师徒为代表

也为未来发展徐州市中医软实力提供了潜在的中

的中医名家闻名，
也保留着许多的中医文物，
现如

医技术支持。

［4］

今是华东地区重要的门户城市，
也是重要的文化中
心。徐州市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与时俱进，
发展
中医文化软实力。根据江苏省中医信息网的信息，
2015 年至今，
许多国内外学术会议及论坛在徐州市

2. 徐州市中医学术论文和专利

徐州市在医药制造业的成就和徐州中医院在
论文著作方面的成果也可以体现徐州中医的知识
生产力 。首先，
根据徐州市统计年鉴，
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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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徐州市医药制造业相关的新产品开发项目分别
有 43、
48、
95、
126、
89、
133、
117 和 93 项。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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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的不足之处
中医传承和保护力度不够。徐州市保留着很

数分别有 56、
57、
122、
90、
100、
125、
239 和 147 件，
有

强的中医文化底蕴，
但资料显示徐州中医人员对例

件。数据显示，
徐州在制药行业取得了很大成就。

正如张其成教授所说，
我国现在缺乏一套保护中医

但是，
根据中国专利网检索显示，
徐州中医领域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体系，
中医文化也没有纳入

无专利，
这说明中医文化专利的知识生产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具体规划中。此外，
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

效发明专利数分别是35、
38、
49、
92、
82、
139、
209和153

其次，
在万方数据库检索徐州市中医院 2009—2017

年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
结果显示，
徐州中医院
学术论文分别有 74、
104、
124、
95、
106、
130、
117、
228

和 282 篇，2016 年开始，
中医类学术论文发表数量

如彭祖养生等文化的传承工作尚无明显的成果。

产业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不包括中医文化项目，
中医文
化事业严重缺乏国家的支持［4］。在徐州只有少数的
关于中医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
比如说徐州的香包文
化。这就造成了中医人员传承的热情不高。此外，
中

突飞猛进，
这反映出徐州市中医院对提高中医文化

医创新人才不足。尽管徐州市中医人员数量每年增

知识生产力的重视程度较高。

加，
但知识生产力还是不足。徐州市中医院个别人才

3. 徐州市中医人才情况

2015 年，
江苏省中医局公布了
“第二批老中医

专家学术经历继任教练及接班人名单”
。 徐州市

中医院以两位导师而闻名，令狐庆和秦云峰分别
在中医肛肠学科和内科领域大有作为，特别是秦

云峰著有《中老年性问题和性保健》等 32 本著作，
具有很高的学术成就

。高质量的中医人才，
可

［10］

获得了一些技术奖项，
并且在医药制造业方面颇有
成就，
但是，
中医领域还没有专利项目。

三、
对策和建议
（一）利用新媒体增强徐州中医文化传播
如今，
新媒体的发展可以为中医文化的传播提
供支持。它不仅增强了中医的国内和国际知名度，

以最大限度地传承和创新中医文化，增强徐州市

也使得公众对中医文化的接受度更高。首先，
利用

中医文化软实力。

新媒体传播速度快、
传播内容丰富以及传播时效长

（四）徐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1. 相对充足的中医机构服务人数

2012—2016 年，
徐州市中医机构人员数占江苏

省中医机构人员数的百分比分别是 10.3%、
10.2%、
10.3%、
10.2%、
10.3%，
随着江苏省中医机构人员数

的特点，
提高徐州中医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价值吸
引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知识，
最终认可中医方
法。其次，
以彭祖为代表的徐州中医养生文化源远
流长，
利用新媒体向公众宣传中医养生文化，
宣传
著名的徐州市医学名家，
向人们普及中医知识，
目

逐年上升，徐州市的中医机构人员数每年也在上

的是使得徐州市中医文化广为流传，
提高徐州市中

升，
说明徐州市紧跟江苏省中医机构的步伐，
为满

医文化的软实力。

足患者日益增长的中医服务需求，
对应增加了中医
类工作人员和中医类卫生机构数。
2. 国内外影响力较好

（二）加强对徐州市中医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继续挖掘徐州市中医文化资源，
将流传已久的
中医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加大对中医文化

有相当一部分国际团队前来徐州市学习中医

的纵向传承，
加强徐州市中医文化的保护工作。首

文化，说明徐州市中医文化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先，
应该提高中医人员对中医文化的传承意识，徐

力。同时，
徐州市举办了较多的中医学术论坛和会

州市作为彭祖养生文化的发源地，应该继续发掘

议，
说明徐州市的中医文化影响力在国内也得到认

樊阿的中医针数，也可研究其师傅华佗的一些中

可。在徐州市内，
中医机构也开展了许多的宣讲活

医技能，
取其精华，
继承和发展流传至今的徐州中

动，
以民众和中医人员为培训对象，
一方面普及中

医文化。其次，
张其成教授指出，
有必要将中医文

医知识，
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医文化。因此，
总

化纳入
“十三五”
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方案纲要［4］，
这

的来看，
徐州市的中医文化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力

将为保护中医文化提供政策支持。徐州市要根据

较强。

自己的区域特色，
建立中医文化产业基地，
提高中

3. 较充足的中医学术成就

首先，
资料显示徐州市中医类医院中，
有一些
潜在的中医类人才，
是提升徐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基础。其次，
徐州市一些著名的老中医与青

医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挖掘徐州市的中医非物
质文化遗产并加以保护，
增强中医文化的社会影响
力，
夯实中医文化软实力。
（三）培养中医创新型人才

年中医的师承关系，
也可以提升徐州市的知识生产

为进一步增强中医文化软实力，
首先要注重培

力。最后，
徐州市中医类学术论文数量较多，
是徐

养青年中医，
其次要保障高等中医院校学子的教学

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表现。

质量［3］。人才是中医学术研究的基石，
只有培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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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的中医人才，
才可使中医文化走出去，
让富

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教授

［J］. 中国医药导报，
2018，
15（9）：
1-3

有中医特色的古城徐州中医文化发扬光大。增强
知识生产力，
依赖于富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各种中
医专利著作，
这有利于提升徐州市中医文化的国内
外影响力。因此，
徐州市为夯实中医软实力文化建
设，
需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中医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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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慧凌，张娜娜，祝嫦娥，等. 中医文化软实力评价体系
及提升路径研究［J］. 中医导报，
2018，
24（16）：
1-5，
16

［6］ 徐仲萱. 徐州市中医院——走中医特色崛起之路［J］.
中国卫生，
2018（12）：96-100

［7］ 严蓓蕾，何玉林，羊晨，等. 中医院提升中医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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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oft pow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Xuzhou，Jiangsu province
JI Xiaoyu，ZHANG Honglei，HUANG Suqin，ZENG Zhi

School of Health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n excellent cultural resource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soft

power of culture in China. Enhancing the soft power of Jiangs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building a“Healthy Jiangsu”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knowledge productivity，value
attrac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data of health statistics yearbook，it summari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Xuzhou soft power of TCM culture，which aimed to enhance Xuzhou soft power
of TCM culture and inherit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soft power of culture； Xuzho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cial impact； knowledge

produ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