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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巨人”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是中小企业的佼佼者
和“排头兵”。近年来，我省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促进中小企业走专业
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之路，促其成长壮大为产业“单项冠军”，为全省优势产
业发展延链、强链、补链。

11月为全国中小企业宣传月。湖南日报与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联合推出“小巨人 大
作为———湖南中小企业群英谱”系列报道，推介一批特色鲜明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着重聚焦服务产业链建设的“小巨人”企业，助推全省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杨绣春 杨林

水河畔，初冬暖阳映照。一座现代化厂
房上方，“正清集团”四个大字醒目耀眼。

总部位于怀化的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历经27载， 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小
厂，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将中医药发扬光大，助推中医药走向世
界。”正清创立之时，董事长兼总裁吴飞驰就
立下如此目标。

攻克治疗世界性顽疾
2013年1月，正清风痛宁产品研究成果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这是全国抗风
湿抗关节病领域的第一个奖项， 也是继袁隆
平院士杂交水稻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后，
20多年来怀化市科技工作获得的最高荣誉。

类风湿关节炎难治愈、易反复。全球人口
平均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率为0.5%至1.0%，若
以60亿人口计算，约有3000万至6000万类风
湿关节炎患者，中国患者逾500万。

如何攻克这个世界性顽疾？
1998年，正清以青风藤为原料，提取青藤

碱，开发出正清风痛宁缓释片，填补了国内中
药缓释剂的空白。长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该
产品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疗效确切， 是国际上
首个被发现的能特异性抑制mPGES-1（微粒
体前列腺素E2合成酶-1）的药物。

正清首创的正清风痛宁“三联序贯疗
法”， 将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变成三部曲，被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迄今，逾100万人次使用正清风痛宁产品治疗
风湿病。

今年4月，正清与澳门科技大学等多家单
位发起组建“青风藤研究院”，中国工程院院
士钟南山担任研究院战略咨询委员会主席，
澳门科技大学校长刘良担任院长， 致力成为
湖南中医药产品创新升级的孵化器。

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
尽管前路充满挑战，正清愿景始终如一：

成为世界级优秀中医药企业， 在细分的风湿
疼痛治疗领域达到世界第一。

“这是企业的发展方向，更是我们的追求目
标。”正清董事长兼总裁吴飞驰言语铿锵有力。

梦想渐次开花结果。
正清“一体两翼”发展规划加速推进：以

药品为主体，往下游延伸为医疗，往上游延伸
为种植、大健康产业，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
实现企业整体价值的大提升。

建成欧盟标准的生产平台，建成国内领先
的科研平台，打造湖南西部中药谷，推进国内风
湿与疼痛专科医联体及国际风湿疼痛专科连
锁建设……正清每一步，都在向梦想挺进。

依托雪峰山脉、 武陵山脉丰富的中药材
资源，正清已建成青风藤种植基地、雪峰山鱼
腥草种植基地、灵芝种植基地等，推动形成青
风藤、雪峰山鱼腥草、灵芝等为主导中药材的
百亿元产业集群。

正清覆盖种植、科研、生产、销售的全产

业链，发展势头喜人。今年1-10月，正清工业
总产值累计完成5.64亿元，同比增长10.95%；
上缴税金3590万元，同比增长16.24%。

吴飞驰介绍，到2029年，正清将建成正清
风痛宁、鱼腥草、灵芝及清热解毒颗粒四大产
品系列，年上缴利税5亿至10亿元，帮助药农
增收8000元/年/亩。

冲刺资本市场步伐提速
“登陆资本市场， 正清处于最好的机遇

期。”正清轮值CEO、董秘向卫国介绍，公司为
寻求上市已努力多年。

10月28日， 中国证监会公示同意正清集
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正清实现纳
入监管、增资扩股，登陆科创板的上市进程迈
出关键一步。

一旦完成上市，正清将插上腾飞之翼。业
内预计， 该公司上市后年营收能较快突破10
亿元，市值逾100亿元。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正清步伐将会更
快。”吴飞驰说，正清迄今共申报国家专利58项，
获得发明专利授权50件，其中正清风痛宁在类
风湿性关节炎用药排行居全国第一。伴随市场
扩容，系列产品会服务更多风湿疼痛患者。

近期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从政策层面给
中医药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产业链资源、资金资源、学术资源以及
政策利好，释放聚合效应，正清迎来发展的黄
金时代。”吴飞驰信心笃定。

编
者
按

正清：助推中医药走向世界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姚俊锋 向晓玲

他只有小学毕业， 却出版了数十万字
作品；他双脚不能行走，却“爬”遍湘西的山
山水水；他至今未婚，却将湘西情歌传向世
界。他，就是拄着拐杖的湘西苗族诗人向民
志。

前不久，向民志被评为全国“十大读书
人物”。

“郎在山上唱山歌，妹在房中织绫罗，
山歌唱得心缭乱，手织绫罗打落梭……”11
月10日，向民志接受记者采访时，唱起一
首首动人的湘西情歌。

谈起自己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 向民
志笑着说， 他靠的就是一个“骗”字———
“骗”自己不是残疾人，他读了不少书，还写
起散文，出版了散文集；“骗”自己是做大事
的人， 他花9年搜集整理了7000多首湘西
情歌，编辑出版了两本湘西情歌集；“骗”自
己不能私心太重，他在村里建了个书屋。

今年49岁的向民志出生在泸溪县潭
溪镇小陂流村，天生双脚残疾。1977年，他
到了上学的年纪，但父母没时间接送他，他
就在膝盖上绑上轮胎皮，每天爬着去村小。
距离学校的路只有500米， 别人走几分钟
就到了，而他一步一挪，要爬半个多小时。
这样的“走”法，让他经常“遍体鳞伤”，但他
的成绩总名列前茅。

当时村里没有初中，读初中要去镇上。
家人考虑到向民志行动不便， 小学毕业后
就没让他再上学， 而是在家里帮忙做些煮
饭、砍柴等力所能及的事。

“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向民志不甘
心，他开始自学。没有书，他用双手爬到半
里外的村部去借。碰到不认识的字，他就一
个个翻字典……日日夜夜，与书为伴，为他
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闪亮的窗。

村外是峒河， 村民时不时会划上木船
放网捕鱼。 看到这一情景， 向民志心生感
慨， 就把所见所闻写成诗歌。“8毛钱！”
1985年，父亲到镇邮电所取回他的第一笔

稿费， 他开始自信起来：“那个时候，8毛钱
很值钱。”

从此，向民志的诗歌、散文陆续在报刊
上刊登。1997年，一篇题为《白衣天使》的
散文，发表在《湖南残疾人》杂志上。一位爱
好文学的保靖姑娘看到后，心生爱慕之情，
主动找到他。向民志开始了他的初恋，但这
场恋爱没有持续多久， 就被世俗观念所扼
杀。

失恋没有让向民志沉沦， 他将所有热
情投入创作中。2002年， 向民志将自己创
作的散文整理成册， 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
文集《送你一把相思泪》。一次在推销书的
路途中，向民志听到苗族群众在对唱山歌，
那悠扬的曲调、押韵的唱腔，令他陶醉，他
马上将其录下来。回去一打听，才知道这就
是湘西情歌。

回家后， 向民志每晚反复听着录下来
的情歌，愈发痴迷。“不能让‘她’在我们这
一代失传。”向民志想，一定要想办法将这
些传唱了几百年的湘西情歌传承下去。

向民志开始攒钱。 稿费是向民志唯一
的收入，攒够了就出去采风。没钱了，又静
下来写作。在当地，拄着拐杖采风的向民志
成了一道风景。

5年间， 向民志搜集整理了7000多首
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爱情歌谣，精选
3000多首编成《湘西情歌》。之后，向民志
又花4年， 搜集木叶情歌3000多首， 编成
《湘西木叶情歌》一书。这两本书，填补了湘
西地区民族情歌出版史上的空白， 让湘西
情歌为世人所知。

通过读书，向民志寻到人生追求，他想
让湘西更多贫困人也通过读书找到出路。

2017年2月，向民志在村里建起“明志
书屋”，给年轻人以及老人、小孩营造一座
精神家园。书屋全天开放，50平方米场地、
5000余册书、3张阅览桌、20个凳子， 每天
看书和借书的人络绎不绝。 向海塘是村里
从书屋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 他说：“在
这里我养成了读书习惯， 看到了外面的精
彩世界。”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王田锐 王俐

丈夫为躲债人间蒸发， 不知情的老伴郝
娭毑却须偿还近700万元债务； 婚都离了，女
教师彭老师(化名)却要替前夫偿还40万的债
款。这应不应该？11月8日，记者从长沙市岳麓
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经过长沙市检察院和岳
麓区检察院共同努力，这两起“夫借妻还”案
件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她们
不用无端背负这些巨额债务了。

丈夫借款，法院判决妻子来还
“郝娭毑是个坚强、本分、节俭的人”“她

家老公欠了钱要卖郝娭毑的房子抵债， 还真
是有些不公平”……提起郝娭毑的案子，她的
老同事、邻居们都为她打抱不平。

郝娭毑和丈夫姚某的关系， 从结婚起就
一直不好。6年前， 姚某从家里拿了一些东西
出去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从来不知道
他在外面借钱承包工程的事， 从来没有在借
条上签过字。”郝娭毑告诉记者。

原来，2011年2月至2013年11月期间，郝
娭毑的丈夫以承包基建工程资金紧张为由向
不同的当事人借款近700万元， 一直未还。被
诉至法院后，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望城区
人民法院、长沙县人民法院、岳麓区人民法院

分别作出判决， 认定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 为夫妻共同债务， 由郝娭毑共同偿
还。

与郝娭毑有相似遭遇的还有彭老师。
“我都离婚了，为何还要替前夫还这40万

的债？”彭老师是长沙一所高校的教师。她告
诉记者，3年前她突然收到判决书， 判决她与
前夫袁军共同偿还付某借款40万元及利息。

原来，在2012年4月，袁军就向付某借款40
万元，并出具借条，后因袁军项目投资失败，这
笔借款无法偿还，付某遂起诉到了法院。

“法院认定该借款发生在我和袁军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应由我们共同偿还，但我对袁
军的这几笔款都不知情， 更没享受过这些借
款带来的利益。”彭老师告诉记者，虽然袁军
借钱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婚，但当时已经分
居。

2018年，彭老师因不服法院判决，向法院
提出了申请再审， 但法院审查后对其请求予
以驳回。

“不知情、没参与、没享受”，不担责
“不认识这些债主，也没有参与借款，更

没有享受借款带来的利益， 法院判决我们偿
还债务不公平。”无奈之下，郝娭毑、彭老师只
得向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接到郝娭毑的申诉后认定，郝
娭毑丈夫借款的行为虽然发生在其与她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 但均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
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故不应当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遂向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抗诉。最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今年9月作出终审判决，全部采纳长沙市检察
院抗诉意见，进行改判，为郝娭毑免除了还款
责任。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办理
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简称
《通知》），明确提出已经终审的案件，对夫妻
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坑害另一方， 另一方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端背负巨额债务的案
件等，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承办检察官赵莉
介绍说。

彭老师的案子也大致类似。 岳麓区检察
院受理她的案子后认定， 该债务系其前夫袁
军的个人债务， 而非其与彭老师的夫妻共同
债务，岳麓区法院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
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不当，遂向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长沙中院经审理后
依法改判。

据了解，郝娭毑、彭老师系列案件是《通
知》出台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的第一
案，对其后的类似夫妻共债有指导性意义。

丈夫借钱是否该由妻子偿还
检察院抗诉推动两起“夫借妻还”案改判

老百姓的故事

拄着拐杖“唱”情歌
———湘西苗族残疾诗人向民志的故事

11月12日，特战队员在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当天，武警湖南总队机动支队组织开展多
种武器的实弹训练，锤炼特战队员能打胜仗能力，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水平。

吴建波 魏征 摄影报道

实弹射击练真功

氵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