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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热”席卷世界

据当地媒体报道，8 月 27 日，国侨办与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的“中医关怀团”义诊活动走
进意大利罗马，由北京名医为当地华侨华人提供义
诊服务，并同当地中医药业界进行交流。当天，正
在罗马考察的国侨办主任裘援平表示，国侨办正在
不断创新“中医关怀计划”的实施方式，让中医更
好地造福海外侨胞。

“中医关怀”是国务院侨办“海外惠侨工程”八
项计划之一，旨在服务侨胞、惠及大众、推广中医
药。自计划实施以来，关怀团走出国门，足迹遍布
世界各个角落，与各国侨胞的中医专业社团共同举
办了多种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所到之处掀起
一股“中医风”。

据相关报道显示，目前，中医药现已传播到世
界上 183 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产品和服务已经遍
布全球 170 多个国家，并被一些国家纳入医疗保健
体系。海外中医医疗机构接近 10 万家，中国与外国
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 83 个。全
世界 （中国大陆除外） 受过培训的中医药人员约 50
多万名，中医教学机构 1500 多所。这一连串数字足
以说明中医在海外的传播力度和成果。

可以说，中医已不再是“世袭”于中国的独享
财富，而是一个兼容并包、普惠世界的宝藏。

海外侨胞享福利

曾经，在海外想要看中医，只能求助当地民间
医药机构。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同乡会馆都会组织

医药机构服务于侨民。这里最早的中医院是 1867 年
在新加坡由 7 家商行负责人创办的“同济医社”，后
经过发展壮大，更名为新加坡“同济医院”。但是，
这样的机构在海外并不多见。

近年来，中医文化不断在海外普及，国侨办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组织了很多中医文化
走出国门的活动，使得在海外享受中医服务不再是
遥远的奢望。

其中，“中医关怀计划”就旨在通过举办海外中
医义诊、健康讲座等方式，惠及基层侨胞，提升中
医药在海外的影响力。早在 2015 年，国侨办就携手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签署了 《关于推进中医药海外惠
侨计划的战略合作协议》。首个中医专家访问团奔赴
比利时、安哥拉、毛里求斯等地，为当地侨胞带去
健康咨询及义诊活动，反响十分热烈。

“今年我去的是美国和日本，在当地参加了义诊
咨询、讲解等活动，给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中医针
灸的专题培训和操作示范，一同进行专业的知识交
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
心主任杨金生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他本身就
是一名“海外关怀团”的专家，已经随团去过很多
国家。他还表示，这个团在当地不仅受到华侨华人
的欢迎，也得到了许多当地民众的认同和称赞。

常年在日本生活的华人青年黄立敏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为配合中国传播中医文化的相关战
略，许多有手艺的华人纷纷赶时髦，加入了中医服
务业的大军，开设了一些中医针灸诊所，为广大侨
胞提供服务。“比如，在日本生活的华人如果遇到腰
酸腿疼，都会去中医会馆进行针灸治疗，缓解病
痛。”黄立敏介绍说。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的遗产，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赐福华人，并丰富了中国博大的文化。传统中国医
学本身是被国际医学界广泛承认的瑰宝，中医文化
的跨国传播，满足了广大华侨华人的切身需要。

机遇与挑战并存

任何事物的跨国传播或跨文化传播都会遇到重
重困难。中医文化也不例外，其在海外的发展也并
不是一帆风顺的。

作为中医文化载体之一的中药，在跨国运输方
面就面临着不小的障碍。据美国 《世界日报》 报
道，外来入境者携带中成药通过美国海关要小心，
很可能被当成毒品没收且处罚，轻则不得入境美
国，重则还要进监狱。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曾表示，国外生产的药品
不得带入美国。任何有动物成分的中药，如虎骨酒、
熊胆粉、燕窝、牛黄解毒丸等都属于违禁品，旅客不管
携带任何药物都要向海关申报，不得心存侥幸。

在近代西式医药卫生制度为主导的背景下，海
外中医虽然深受华侨和当地人的欢迎，但是也难免
受到各种制约。文化差异带来的认知差异成为了中
医文化国际传播中的一道“拦路虎”。

杨金生说：“让华侨华人先了解中医药文化，然
后再影响身边的其他人，这样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通过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来弘扬中国文化，更有利于
中华文化的传播。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
也是践行者和传播者，是海外文化传播的向导。”

机遇与挑战共存，中医药的海外传播，任重而
道远。借“一带一路”的东风，中医药国际化站在
新的历史节点上，海外的华侨华人也在不断助力中
医传播，演绎一个个生动而充满力量的故事。

首位华裔位列新西兰毛利党前排
新西兰毛利党近日公布了党内排名情况。华裔候选人江威德

在党内排名第13位。
毛利党主席摩根表示，“我们的候选人都极具才华，这也让制

定党内排名的任务变得很有挑战性。”
“今年，有17位女性和9位男性成为了毛利党的候选人。他们

的背景和职业各异。有律师、图书管理员或是养蜂人。非常感谢
这些人的努力，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的首位华裔候选人江威德。”

（来源：中国侨网）

巴西华人协会向当地献爱心
近日，巴西华人协会向圣保罗州团结基金会捐赠慈善物资仪

式在巴西圣保罗开拓者宫举行。中国驻圣保罗新任总领事陈佩洁
出席并与圣保罗州长夫人露·阿尔克明共同见证了华人的善举。

捐赠仪式上，巴西圣保罗华人社团侨领张伟、王文捷、叶王
永代表巴西华人协会和圣保罗华助中心，向露·阿尔克明领导的团
结基金会捐赠了 5000 条毛毯，表达了华人侨胞对巴西人民的关
爱。

露·阿尔克明高度赞扬华侨华人为圣保罗州慈善机构捐赠物资
的义举，对华人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

（来源：中新网）

美华裔青少年开启“寻根之旅”
随全美中华青年联合会、美国华人公共外交促进会组团参加

2017年厦门华侨大学、北京华文学院“寻根之旅”夏令营的华裔
青少年，在完成所有行程后，已经陆续回到了美、加等地，但是
参加夏令营感受到的中化文化震撼，至今让营员们心情难以平
静。寻根之旅夏令营的经历，必将成为这些华裔青少年终身难忘
的一次中华文化认同之旅。

据带团参加厦门华侨大学夏令营的焦青介绍，在夏令营期
间，有小朋友表示，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中文，甚至还第一次学
习了中文歌曲。 （来源：中国侨网）

德国华人旅游业联合会换届
近日，德国华人旅游业联合会在法兰克福举行年度活动暨换

届选举，来自德国各地18家旅行社的30多位代表出席。
德国商旅中心总经理崔立女士在会上以多数票荣任新一届会

长，德国中国旅行社副总经理俞立峰荣任秘书长。
活动现场，崔立女士回顾了德国华人旅游业联合会成立与发

展历史。德国华人旅游业联合会成立于2014年。自成立以来，协
会在协调华人旅游产业链关系，促进华人旅游行业良性发展，维
护中国游客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来源：新华社）

华人救援队涉险救助休斯敦灾区
近日，飓风哈维夹带的暴雨让美国休斯敦多处地区传出严重

淹水灾情，雨势造成数以千计居民被困水中。许多华裔民众纷纷
组织船队、卡车队，加入志愿救援工作，患难见真情。

风灾发生后，华人社区除成立船队外，还建立了能够涉入水
位较高区域的救援卡车队微信群，成立当天就有海量求救讯息涌
入群内。由于救援人力有限，微信群内热心民众主动分工协助，
以保证救援的卡车能够顺利抵达灾区。

（来源：中国侨网）

中医随你“漂洋过海”
于川梓

前几日，意大利侨社热闹非凡，侨胞们

齐聚一堂，争先恐后地向国内来的中医专家

们咨询。经过一番“望、闻、问、切”后，

中医专家们针对侨胞们的病症开出了药方，

侨胞们也对专家们精湛的医术赞不绝口。中

医不再是中国“专属”，正在向海外进军。

华 人 社 区

2017 年 8月，经过艰苦漫长的努力，辽宁凯
博通用航空器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美国小熊飞机
公司新厂房在西雅图阿灵顿机场正式开工。

开工仪式上，美国小熊飞机公司经理葛畅佳
致辞并宣布仪式开始。美国当地政府多名官员到
场祝贺，阿灵顿市长芭芭拉·托尔伯特、美国西雅
图地区贝尔维尤市前任市长、现任市议员康拉德·
李以及当地的华人商会领导及成员也参加了仪
式。

辽宁凯博总经理钱志军在贺词中对当地政
府，对关心辽宁凯博以及美国小熊飞机制造有限
公司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了感谢，并表示希望充
分利用中美优势进行积极合作，响应中国大力发
展通用航空的政策，为通用航空事业发展贡献力
量。

芭芭拉·托尔伯特女士在发言中对小熊飞机新
厂房顺利开工表示了祝贺，并期待与小熊飞机及
辽宁凯博通航公司在以后开展更深更广的合作，
希望有机会去探访中国辽宁凯博旗下小熊飞机制
造有限公司大连工厂。

据悉，该厂房建设项目已通过当地政府所有
审批，预计在未来半年后建成并投产。届时美国小
熊飞机公司将具备一整套先进的丛林越野飞机的
总装、喷涂、试飞、销售和维修能力，并可提供飞行
员培训。辽宁凯博也将拥有符合中美两国民航局
标准要求的生产线两条。小熊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大连工厂将完全按照美国联邦航空局相关航空零
部件制造标准和要求生产制造相关航空器及零部
件供应中国、美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需求者。

中美通航业界都认为顶级小熊飞机非常适合
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通用航空市场。为了把这款飞
机引进中国，辽宁凯博与美国小熊公司历经5年多
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15年5月18日通过了美国外
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由美国副国务卿亲自签署同
意该型号飞机所有知识产权及型号合格证被辽宁
凯博通用航空器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收购。同年8月
13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最新的型号合格证转
移给辽宁凯博，至此，辽宁凯博正式成为了丛林短
距越野飞机型号合格证及所有知识产权的唯一持
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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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东台山市白沙镇的西村，是一个远近闻
名的“博士村”。自 1924 年至今，西村出了近 50 名

“洋博士”，且多数毕业于美国哈佛、哥伦比亚、加
州伯克利、斯坦福、密歇根大学和加拿大卡尔加
里、多伦多大学等欧美名校。

小乡走出大博士
90多年前，当30出头的黄俊杰从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时，他可能没意识到自己已成为
西村数百年来第一位博士。

“爷爷在白沙圩的阁楼和学校里接受了启蒙教
育，后来只身一人前往广州广雅师院，毕业后，回
村里的绍宪学校做了8年小学校长，使一度办不下去
的小学起死回生。”台山市白沙镇萃英中学副校长、

“博士村”文化建设顾问黄在告诉记者。
“当时，台山县督学来学校视察，觉得爷爷做乡

小校长大材小用了，鼓励他到外面闯一闯。”黄在
说，黄俊杰后来一人到美国半工半读，4年后拿到博
士学位。

学成归来的黄俊杰出任广东省民政厅粤中区巡
察。“爷爷当时很有名望，当年台山师范闹学潮时，
在海外的本乡同仁特意电邀爷爷出面处理，最终事
件得以平息。”黄在表示，作为西村首位博士，黄俊
杰对后来西村学子影响很大，大家纷纷以他为榜样
外出求学。

一村两巷三博士
“西村博士乡解放前就很有名了。”黄在说，“当

时西村五大博士，都是学成后回到国内和家乡服
务，他们的事迹很快传开了。”

这五大博士包括黄俊杰 （法学）、黄朝晖 （化
学）、黄承业 （经济）、黄敬业 （医学）、黄新彦 （化
学），分别毕业于上世纪 20 至 40 年代。黄在指着村
里的一条巷子告诉记者，黄俊杰和黄承业当年就出
自这条巷子。

黄培坤家“一家两代六博士”被村里称为“博
士世家”。长子黄朝翰，英国经济学博士，长媳简丽
中，美国社会学博士；次子黄朝勋，加拿大化学博
士，次媳陈婉娴，美国化学博士；黄朝翰两个儿子
黄天荫、黄天华，均为美国医学博士。

“博士之乡”怎样炼成？
在江门五邑地区，西村“博士村”并非孤例。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梅伟强告诉
记者，与西村相比，新会古井镇皇族村、台山端芬
镇高原村等也毫不逊色。

“这些村子都有崇文重教的祖训传承。”梅伟强
介绍说，在清政府 1905年废除科举的第二年，梅氏
宗亲就在家族祠堂开办了蒙养学堂。而西村绍宪学
校也早在 1908 年由村里出洋谋生的华侨捐资创办。

不少博士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广府人受科举文化影响，他们都知道读书才有

出路。从这里出去的孩子们基本上都会读书。”黄在
说，侨乡造就了村里读书留洋的风气。他所在的大
岭里村 （西村辖下自然村） 现有户籍居民 200多人，
另有 400多人侨居海外。“我爷爷是读书出去的。出
过洋的人在外面见过世面，都在外面读书。榜样的
力量很重要。在侨乡，需要有这方面的榜样。”

（来源:中国新闻网）

广东侨乡成“博士村”
郭 军

图为美国小熊飞机公司新厂房。 资料图片图为美国小熊飞机公司新厂房图为美国小熊飞机公司新厂房。。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西村一角，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显现侨乡特

色。 资料图片

美籍华人亮相全运会
近日，天津团泊体育中心射击馆，美籍华人

选手石晶参加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男子50米手枪
预赛，位列第18名。

图为石晶 （左一） 与庞伟、谭宗亮 （右一）
同台竞技。

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摄

侨 界 关 注

图为裘援平出席国侨办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的“中医关怀团”罗
马义诊活动。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