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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受惠中医药游
珊

王玉风

图为中医大夫为外国患者进行﹃踩跷法﹄治疗。
北京按摩医院供图

北京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是养生康复旅游的升级
版，截至 2017 年底，北京中医管理局的首批中医药国际
医疗旅游服务包试点建设项目已经诊治国际患者超过
1700 人次。

感谢中医 感谢中国
俄罗斯女孩玛莎今年 17 岁，自幼被确诊为胼胝体
发育不良，表现为四肢协调差，言语表达不流畅。2015
年，经朋友介绍，玛莎来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
医院接受治疗，针灸、按摩、悬吊和熏蒸等传统中医疗法
使玛莎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2017 年 4 月，
玛莎在妈妈陪同下再次来到博爱医院，
经过治疗，她可以流畅说话和正常走路了。面对良好的
治疗效果，
玛莎的妈妈既欣慰又忧伤。因爸爸去世，
玛莎
失去了经济支持。针对玛莎的特殊状况，博爱医院为玛
莎提供了社会康复服务，考虑到俄罗斯是一个爱花的民
族，安排她学习制作手工丝网花。做花可以使玛莎手的
动作精细度提高，
利于康复；
在网络上卖花能解决她的生
存问题，
可谓一举两得。经过一个月的学习，
玛莎进步很
快，
已经能够做出漂亮的百合花、
仙客来、
玫瑰花等。结束
治疗回国时，玛莎的妈妈激动地说：
“ 感谢中医，感谢中
国！
”
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是以特色病种为核心，
筛选治疗方案明确，疗效可期，时间可估、全流程服务、
价格合理的服务项目，并根据患者需求在就医的同时安
排旅游项目。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是中医
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的首批 15 个合作医院之一，主
要承担的是脊髓损伤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和腰椎间盘
突出症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两个服务包。它的患者以
俄罗斯的最多，也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
克斯坦、南非等国家。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中医治疗中心主任
孙迎春介绍，加入了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
务包以后，博爱医院设立了以多学科、多专
业协同的工作模式，以患者为中心提供针
灸、按摩、悬吊、中药熏蒸四位一体的综合中
医治疗模式。服务流程设有专人接待，患者
首次就诊由专家进行综合评价，确定治疗方
案，由护士负责为每位患者预约治疗时间，
引导患者就医治疗。同时，为方便外国患者
就医，医院还具有远程会诊的服务，通过网
络对患者步态和影像资料分析，给出治疗指
导。

该患者的夫人是一个肥胖、长期失眠、腹胀但
又怕针的患者，医院为她安排了单纯的手法治疗。
这对夫妻半天在医院治疗，半天在北京游玩，两周
在北京旅居生活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老太太
回国时非常高兴，她睡眠质量提高了，在中国吃了
很多美食却瘦了，精力充沛了。这对乌克兰老人
2018 年 7 月还会来北京治疗和旅游。
北京按摩医院承担了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
包的慢性颈椎腰椎病的推拿治疗和慢性疲劳综合症
推拿治疗两个项目。该医院具有发展医疗旅游的独
特优势，医院紧邻护国寺小吃街和后海风景区，医

医护人员教俄罗斯患者玛莎制作手工丝网花。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博爱医院供图

中医+旅游 双赢发展

2017 年 7 月 ， 乌 克 兰 整 骨 和 整 脊 手 法 治 疗 师 协
会通过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联系到北京按摩
医院。从医 15 年的乌克兰康复医师费多先科来医院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习。学习中，他认识到中医推
拿理论和治疗手法与他之前掌握的西式治疗手法存
在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医院的“按动疗法”吸引了
他。他惊讶地发现混合型颈椎病在北京按摩医院属
于常规病种，而他有一位患者正准备赴德国进行手
术。费多先科回国后，通过网络将患者的具体病案
信息传送给北京按摩医院的医生进行远程沟通，建
议患者到北京按摩医院做了两周共 10 次按动推拿和
针灸治疗，效果明显。

院建筑是一个独立的清朝四合院，这种富有传统文
化特色的传统建筑风格和饮食文化都是吸引外国游
客的魅力。2017 年，医院通过加入中医药国际医疗
旅游服务包拓宽了涉外医疗的大门，再加上京交
会、京服会等大型宣传平台的推广，医院网站的宣
传 和 病 人 口 碑 传 播 等 途 径 ， 每 年 接 待 外 国 患 者 100
余人，接诊 1000 余人次。
北京按摩医院医疗按摩工作处副处长郭玲认
为，中医的宣传单纯凭借一个医院的力量是非常难
的，中医局推出的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搭建
了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平台，它将中医医疗服务作为
落脚点，与旅游相结合，这对中医文化的推广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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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日前组织云南怒江州、四川凉山州、甘肃临夏州在
京举办 2018 旅游推介会，助推三地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国务院扶
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表示，三地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也是最需要
帮助的地方。国家旅游局牵头在这些相对落后但是旅游资源禀赋
较好的地方开展脱贫工作，以旅游扶贫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让老百姓分享到旅游发展的成果，
真正实现增收、
脱贫，
在脱贫攻坚
中带了好头，
并且走出了一条健康、
可持续的路子。
云南怒江州位于西南边陲横断山脉纵谷地带，
是全国民族族别
成份最多和全国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自治州。独特的地理位置造
就了怒江州多样性生物种群、多变性地理气候、
“三江并流”等特色
自然景观，
而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则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民族风
情体验和文化生态科考环境。
为了拉动怒江州的经济发展，
国家和云南省出台了一系列加快
怒江脱贫攻坚的重大规划与措施，机场、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
正在加快推进，城市建设和美丽乡村正在加快步伐，旅游产业正在
加快培育，
怒江发展已步入快车道。

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获国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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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助力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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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处于
“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
腹
心地带。6.0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镶嵌着 160 多个景区景点，
处处
皆美景，四季均宜游，是一块自然天成与人文造化完美结合的旅游
宝地。
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下，该地区加快
规划建设安宁河谷世界级阳光生态河谷、香格里拉钻石旅游线路、
大凉山彝族文化体验区
“四大精品旅游线路”
，
大美凉山正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甘肃临夏州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
有汉、
回、
东
乡、保安等 31 个民族。临夏历史文化悠久、民族风情浓郁、旅游资
源富集。多年来，随着旅游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临夏全域旅游
蓬勃兴起，
正在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基地。
临夏的布楞沟村曾是著名贫困村，
一道道悬崖峭壁与干旱少雨
的自然气候，使这里行路难、吃水难、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增收
难。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深情嘱托要尽快脱贫。从此，
这个偏远山村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架桥修路、植树种草、培育产
业，走出了一条种养加一体，生态、旅游、餐饮、劳务、养殖多举措的
路子。经过几年努力，布楞沟村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条新建的二级
公路穿村而过，清澈的自来水流进了村民院落，贫瘠的荒山披上了
浅绿的新装，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游的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跨界融合 体验文化
集中力量推出中医擅长的治病方案，让患者短期内
能够看到症状的改善，改变西方对于中医的偏见，这是
2016 年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建立的初衷。有不少
外国人想来中国看中医却苦于没有途径联系到正规的中
医院，服务包项目就是要搭建一个官方服务平台。北京
中医国际医疗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崔永强介绍说，目前，
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共有 15 家医院参与，推出 30
种特色中医旅游服务包。这 15 家医疗单位都是经过北京
中医管理局的严格评审确定的，服务包单位内部还设置
了考核、培训机制，目的是让患者放心。
接受中医治疗的慢性病患者比较多，
治疗之外会有较
多的闲暇时间。服务包项目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利
用北京丰富的旅游资源，
让前来就医的外国人治病之余体
会中国历史和文化。目前该项目已经与携程达成合作意
向，
国旅、
中青旅等旅行社也都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未来，该项目的完备形态将是这样一种场景：患者
通过外文版北京国际医疗旅游 APP 与医院预约治疗项
目，接下来携程等旅行社会为其提供签证办理、接送
机、酒店预订等旅行业务。患者来到医院后，如果上午
接受治疗，可以选择下午半天的北京游，通过网络平
台，旅行社自动安排。将医院不擅长的旅游部分通过旅
行社来做，医院将精力集中在基础的医疗业务上，这将
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崔永强介绍，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越来越被
国际社会接受。在 2016 年召开的中国东盟传统医药研讨
会上，服务包得到了十个东盟国家卫生官员的认可；在
中阿传统医药研讨会上，阿盟驻华大使代表 22 个国家对
服务包概念表示认可。
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是一个新概念。未
来，项目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将会有更多的病种纳
入其中，更多的医院参与。北京出入境管理局也表示
将对该项目给与支持，整体给服务包医院患者在签证
上予以便利。

云南罗平：油菜花开春来早
正当北国冰天雪地之时，云南省罗平县的百万亩油菜花已经
成片绽放，散发出浓浓的春意。当地油菜每年 1 月初就开始开花，
花期可以持续到三月份，油菜花是当地重要的旅游支柱产业。上
图为云南省罗平县腊山街道法金甸村的油菜花美景。
毛 虹摄 （人民图片）

中国入境游新亮点②

67 国放宽签证迎中国游客
本报记者

江初昕

冬日观庐山冰瀑

中国护照含金量提升

“免签、落地签国家又增加了不少，今年春节出境旅游很
方便。”越来越多国家为中国公民放宽个人旅游签证条件。
中国护照含金量不断提升，各国放宽签证喜迎中国游客。
根据外交、领事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截至 2018 年 1 月 3
日，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
区增加到 67 个。最新的签证便利政策包括，卢旺达政府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对中国在内所有国家公民实行落地签证政
策。从 1 月 16 日起，中国和阿联酋互免签证，持有效普通护
照的中国游客去阿联酋免办签证，最长停留 30 天。加蓬驻华
使馆自 2017 年 10 月起单方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G20 成员国
公民从加指定口岸入境实行落地签证政策。另外，中国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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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不见底，深不可测。涧峡水在
“龙潭”中聚集，平缓地从一道
滑如玉的石隙中溢出。但到了冰
雪天气，氤氲的河面上雾气如丝
如缕，轻纱缥缈，大片的雪花落
在河面上，顿时销声匿迹，没了
踪迹。白雾缥缈的河面上仿佛是
搭建好的舞台，那飘落的雪花就
是前来表演的舞者，尽管没有律
动的音乐，但雪花恣意飞舞，上
下翻飞，左右跳动，尽情地舞蹈
着，可谓此处无声胜有声。耳边
是浅浅的溪水声，天籁间茫茫一
片。静谧的山涧中，不妨闭上眼
睛，敛气息声，冷不丁会有雪团
掉下，惊扰得林中雪花四散乱
飞。
上图为庐山冰瀑 来自网络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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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装素裹，气势恢宏，场面极为
壮观。此时虽听不到往昔轰隆隆
的瀑布声，但能一睹这悬挂在石
崖上的冰瀑，却是别有一番景
致。
峡谷绵延而下，形成了气势之
宏大和天造地设之妙，使人们联想
起了“洞府深深映水开，幽花怪石
白云堆”的诗句来。冰瀑在阳光照
射下，晶莹剔透，像一块巨大的羊
脂玉。在山涧中的轻烟笼罩下，犹
如琼楼玉宇。
龙潭瀑布之水发源于庐山最
高峰汉阳峰，群峰聚集营造了阳
刚之美，泉瀑溢趣则孕育了阴柔
之美。瀑布水在山涧中喧嚣着奔
腾而下，然后合流于青玉峡，聚
势 而 冲 ， 直 注 “ 龙 潭 ”， 潭 水 碧

出

严冬时节，庐山成了一个晶
莹剔透的冰雪世界。随着冬季雨
水的减少，山涧中的瀑布水流也
相对小了很多。持续的寒冷天气
使水流与岩石冻结，流动的瀑布
逐渐凝结，形成了一道道冰瀑奇
观。一层层静态的晶体，形状各
异，令人不禁慨叹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
在著名的三叠泉瀑布前，原
本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场面不
见了，呈现在游客眼前的是一条
巨大的玉带倒挂在崖壁上。险峻
的石岩上，已是悬崖百丈冰，不
少参差不齐的冰凌悬挂在石岩
上，往日桀骜不驯的瀑布此时变
得温驯了。整个山涧白茫茫一
片，被晶莹剔透的冰柱所覆盖，

来自网络
传真：（8610） 650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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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两国已经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预计 2018 年即将生效。
2017 年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证或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增
加了 6 个，包括巴巴多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塞尔维亚、突尼
斯、卡塔尔、加蓬等。
为了推广 2018 年 2 月举办的平昌冬奥会，韩国也对中国
游客实施有条件免签政策。从 1 月初起到 3 月 31 日，最近 5
年内曾去过韩国，或者在中国指定旅行社购买了冬奥会门票
的中国人，可以免签进入韩国停留 15 天。
携程网出境游负责人介绍，各国签证政策的变化频次明
显提高，纷纷放宽签证政策招揽中国游客，中国游客出国更
方便。距离春节只有一个多月了，正处于办理签证和报名出
境游的高峰。签证的利好也使得今年春节出境游热度进一
步提升。
据旅游网站的大数据显示，目前春节期间 60%以上的游
客预订的是出境游。特别是近期放宽签证条件的目的地，这
些线路游客增长很快，最高超过 100%。携程网发布的 2018
年春节十大人气免签落地签目的地分别是：泰国、越南、印
尼、马尔代夫、毛里求斯、摩洛哥、柬埔寨、斯里兰卡、阿联酋、
埃及。其中，东南亚国家比例最高，泰国以明显优势排名第
一。以落地签方式出境游的携程游客中，选择泰国的最多。
海岛也是中国游客说走就走的热门选择，普吉岛、苏梅岛、马
尔代夫、巴厘岛、毛里求斯等人气最高。
不过春节出境游千万别盲目说走就走。旅游专家提醒，
一些国家并没有完全开放免签或落地签，比如马来西亚、白
俄罗斯、乌拉圭的“免签”，菲律宾“落地签”，都需要一系列限
制条件，务必按要求准备或履行必要手续，以免入境受阻。
有些国家还可以参加旅行社跟团的方式免签进入，例如俄罗
斯对团队游客开放免签政策。有些国家坐邮轮前往是免签
的，航线选择也很多。

国内定价全年 280.80 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