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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首设亚洲病房
在以癌症和心脏病治疗和研究闻名于

世的美国德州医学界，赫尔曼西南纪念医
院位列全美最佳医院之一。7年前，该院
心血管中心主任一职，改变了几十年来由
白人执掌的历史，选由华裔医生丰建伟担
任。此前，他曾被该院授予成立以来首次
颁给亚裔医生的年度“最佳医生”奖。

“成为专业领域的尖子生，进入美国主
流社会管理层，才能掌握话语权，更好地回
馈华人群体。”丰建伟履职后的重要一步，
是推动医院率先在美国创立亚洲病房。

“随着来医院看病的中国人不断增多，
我发现因语言沟通问题导致误诊的情况越
来越多，如老人肚子疼被当成胸痛治疗，令
家属极其不满。”丰建伟说，“我就问院长，
何不开设一个专门的亚洲病房，招聘会讲
普通话、粤语和英语的翻译，雇用会做中国
饭的厨师，病房的电视增加中文台。”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由此首开先河，
设立了全美第一家亚洲病房部。该部门由
一批亚裔医生和护士组成，丰建伟被委任
为部门主任。在这里，华裔患者尤其是重
症老年人不仅与医生交流消除了语言障
碍，保障了其病情的确诊率，还能吃到可
口的家乡饭菜，看到本国语言的电视节
目，治愈率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胜似亲人的医患情
“清晨唤醒你的，是病患的殷殷期望

——无论春秋寒暑，唯有祛病疗伤。”正
如歌中所唱的，迎着晨风走，踏着夜露
归，是丰建伟的生活常态。“医生要让病
人信任，就要牺牲很多时间。所以，别人
能打高尔夫球，我不可以。”他曾经喜欢
过高尔夫运动，有一次，打到 5 个洞时，

接到医院通知，一病人心梗发作，他扔下
球杆往医院跑。此后，很多年没再进过球
场。“医生及时出现，永远会给病人一个
安全感，对其家属也是一种安慰。”

在患者眼里，丰医生没有架子，讲
话总是和风细雨，喜欢设身处地为他人
着想，待人质朴谦逊。“病人来看病，心
里很痛苦，医生应有同情心，要关注病人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丰建伟接诊患者，
从不问其有无医保，对患者始终持有一颗
平常心，不因其尊卑穷富而区别对待。

除了受聘于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在
休斯敦的中国城，丰建伟创办了自己的
心脏病门诊——黄金心脏中心。来这里
看病就诊的不仅有华裔，还有许多其他
族裔的患者，年逾百岁的施密特姐妹就是
他的超级粉丝。“妙手仁心、大医精诚”，是
患者对他最多的评价，也是这里患者满员
令他更少休闲时间的重要原因。

10 余年前，86 岁的高老先生经丰建
伟的及时救治躲过死神一劫，自此领略
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在丰医生的指
导下，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带动身
边老人健康生活，适度运动。尽管装了
多个心脏支架，他仍然连续数年夺得世
界老年运动会乒乓球冠军，被誉为全美老
年体坛不老松。高老 97 岁高龄辞世时，
丰医生义务为他举办告别仪式。面对患者
遗容，医生悄然落泪——那份医患亲情，
令在场者动容。

新医学理念引入中国
“美国职场的生存法则，首先是把自

己的事做好。”丰建伟说，“干好业务说
话才有分量，即便你依然有口音，依然
词汇简单，对方也不会另眼相看。”他任

“掌门人”期间，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心
血管中心每项硬指标考核均排全美前 20

名。“此外，管理者还要有领导力，要掌
握心脏医学最先进的东西，对该领域有超
前的想法，能提出5年、10年发展设想。”

如今，已成为美国心脏学院院士、赫
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副院长的丰建伟，正致
力于把美国最新的心脑血管疾病预防保健
技术推广到中国。

作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心血
管病、糖尿病、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每年
夺去全球3600多万人的生命。其中，90%
的“过早”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丁·阿
尼西由此提出“生活方式医学”概念，内容
包括健康的饮食、适度的锻炼、有效的压
力释放以及家庭的心理支持。

近年来，生活方式医学在美国发展迅
速，许多州已将其列入医保。去年底，丰
建伟把该医学最新理念和服务模式引入中
国，在上海浦东成立和朴 （上海） 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采取非药物、非手术方式，
实现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的预防、控制和逆转的效果。

后半生反哺故土
随行的美国休斯敦市长考察团成员好

奇地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撑你，在美国医院任
要职并在社区开诊所，还把业务延伸到中国？

丰建伟的回答是回报家乡百姓。“医
学无国界，但医生有国家。作为一名炎黄
子孙，我虽然身在海外，但根在中国、在
山东。”丰建伟表示，自己年富力强的岁
月献给了在美国的事业，后半生要更多地
反哺故土。

2003年，他成立非营利机构——厚普
生医学教育与发展系统，搭建中美医学交
流平台。2014年，他创办美国大爱正心基
金会，募集善款救治中国贫困地区先心病
儿童。2015年，他成立美国华人医师网络
医院，为罹患疑难杂症的全球华人寻找救
治提供平台。2016年，他成立丰建伟基金
会，把美国优秀的医学技术、医疗管理和
医疗制度引进到中国。2017年春天，作为
全国政协唯一一位海外医学界特邀委员，
他回北京列席参加全国两会。2018年，休
斯敦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传统文化协会
将年度“社区服务”奖授予他，表彰他多
年来促进亚太社区融入美国社会的努力。

丰建伟说，自己在国内做过医生，了
解中国情况，又在美国医疗界学到先进的
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真切希望能取其所
长，为中国的医改增砖添瓦。他表示，很
高兴看到今年首个中国医师节的主题，是

“尊医重卫、共享健康”，相信随着中国新
医改的推进和社会的进步，健康中国的目
标将顺利实现。

张榕轩、张耀轩昆仲，是我
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华侨实业家、
慈善家和爱国侨领。张榕轩，名
煜南；张耀轩，名鸿南，广东梅
县松口人。张榕轩少时因家境清
贫，只身前往南洋，先追随华侨
巨商张弼士在巴达维亚 （雅加
达） 经商。后转往苏门答腊的棉
兰创业，与其弟张耀轩一起，开
发棉兰。兄弟俩在棉兰开辟庄
园，种植甘蔗、烟草和橡胶，开
办茶叶、油料、制糖工厂，后又
与张弼士等合办银行、轮船公司
等。经过十余年艰辛而卓有成效
的经营，打造了多元化发展的实业
王国，成为富甲一方的“棉兰王”。

事业有成的张氏兄弟，不仅
为侨居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
献，还非常关注民生改善，积极
致力于社会公益，成为华人社会
推崇的侨领，也因而被殖民政府
先后委任以“雷珍兰”“甲必丹”
之职，协助管理华人事务。张榕
轩还被提任为协助殖民政府管理
华人事务的最高等级官职“玛
腰”。张氏兄弟崇本思源，对于祖
国和家乡也同样倾心倾力，“凡遇
一切善举，无不慷慨乐输，虽巨
万无少吝”。兄弟俩捐巨资在家乡
修公路、架桥梁、建学校和图书
馆，并因筹集海军经费，筹办京
师医局以及赈济陕西、北京灾荒
等有功，受到清廷嘉奖。张氏兄
弟在国内的各项事业中，贡献最
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发起修
建了潮汕铁路。

1903 年，张榕轩向清廷上书
称，“方今国家举行新政，首先铁
路为大宗”，请求修建汕头到潮州
的 潮 汕 铁 路 ， 很 快 获 得 批 准 。
1904 年 4 月，潮汕铁路公司成立，张榕轩出任董事长。铁
路的勘测设计，由我国著名工程师詹天佑负责。铁路总预
算金额为300万银元，张氏兄弟各出资100万元，另有日籍

华商林丽生等人出资 95 万元，不
足之数，由张氏兄弟包下。后因林
丽生为日股，恐被日资渗透，张榕
轩又加价将其投入的 50 万元股份
全部收回。1904年9月，潮汕铁路
正式动工。修建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因铁路途经人烟稠密的乡村，
需要拆毁不少房屋、坟墓，加之工
程由日本“三五”公司承建，引起
村民质疑和反对，以致纠纷频起。
几经波折，铁路干线于 1906 年 10
月竣工，当年 11 月正式通车。铁
路为窄轨单线，北起潮州西门，南
迄汕头，全长 39 公里。后加筑意
溪支线，总长扩增至42.1公里。潮
汕 铁 路 1939 年 被 日 本 侵 略 军 拆
毁，共存在了 33 年。在这期间，
运输旺季时每日乘客四五千人，货
物超出100万吨，成为控制“福建
西南及粤省岭东要冲，为出入口货
物必经”的交通动脉，对潮汕地区
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
用。

铁路建成后，清政府为表彰张
氏兄弟的业绩，于 1907 年授予张
榕轩三品京堂候补，后又任命他为
考察南洋商务大臣。正当张榕轩在
花甲之年仍想为振兴祖国实业再献
余热之际，却染病不起，于 1911
年病逝于印尼苏门答腊棉兰市。张
耀轩接手兄长事业，使家族资产及
声望继续发扬光大，10 年后亦逝
于棉兰。

潮汕铁路凝聚了以张氏兄弟
为代表的老一代华侨振兴中华的
赤子情怀。他们在异域他乡创业
扎根，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即
便功成名就，仍难舍故土、心系
乡梓。现在连接汕头和潮州的公
路，就是在潮汕铁路的原路基上

修建的，这是对张氏兄弟的告慰，也鼓舞和激励着后人沿
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奋发图强！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洛杉矶设中医惠侨服务中心

日前，江苏省中医院－洛杉矶中医药大学合作签
约暨揭牌仪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举行。

这是江苏省中医院首个海外惠侨基地，旨在弘扬
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走出去。中国驻洛杉矶副总
领事代双明、美国首位华裔女性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及
当地民选官员等出席上述活动。

美国中医惠侨服务中心在洛杉矶的成立，将更
好地满足洛杉矶及周边地区华侨华人及其他族裔公
众对中医药的需求，促进中西医交流和中美文化交
流。

（来源：中新网）

阿根廷华社关爱贫困儿童

日前，阿根廷中华慈善总会、阿根廷温州同乡联
谊会成员，携带儿童玩具及儿童食品来到阿根廷首都
近郊贫困家庭居住区，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去儿童节 （8
月的第3个星期日） 礼物。

这些华人社团将携带的婴儿牛奶、婴儿饼干、儿
童玩具等礼品分发给了当地贫困儿童。该地区慈善机
构负责人对华人的爱心行为给予了高度赞赏。

“胡”姓成米兰第一大姓

近日，意大利媒体发布官方统计数字称，截至到
2017 年底，米兰华人姓氏——胡，已经成为了当地各
族裔中的第一大姓，在米兰生活且具有户籍登记的胡
姓人数超过了4500人。

据报道，根据户籍部门的统计资料，2017 年，米
兰胡姓户籍登记的男性人数为 2398人，超过了当地的
户籍人口大姓科伦坡和巴兰比拉，科伦坡姓氏男性为
1567 人，女性为 1882 人；巴兰比拉男性为 433 人，女
性为543人。

西班牙华人华侨总会换届

近日，西班牙巴斯克华人华侨总会第9届换届典礼
在毕尔巴鄂举行，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部副主任
张焰女士携领事部工作人员、旅西社团侨领代表、当
地社团会员代表等100余人出席了换届仪式。

第8届会长林伯光先生将代表协会荣誉与未来的大
印交到了新会长裘品伟先生的手中，第9届会长裘品伟
先生发表了就职演讲。

裘品伟会长表示，未来将继续带领协会维护华侨
华人的合法权益，开展中西经贸、文化交流，协调协
会内务工作，维护与当地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同时，
要继续办好中文学校，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
的影响力。

（以上据中国侨网）

丰建伟医生的故土情怀
本报记者 李晓宏

近日，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一首华裔医生作词的歌曲《白
衣天使大爱无疆》在美国最大的视频网站播出，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

“其实，这是我写给医生们的一首小诗，被专业人士谱成了歌
曲。”词作者是美国知名华裔心血管专家、中国政协海外列席代表丰建
伟博士。在曲作家吴晓萍眼里，丰建伟就是歌中白衣天使群体的一个
缩影，“生死线上你屡建伟业奇章，炎黄血脉在你内心流淌”。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图为丰建伟医生与他的患者——102岁高龄的安·施密特

华 人 社 区

百 年 侨 领 ⑥百 年 侨 领 ⑥

张榕轩、张耀轩

修建潮汕铁路的“棉兰王”
闫媛媛

张榕轩张榕轩

中国灯展
亮相多伦多

2018加拿大国家展览会于8月17日至
9月3日在多伦多举行。本届展览会推出以

“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中国灯展，通过17
组由中国四川自贡90位匠人制作的大型彩
灯，向人们介绍古代“丝绸之路”的神话
传说和文化风情。

邹 峥摄 （新华社发）

张耀轩

张耀轩张耀轩

本报电（郭晓光） 日前，新加
坡华商中国白酒有限公司举行并购
重组新闻发布会，公司董事局战略
发展委员会主席陈韩晓营披露了公
司战略规划，表示将深耕中国白酒
产业，助力中国白酒走向世界。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白酒产量
占全球烈性酒产量的比例近 40%，
但在国际市场贸易中占有率仅为

0.76%，尚未进入世界主流消费圈
和文化圈。这与中国白酒作为世界
六大蒸馏酒之一的“身份”和中华
文化符号的“地位”很不匹配。近
年来，中国白酒“走出去”的呼声
高涨。

“‘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
进，为中国白酒‘走出去’带来了
新的机遇。”中国白酒有限公司执

行主席吴国良认为，白酒作为中国
文化中最独特、最鲜明的符号之
一，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民心相通、友好往来、交流合作的
桥梁和纽带。他同时指出，中国白酒
业要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竞争的大
格局中，合作竞争、整体出海。

中国白酒有限公司计划未来
几年在大中华区以外商独资方式
投 资 设 立 全 资 销 售 子 公 司 375
家。本次发布会后，该公司将启
动IPO计划，择日在新加坡证券交
易所上市。

华商助中国白酒“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