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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前行 成果颇丰

“近代以来，中医药随着中国人的出国
足迹而在海外广泛传播。”北京中医药大学
方剂学教授杨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中医起初是为海外华侨华人服务，随后传
播给了华人圈子附近的外国人。如今，中医
药在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传播效果最
好，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也有所发
展。”

据《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统计，中
医药已传播到 18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
卫生组织统计，目前 103个会员国认可使
用针灸，其中 29 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
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中药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
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有 3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
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

“像针灸这类操作性强的项目，因为
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大受欢迎。从某种意义
上说，针灸依然是西方难以超越的中华民
族创新。”杨桢说。

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行医近20
年的赵小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说，她
的诊所主要面对美国人，目前每天约有 20
个病人，治疗以针灸为主，辅以中药。治疗
范围包括疼痛、不孕症、抑郁症、睡眠问题、
过敏症、更年期问题等。此外，一般美国医
生和家长不想给小儿用抗生素，所以治疗
小儿疾病的也很多。“一些西医认为不可能
怀孕的患者也会来接受中医治疗。我们采
用中西医结合疗法，配合试管婴儿。2018
年已经有17个怀孕的，18年来怀孕病人总
共约200人。”赵小梅表示。

国外对中医药的科学研究
也取得进展。据《欧洲时报》报
道，牛津大学生理学系中药研究
室主任马玉玲主持下进行的中
成药“心速宁胶囊”电生理研究
取得了突破。“中药无法得到有效验证，不
是中药的问题，而是研究水平的问题。我们
对这门科学、对自己的身体的了解还很少。”

尽管海外传播取得喜人成果，但中医仍
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在医学实践上还有很
大的上升空间。除韩日以外，中医并未进入
当地医疗体系的主流，大都停留在“个体户
式”的诊所模式。据统计，在中医接受度较高
的荷兰，中医有4000多人，却开有1500多家
中医诊所，每间诊所受训的中医人员亦不过
3人，中医在立法、标准制定、教学体系、职业
系统和社会声誉方面都不乐观。

立法限制 人才缺乏

中医药在海外传播的困境，与立法监
管方面的缺陷具有密切关系，英国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

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包括针灸在内
的中医药诊疗方法在英国发展迅速，其对
于部分疑难杂症和慢性病的良好治疗效
果，赢得了英国主流媒体关注和社会认
可。然而，英国政府对中医药治疗的零监
管也使低水平的中医诊所混入市场，中医
诊疗整体水准出现滑坡。90年代末爆发的

“中药致癌”事件大大损害了中医药的声
誉，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持续低迷，
影响民众对中医药治疗的需求；英国对食
品药品的法律监管力度不断收紧，对中草
药进口的限制影响中医药治疗；西医与中

医截然不同的治疗体系，也使西方国家民
众接受中医有一定的医疗理念和文化隔
阂。”欧洲健康联盟亚太区执行总裁郑荣
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2011年《欧盟传统草药制品法令》正式
实施，占据中药市场份额达60%的中成药被
禁止出售。目前西方国家对中草药进口的限
制仍然是中医药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中草药有原产地问题，药材质量不
稳定，缺乏国际标准和专利保护，同时涉
及物种保护和物种迁移问题，这些因素都
使其推广之路困难重重。”杨桢说，“中医
在外科手术以外的几乎所有领域，和西医
都有竞争关系。”

海外中医药人才的缺失也是影响中医
药长足发展的因素之一。据报道，长期在
曼彻斯特从事中医培训工作的英国中医药
学会会长汤淑兰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
后，学习中医的人越来越少，后备人才不
足成为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郑荣昌对此也深有体会：“部分在英
国行医的中医药医生来自中国，年龄较
大，在专业术语的英语表达和新的信息技
术掌握方面有一定局限，影响其行医效
果。在英国的中医诊所良莠不齐，通过市
场优胜劣汰，服务不佳的诊所被市场淘汰
也符合正常市场规律。”

完善产业 加强监管

如今，中医药的海外传播获得了中国
政府的政策支持。近年来，中央部委和各

省区市陆续发布的中医药行业发展扶持文
件多达 50 份，据 《中国的中医药》 白皮
书称，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医药全球发
展，支持国际传统医药发展，促进国际中
医药规范管理。目前，中国政府与相关国
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中医药合作协议 86
个，中国政府已经支持在海外建立了 10
个中医药中心。

中医药的国际化也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在沿线各国推进。据《中医药“一带
一路”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到
2020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
新格局基本形成，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30
个中医药海外中心，颁布 20 项中医药国
际标准，注册100种中药产品，建设50家
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中医药已
成为中国与东盟、欧盟、非洲、中东欧等
地区和组织卫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

针对海外中医药在药品引入、人才培
养和规模化等方面的问题，“中国政府在
中药材加工、炮制、包装仓储和运输等方
面的监管还需要大大加强，这是确保中药
材质量的先决条件。”杨桢说。

郑荣昌则认为，“未来，中医药在海外的
发展应致力于人才供应链、产业供应链、金
融供应链的搭建。中医药在海外的推广需要
构建相关的政策、市场、科研、教育等全体系
专业人才结构；同时搭建贯穿产地种植、生
产加工、运输物流、零售服务终端的产业供
应链；利用人参、红豆杉等具有金融属性的
中草药产品，结合创新金融投资模式，借由
金融渠道推进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
终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

“感谢大家过来帮我过生日，你们
有心了！”8月 17日下午，在海南文昌市
抱罗镇里隆村的一座农家小院里，海南
最后一位健在的“南侨机工”张修隆100
岁生日，他精神矍铄，笑眯眯地吃着生
日蛋糕，接受宾客们的祝福。

当日，张修隆的家人从各地赶回
来为老人过百岁生日。被问起生日愿
望时，老人笑着说：“党和政府把我当

‘国宝’一样关心、照顾，现在生活好
过，我很欢喜，也很知足。”

1939年，近3200名风华正茂的南洋
华侨子弟放弃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加
入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南侨机工，成
为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他们通过抗战生

命线——滇缅公路抢运了 50 多万吨物
资，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此时，年仅 21 岁的张修隆瞒着舅
舅，和文昌同乡一起报名参加了第九批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到达昆明
后，张修隆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了汽车
驾驶及维修培训，加入滇缅公路的运输
车队，将一批批物资运送到抗战前线。

在张修隆的记忆里，除了往返无数
次的盘山公路的惊险，更令他记忆深刻
的，是随时可能出现在头顶的日军轰炸
机。“我在车队负责运输的是汽油，这比
其他军用物资更加危险，只要有弹片火
星，汽油随时会爆炸。”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张修
隆回到了新加坡。见到舅舅和朋友，
他未曾提起自己这 6 年到底去了哪里。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张修隆选择回到
故乡海南开始了农耕生活。

“爷爷以前常常跟我说起抗战往
事。”张修隆的孙女张春恋说，如今老人
生活安逸，早上6点多起床，还会步行到
镇上赶集，平常还喜欢听琼剧。“有时候
他闲不住，还会做家务，给菜地除草。”

在老人卧室靠床的抽屉里收放着
几个盒子。“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绶
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功勋章”，那些证明他曾经为国
奉献的物件，都被老人家珍藏。

2015 年年中，一份来自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典礼的邀请函寄到张修隆
家中。他的家人还记得，打开邀请函
的刹那，老人两眼含着热泪，久久不
语。遗憾的是，因为身体原因，张修
隆最终未能成行。

老人告诉记者，抗战时期和战友们
一起出生入死的经历、满腔热血的爱国
情怀，是他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国内侨务
处处长刘光新说，从1939年2月起，在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和侨领
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南洋华侨青年
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九
批远渡重洋，回到祖国。其中琼籍南
侨机工有 800 多人，有 400 多人牺牲在
滇缅公路上。国务院侨办、海南省外
事侨务办及当地政府一直关注着南侨
机工，不仅为其发放生活补贴费，还
常常看望慰问他们，让他们切实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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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疗效和安全性的逐步提升，使得中医药在海

外日趋流行。明星效应的推动也帮助中医药得到了更多的

曝光。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表现抢眼的美国游泳

名将菲尔普斯，身上殷红的印痕让中医火罐疗法火了一

把；英国女星米莉·麦金托什通过针灸美容也引起人们广泛

关注。

但是，中医药的海外推广并不尽如人意。近日，据

《欧洲时报》报道，如今英国中医药行业已经进入相对稳定

的“沉淀期”。尽管在争取英国医保体制认可上屡屡碰壁，

业界仍在为推动英国中医立法这一终极目标而努力。

侨界关注

侨情乡讯

归侨史料丛书在京首发

《归国华侨史料丛书》近日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举行首发式，该丛书由中国侨联与国务院侨办支持，
北京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和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
心共同编撰。

《归国华侨史料丛书》 旨在通过讲述众多老归侨、
老侨眷的亲身经历，反映归侨侨眷献身祖国社会经济
发展、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史实。

首发式上，该系列丛书第一卷《归国华侨史料丛书
——北京篇》面世。书中详细还原了五十余位辛亥革命
至改革开放前后，定居北京的归侨群体的亲历故事。

丛书主编陈浩琦表示，中国归侨史是中国华侨史中
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编撰整理好一部中国归侨史，具有
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他倡议更多侨界人士行动起来，
以自己的条件和方式积极参与，为侨撰史，为侨立传。

15国山东籍侨胞回乡恳亲

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15个国家
39 个侨社的 44 位山东籍海外侨领 21 日在济南参加

“2018 山东旅外侨胞恳亲大会”（以下简称“恳亲
会”），共叙桑梓友情，共谋家乡新发展。

恳亲会是山东省外侨办主办的重要涉侨品牌系列
活动之一，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山东
省海外交流协会主办，已成功举办3届，累计邀请260
多名侨领与会。据悉，本次恳亲大会为期 6 天，与会
侨领们将赴济南、东营、青岛3市参观考察。

图为恳亲会现场。 （资料照片）

澳侨商齐聚椰城共谋发展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招商推介会 （澳大利
亚专场） 在海口举行，澳大利亚和海南的企业家、侨
界人士、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等200余人齐聚椰城，共
商发挥侨界力量建设海南自贸区 （港）。

澳海南总商会此次专程组织 50 多名澳企业家返
乡，与海南省企业家联谊交流、精准对接合作项目。
活动中，琼澳两地五对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
领域涉及旅游、科技、文化、教育等多项产业。

当天，海南省侨联与澳海南总商会举行了座谈交流
会。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海口分部现场揭牌成立。

（均据中国新闻网）

中国风书画展
亮相拉脱维亚

海南百岁“南侨机工”庆寿
张茜翼

“远与近”中国风格书画展近日
在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举行开幕式。
此次展览是对拉脱维亚独立100周年和
即将到来的孔子学院日的献礼。展览
展出拉脱维亚女画家白凯夏和其老师
女画家雪莲的中国风格书画作品近 30
幅，包括中国风景画、肖像画、书法
以及用中国国画风格创作的拉脱维亚
自然风光和花鸟画，作品从女性视角
反映拉脱维亚和中国的风貌。

图为在拉脱维亚里加的国家图书
馆，一名女子观赏雪莲的书画作品。

新华社记者郭 群摄

澳门归侨总会副会长司徒荻林的办公室
里摆放着父亲司徒眉生的半身塑像，塑像上
的介绍文字这样写着：“一个‘参与创造历
史’的华人。”

司徒眉生是著名爱国侨领，在上世纪50
至60年代曾作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的中文翻
译，见证了中国与印尼建交、中国参加万隆
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国和印尼两国友
好关系发挥了特殊作用。

司徒荻林出生在印尼，上世纪 60 年代
中，3 岁的司徒荻林随父亲移居澳门。到了
澳门之后，司徒眉生继续为增进中国和印尼
之间交流和友谊而奔走，司徒荻林也在耳濡
目染中深受影响。

成年后的司徒荻林投身商界，现在是澳门
朝晖集团董事总经理，同时担任澳门归侨总会
副会长。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司徒荻林的公司
主要从事中国和印尼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业务，
2002年在印尼开设了分公司。

最初，司徒荻林的公司帮助获准在印尼
开展石油业务的内地企业引进设备，如今，
公司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至投资、餐饮、酒
店等多个领域。

“我们刚到印尼的时候，中国企业很少，
大部分的竞争对手是美国、欧洲企业。”司徒
荻林说，现在到印尼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越
来越多，每天往返中国北京、上海、香港和印
尼雅加达、巴厘岛之间的航班就有几十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作为节
点城市的澳门，归侨、侨眷有了发挥更大作
用的舞台。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国家
的印尼，现有人口 2.6 亿，是仅次于中国、
印度、美国之后的第四人口大国，而且年轻
人口的比重高，市场潜力很大。

司徒荻林非常看好“一带一路”倡议。他
说，“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
大的活力，可以推动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资

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
除了做好货物贸易的主业，司徒荻林将目标放在了旅游和餐饮

业上。他看好中式餐饮文化的潜力，积极在印尼进行推广，他在印
尼代理的4家“小肥羊”火锅分店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一带一路”带来了民心相通。司徒荻林近年来每年资助 20名
印尼高校中文系的学生到北京短期学习，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
解。去年 9月，他又注册成立了有关“一带一路”的基金，专门为
印尼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其到中国高校攻读硕士学位。

他表示，澳门有很多归侨，企业可利用自身的人脉、资金到印
尼寻找商机。澳门还有不少大专院校，可以吸引更多“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澳门升学，促进两地学生交流、增进友谊。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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