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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
开。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王岐
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代表党中央致词。本次大会邀请来自
全国各地近 1300 名归侨侨眷代表以及来自五大洲 110 多个国
家的近700名海外侨胞特邀嘉宾共同参加，是历次侨代会参会
人数最多的一届。

空前的阵容，空前的规模，超高的规格，第十次侨代会
的盛况传达着中国政府对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重视关心和
殷殷期待。

“无论在哪里，无论走多远，平安幸福永远是家乡亲人的
最大牵挂。”赵乐际在致辞中说，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始
终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发挥独特优势，作出积极贡献，
展现出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放自
信的国际形象。字里行间，中国政府对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的表现高度肯定，嘱托分外温暖，关怀充盈心间。

“海外侨胞是嫁出去的女儿，我们希望远嫁的女儿们常回
家看看。”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所言，为中国与归侨侨眷和海
外侨胞的关系添上一笔生动的注脚。在第十次侨代会上，中
国政府对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许下深情祝福，也寄托殷切期
盼。

我们许下深情祝福，愿海外侨胞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幸
福平安生活。

近20年来，中国海外新移民呈加速度递增趋势，海外华
侨华人的总体数量不断增长，生活质量也不断改善。然而，
物质条件的提升，并不完全意味着幸福的移民生活。学习当
地语言，参与当地活动，结交当地朋友，遵守当地法律，尊
重当地文化，回馈当地社会，只有真正融入当地、造福当

地，海外侨胞才能在当地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是中国政
府的一贯倡导，也是对华侨华人的诚挚关爱。

我们寄托殷切期盼，愿海外侨胞常回家看看，共享中国
繁荣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始终是构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从“打开国门搞建设”到共建“一带一路”，侨界深入参
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程；黄大年、南仁东、潘建
伟，一大批侨界模范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量
子通信、载人航天、蛟龙深潜、北斗导航、中国天眼，侨界
为中国前沿科技创新输送人才，贡献力量……科教领域的最
前沿、创新创业的第一线、五洲四海的大舞台，到处都活跃
着侨的身影。

中国政府期盼海外侨胞常回家看看，延续与中国的血脉
亲情，把握中国发展的大好机遇，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为方
便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为切实保护归
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权益，一系列政策法规出台，中国政府
的关爱将一直延续。

走进新时代，中华儿女的复兴梦更加清晰。团结统一的
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
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强大的精神依托，
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作为中华儿女的一份子，连心中国，携
手中国，就会有新风采、大作为。

坐落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中有一个展厅，名为“华侨华人海外贡献
篇”，集中介绍了华侨华人对侨居地的贡
献。进入展厅后，“拓荒垦殖”这四个大字
便映入眼帘，这里展示了早期因为谋生
而到达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
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内容。

在介绍“港主”的板块中，可以看
到著名的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家、教育
家黄乃裳 （1849—1924）。他出生于福州
府闽清县六都湖峰村 （今坂东镇湖头
村），原名久美 （玖美、九美），字绂
丞，号慕华，晚号退庵居士。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49岁的黄
乃裳遭清政府通缉，返回福建。他发现
福建人民生活困难，便计划前往南洋寻
觅可以移民垦殖的地方。1899年，黄乃
裳举家来到新加坡，到各地勘察移民
点。1900年，以“港主”的身份与查尔

斯·布鲁克订立垦约，选定今日诗巫郊
区新珠山作为垦区，垦区在拉让江两
岸，右起船溪美禄到罗马湾，左起亚山
港到开汊港为止。在条约中有“待吾农
人与英人一例，所垦之地有九百九十九
年之权利；吾农有往来自由，信仰自
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设立公司商
业自由，购买枪械自由，航业自由诸权
利；无纳丁税、无服公役、无当兵义
务”等条款。孙中山先生誉此条约为当
时中国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1901—1902 年，黄乃裳先后 3 次共
招募1118名垦荒者到达诗巫，命名诗巫
为“新福州”。设立“新福州垦场公司

（新福州总公司） ”；为农工修建住处；
兴建五所教堂、一所学校。4 年之后的
1904年，黄乃裳将垦场的管理工作托付
给美国牧师富雅各，悄然回国。

黄乃裳离开后，富雅各牧师继续带

领福州移民垦殖，并引种橡胶，使得诗
巫的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如今的诗巫已
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第二大城
市，为沙捞越第三省的主要行政中心和
商业市镇。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华侨领
袖，诗巫开展了很多活动：1958年，命
名一条新街为“黄乃裳路”；1961 年，
黄乃裳纪念像揭幕；1967年，创办黄乃
裳中学；2001年，黄乃裳纪念公园和黄
乃裳纪念碑开园揭碑。

黄乃裳不仅将侨居的诗巫从不毛之
地变成了繁荣的市镇，对祖国也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回国后更是积极参加民主
革命。他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参
与策划潮州黄冈起义；1920 年孙中山重
组军政府，应邀出任元帅府高等顾问。

黄乃裳还坚持兴师重教，在美以美
会供职时不断研习英文，参与翻译多部
基督教书籍。先后主办 《郇山使者》、

《星洲星报》、《福建日日新闻》（后更名
《福建日报》）、《左海公道报》、《福
报》、《伸报》；担任福州基督教青年会
会长；英华、福音、培元三校教务长。

家乡人十分感念黄乃裳：1979 年，
福建闽清县坂东湖头黄乃裳纪念馆落
成；1980 年，黄乃裳铜像完工；1995
年，闽清坂东镇湖头街被命名为“乃裳
街”、闽清县城台山公园内的黄乃裳纪
念馆落成；2005年，黄乃裳雕像在闽清
坂东镇湖头村落成。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疗效是硬道理

52 岁的约翰律师患糖尿病多年，
出现肾衰、心衰和糖尿病足症状，小
腿和脚水肿、溃疡了1年多，伤口无法
愈合。他双足已变黑并失去知觉，早
晨醒来用力踢墙才能感到脚的存在。
西医治疗几乎都尝试过了，接下来只
能截肢。

痛苦的约翰经朋友推荐来到润元
堂试试运气。2 周内，他接受了 4 次针
灸治疗加中药内服。奇迹慢慢出现
了，发生神经病变的腿脚渐渐恢复知
觉，顽固的皮肤溃烂不久收口。约翰
律师感叹不已，拍了一段自己的治疗
视频放到该诊所的网站上，引起诸多
美国患者的关注。

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
西医的局限性，寻找替代疗法。许多
美国人因为体验了中医的疗效开始相
信中医。美国国家针灸和东方医学资
格认证委员会的一项全国性调查表
明，美国每 10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
接受过针灸治疗，其中，超过20%的人
除了针灸之外，还同时使用了中药等
方法。患有骨骼、肌肉、神经系统疾
病，是病人到针灸、中医诊所求诊的
主要原因。

“我本人是做基础科学研究的，自
认为中医比西医先进。”马剑鹏对记者
说。这句话出自一位在美 30 余载的华
人教授口中，听来新鲜。

“中医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医

治，更加系统，西医还没有发展至
此。”马剑鹏解释，近年来，生命
科学领域有个新兴学科，叫“系统
生物学”，也就是现代医学开始意识到
生物体是个系统，不是一堆独立的零
件的简单组合，而中医五千年前就知
道人体是一个系统了。中医主张“上
医治未病”，西医正在往这个路上走，
但距离临床还较远。

讲明白“中医药故事”

18年前，马剑鹏从哈佛来到休斯敦
后，一段时间里感觉身体空如躯壳，什么都
不想干。去看西医，化验单出来一切正常，
老医生慈祥地对他说，你没事儿，放心吧。

“明明身体不适，怎么会没问题
呢？因为西医没有气虚的概念。”马剑
鹏介绍，尽管系统生物学还处于萌芽
阶段，但有一个概念已经形成，那就
是生物系统都有很大的“冗余度”，即
人体中所有的体系，小到几个相关联
的基因，大到整个脏器，都有多重备
份。但是西医查不出脏腑冗余度的损
伤，等到化验单上出现器质性病变
时，你的脏器已经把它的全部备份损
耗得差不多了，余生只能维持症状。

那么，中医可以吗？
马剑鹏说，中医也查不出来。但

中医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可以根据整
个体系的运转和负荷情况做出判断。
在中医眼里，你感觉不好，这痛那麻
的，是肌体在向你发出明确警告，表
明你的脏器备份已经在消耗了，你自

己也感觉到了。中医创造的阴阳平衡
学说，可以描述你到底有多平衡，或
多不平衡，比如你实，是多实，你
虚，是多虚等。中医的这套理论为临
床治疗和调理提供了理法依据。而现
代医学没有这个概念来描述人的健康
程度。所以，在预防疾病上，中医比
西医有优势。

但让西方人接受这个结论，要克
服“文化屏障”的阻力。为此，马剑
鹏与怀有同样想法的何巧莎携手，在
休斯敦高档社区开办了润元堂国医
馆，用疗效的硬道理，从现代科学进
展的角度，讲述中医药的故事，让美
国患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推动中
医精华走进美国主流社会。

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

50 多岁的黛比受更年期综合征困
扰，晚上总睡不好觉，易醒、出虚
汗，看西医用药始终不见效，医生推
荐她去试试中医。何巧莎医师为她做
了 40 分钟的针灸治疗并辅以知柏地黄
丸中药。当晚，黛比虚潮热的症状得
到缓解，睡了一个酣觉，自此成为润
医堂的常客。

“眼下，西医推荐病人进行针灸、中
医治疗的情况越来越多。”何巧莎说，

“我接待的病人就有很多是西医推荐来
的，其中不乏一些资深的医生愿意这样

做。”
如今，美国替代医疗的花费一年

约340亿美元，多数美国保险公司也已
接受中医医疗给付。

美国的糖尿病发病率高，患者最
大的特点是“胖”，4 个成年人中就有
一人超重，德州尤甚。“以往大胃口的
患者减肥，常去医院结扎大面积的
胃，现在有人来诊所尝试针灸减重。”
何巧莎给患者行针时，喜欢解释治疗
原理，“腹部长出‘游泳圈’的原因，
是脾虚没有足够能量排除脂肪，导致
皮下血管血流不好。针灸调理脾的功
能改善了，排泄废物能力增强，吃多
一点儿也会感觉饱腹，肥胖慢慢就减
下来了。”

“相比西医，中医更像是提供一种
好的生活方式。”何巧莎认为，现代社
会节奏快、压力大，越来越多的疾病
并非来自感染、外伤，而是来源于生
活方式，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
病等，都是“生活方式病”。中医“治
未病”的理念，不仅避免亚健康迈向
疾病，也护佑心灵的宁静。

阳光洒落在优雅清静的润元堂国
医馆，斑驳出一种久远的幽深。休斯
敦犹太裔律师吉姆·莱文工作压力大，
时常感觉颈部酸痛、腹胀。他每周来
这里接受针灸治疗，扎上针后，总会
沉沉地睡上一觉，拔针时，顿感浑身
轻松、满血复活。“中医是块瑰宝，你
不得不迷恋它的力量。”

在马华人公祭日据时期殉难者

由马来西亚雪隆 （吉隆坡和雪兰莪州） 福建会馆联合11个
闽属社团举办的吉隆坡福建义山戊戌年秋祭近日举行，马来西
亚福建乡亲及各界人士出席，为已故乡亲祈福，并公祭马来西
亚日据时期殉难同胞。

雪隆福建会馆署理会长林忠强表示，立碑和公祭殉难者，
是为了不忘过往历史，“纪念殉难生灵，警惕来者”，也为了表
达在马华人对和平、公平的期待以及对侵略战争、种族主义、
极端主义的坚决反对。

“中医关怀团”休斯敦举行义诊讲座

国侨办“中医关怀团”近日在美国休斯敦面向当地华侨华
人举行免费讲座和义诊服务，引众多民众前来学习咨询。

该团团长、重庆市侨务办公室处长周志刚在活动上介绍了
随团中医专家：六位医生均是重庆市知名中医师。他说，这是
国务院侨办“中医关怀团”第一次到休斯敦举行义诊。“希望通
过这一形式，传扬中医文化，为华侨华人服务”。

“中医关怀团”是国务院侨办海外惠侨八大工程之一。休斯
敦是重庆市“中医关怀团”访美第一站，接下来，还将赴美国
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为当地华侨华人服务。

澳华人商会联合为旱灾地区募捐

近日，澳49家华人商会联合在新州议会大厦举办抗旱赈灾
暨2018联盟年会新闻发布会，宣布从即日起到年底，为澳大利
亚遭遇旱灾地区募捐。

发布会上，商会联盟代表向澳大利亚华人公益金交付了首
期两万澳元的捐款。同时，山东总商会现场捐款3600澳元。此
前，山东总商会已捐款近两万澳元。

秘鲁侨校举办“一带一路”中国文化周

秘鲁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周日前拉
开帷幕。今年文化周最大的亮点就是以“一带一路”为主题，
学生们用自己的知识通过文章、绘画、手工艺品、自创歌曲等
形式来阐释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理解。

今年的中国文化周设立了“一带一路科技”、“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风情”、“一带一路中的数学”、“中国民族与传统节日”、

“二元文化语言与艺术”等专题。学生们在自己创作的作品前为
参观的同学们认真讲解。

（均据中新网）

让中医药走进美国主流社会
本报记者 李晓宏

如今，美国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接受过针
灸治疗，西医推荐患者去看中医的情况越来越多——

近年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不断有华人学者随
着年龄的增长转而热爱并加入到中医队伍，成为中医
药走进当地主流社会的“助推器”。

马剑鹏，美国医学生物工程学会会士、美国贝勒
医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与
教学的他，10年前在事业巅峰期“出走江湖”4年，
去美国中医学院学习中医，现为德州执业中医师。何
巧莎，17岁被保送清华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赴美
发展后去学中医，取得中医针灸师、中药师执照，开
办中医诊所。

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的事业重心转轨？中医在美
国发展如何？

侨界关注

最深情的祝愿
高 乔

最深情的祝愿
高 乔

黄乃裳

让中马两国人民感念百年
白 玉

百年侨领⑧

“中华丹青丝路行——中国书画
名家‘一带一路’主题作品展”近日
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展览汇集 20
多位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的近 40 幅作
品，吸引不少当地艺术爱好者参观。
图为游客正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周 楠摄

“一带一路”书画展
走进华沙

华人社区华人社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