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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 成绩瞩目

近年来，中医药海外传播成果颇丰。
3月24日，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论

坛”上，全球性制药企业阿斯利康与绿
叶制药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备忘录，正
式宣布达成关于建立一款中成药在中国
以外市场的战略合作意向，中医药“出
海”迈出新的一步。

近年来，中药出口量与日俱增。中国
医药健康行业国际化形势发布会上公布
的海关数据显示，2018年中药类产品出口
额39.09亿美元，同比上升7.39%。

随着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新
格局的推进，截至 2018 年 5 月，遍布六
大洲的 35 个中医药海外中心已经落成。
这些中心具备中医医疗保健、技术培训
和文化交流等多个职能，个别海外中心
已发展成为当地的中医医院或附设有中
医药博物馆的相关机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日前
表示，截至目前，中医药已传播至183个
国家和地区，我国已同 40 多个外国政府
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专门的合作协议。

瑞典碧云中医药大学董事长田宇飚
用一串数字动情地讲述着中医药这些年
在海外的发展过程：“自建校以来，我
们已经向约 15 万名瑞典学生讲授了包
括中医药理论、中医药基础以及中医按
摩手法在内的 20 至 30 门课程，这些学
生 约 占 瑞 典 总 人 口 的 1.5% 。” 在 他 看
来，中医的推拿、按摩和针灸等传统疗
法对治疗特定疾病有着独特的优势，这

些治疗手段也广受外国友人及华侨华人
的欢迎。

陈震是一位在匈牙利致力于推广中
医药 30 多年的老华人。谈到近年来中医
药在匈牙利的发展变化，他十分感慨：

“刚到匈牙利时，城市里没有一家中医诊
所，各个医学院也看不到中医药的影
子。”陈震说，随着改革开放，近年来匈
牙利民众对中医药的认可和接受度越来
越高。在今年 1 月举行的匈牙利“中国
春”活动中，有超过 5000 名匈牙利民众
前来义诊，当地人对中医药专家量身定
制的健康生活方案更是赞不绝口。

谋发展 正视困难

中医药海外发展的成果固然喜人，但
想要真正实现中医药国际化，仍有阻碍。

“许多国家没有为中医药立法，这是
中医药实现国际化最大的困难之一。”田
宇飚不无遗憾地说，“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们对中药的分类还无法获得许多西欧
国家的认可，很多中药材只能作为保健
品进入欧洲各国，这往往导致中药材的
品质无法保证。”

据媒体报道，越南每年从中国进口
的 10 万吨中药材中，真正按中药材进口
的只有10%左右，其余大部分是作为农副
产品通过中越边贸进口。世界卫生组织
的统计也显示，截至 2018 年 8 月，世界
上有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但仅有
29 国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 国
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黄璐琦院士在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

中心揭牌仪式上表示，当前，世界医学
知识与实践的主流模式是以科学证据为
核心的循证医学模式，临床证据成为评
价医学治疗措施有效性、安全性的主要
依据。中医药虽然逐渐受到世界认可，
但“走出去”仍面临临床有效性和安全
性的证据欠缺等障碍。

“欧洲人用药，第一是安全，其次才
是有效。”陈震感同身受，“由于缺少规
范和监管，有些商人过于重视经济利
益，售卖和使用未经当地法律允许的或
是品质不高的中医药，导致出现不良后
果，严重影响了中医药在海外的声誉。”

另一方面，中医药在海外推广还常
常陷入单打独斗的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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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受训的中医人员不过3人。

“现在海外的中医药机构主要还是作
坊式诊所，每个诊所最多有3至5名中医
师。”田宇飚坦言，“这些医生只能在有
限的范围内进行医学治疗，很难形成传
播中医药文化的合力。”只有将小作坊式
的中医诊所凝聚起来，才能推动中医药
在海外的进一步发展。

路虽远 行则将至

困难虽在，但中医药的实际疗效和
其背后蕴含的文化魅力，使得一大批从
业者始终秉承初心，在中医药国际化的
漫漫长路里上下求索，自信且坚定。

近日，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在谈到中医药的特点时表示，中医药是

由多个组分组成的复方，可以从多个途
径干预难以根治的慢性疾病，“这比化药
的一个靶点好得多，有优势”。全国人大
代表肖伟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

“中医药如果不实现国际化，永远做不
大，也不会引领未来。只有国际化，才
能把我们五千多年形成的确有疗效的中
医药奉献给全球。”

在 3 月 20 日举办的 2019 世界睡眠日
新闻发布会上，中医药对睡眠疾病的防
治作用获得了与会专家的广泛认可。

未来，华侨华人在中医药国际化上
大有可为。

“华侨华人长期生活在海外，能够为
中医药文化在海外传播‘铺路搭桥’。”陈
震指出，中医药在海外传播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切忌急功近利。此前，中医药之
所以能够在匈牙利正式立法，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华侨华人长期以来对中医药文化
的传播和对中医药形象的维护。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在瑞典已经
有了推动中医药立法的群众基础，未来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立法上的突破点。”
田宇飚展望，希望通过各方努力，可以
在欧洲种植中草药，真正实现中医药以
药品的方式落地欧洲。

据了解，第 16 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今
年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届时
来自五大洲的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
中医药代表将参与。此次大会将成为世
界中医药发展历程上又一个里程碑。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推动下，中
医药‘走出去’多了些资源，也多了些
底气。”田宇飚相信，未来，中医药在海
外一定会越走越好。

近日，“仁心·仁术”中国传统医
学展在马耳他桑塔露琪亚市的中国式
园林静园举办，这是该展览在马耳他
的第二轮展出。马耳他副总理兼卫生
部长克里斯·费恩说：“中医对治疗慢
性病非常有用，中医治疗在马耳他非
常受欢迎。”

近年来，中医药国际化步伐加
快，但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华侨华
人既见证着中医药走向海外，也为中
医药国际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把握机遇 侨胞助推

中医药“出海”迈出新步伐
孙少锋 胡智轩

21年前，黄光蚕是一名事业有成
的民营企业家，然而他放弃事业，组
建了一支义务巡逻队，期盼“天下无
贼”；21 年后，年过七旬的他依然坚
守，并不断开展爱心帮扶公益事业。

“有案必接，有难必帮，从1998年
一直坚持到现在。”福建省石狮市宝
盖仑后“农民义务110”队长黄光蚕25
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社会治安
越来越好，他们除了日常巡逻，还积
极帮忙寻人、进行爱心帮扶以及交通
事故救助等。

石狮是著名侨乡，也是民营经济
热土。早年间，黄光蚕曾在村里办过
摩托车配件厂，业务遍布全国，曾连
续 8 年被评为当地优秀企业。上世纪
90年代，经济发达的石狮盗抢案件多
发，发生在 1996 年的一起案件，彻底
改变了黄光蚕的生活。

“当时我在外地出差，结果家中在
半夜被10多名持械的匪徒洗劫，家人
也被控制，生命受到威胁，我爱人更是
因受惊吓卧床数月。”黄光蚕表示，“如
果家人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够得到保
护，把企业做得再大也是徒劳。”

1998 年 10 月，经有关部门批准
后，黄光蚕自掏腰包买车辆、置警械、
配服装、装电话，组建起一支义务巡逻
队，配合当地派出所维护社会治安。

“以前当老板的时候生活比较宽
裕，组建这个巡逻队后，我也只能节
衣缩食，啃一个馒头、煮一碗稀饭、吃
几块红薯就度过去了，尽量争取省钱

做经费，家人也给我最大的支持。”黄
光蚕说，20 多年来，他不舍得给自己
买一件新衣服，而买工作服、大衣、雨
衣时却从来不“小气”，至今已经购置
了数百套。

“除了是队长，我还是厨师、清洁
工、维修工，基本样样都会。”谈起“农
民义务 110”，黄光蚕的眼里总是透着
光，21 年间每一件事情他都记忆深
刻，并娓娓道来。

“21年来，我前后受伤了20多次，
留下了很多伤痕。”面对生命威胁，黄
光蚕丝毫没有惧怕。据不完全统计，
黄光蚕及其“农民义务 110”曾协助公
安机关扭送犯罪嫌疑人 300 多名；救
助贫困、遇险村民、陌生路人、外来务
工者上千人。黄光蚕曾获评“福建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入选“中

国好人榜”等，成为石狮平安建设的
一张闪亮名片。

截至目前，“农民义务 110”已先
后有30多位队员参与，当中既有当地
村民、也有外来务工人员，期间不少
人因为工作变动以及年龄问题先后
离开。黄光蚕介绍说，“目前队员共有
8人，最年轻的才20岁，这份奉献精神
一直在传承。”

如今，石狮的社会治安稳定，
盗窃等案件逐渐减少，“农民义务
110”在日常巡逻的同时，也在发挥
爱心救助的作用。“我仍坚守着这一
份巡逻护卫安全的心，并希望能够
在原有基础上，建立社会义务救助
站，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黄光
蚕说。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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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侨团促建华埠纪念碑

当地时间 3 月 27 日晚，纽约中华公所与下属七大侨
团及 12 个常务议员侨团，在常务议员会议上一致同意，
联名致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府，呼吁在曾为美国历史最
悠久华埠之一的纽瓦克华埠原址上，树立纪念碑，为美
国华人发展史的重要一环留下地标。

根据“纽瓦克华埠计划”负责人史友兰“纽瓦克华
埠计划”的研究，1870 年，首批 68 名华工来到纽瓦克
市，在当地一家蒸汽洗衣店做工。到 1922年，已有超过
3000名华人居住在纽瓦克，形成仅次于旧金山和曼哈顿
华埠的全美第三大华埠。

作为有 1/4 华人血统的华人后裔，20 世纪 90 年代
末，史友兰开始致力于搜寻纽瓦克华埠的历史。她在联
名信上表示，纽瓦克华埠在美国华人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也是诸多华人寻根问祖的“根”，应该立碑纪念，让
这段历史不致埋没殆尽。

汕头驻菲经贸代表处揭牌

近日，广东省汕头市驻菲律宾经贸代表处在马尼拉
揭牌。

汕头市贸促会会长程晓群致辞表示，中菲一衣带水、
隔海相望，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汕头与菲律宾
经贸、旅游来往密切，合作发展空间广阔。有海水的地方就
有潮汕人，早在400多年前，便有潮汕乡人漂洋过海来到菲
律宾，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菲律宾菲华潮汕联乡会也已
经成立了 40 多年。现今约有 20 万潮汕籍华人在菲律宾工
作生活，菲华潮汕青年商会也蓬勃发展。

程晓群提出，代表处成立后，要成为汕头对外开放
的前沿阵地；把汕头一流的营商环境传出去，把当地最
新资源资讯带回来；团结在菲的华人潮人，为汕头发展
多建言献策。 （以上均据中新网）

中澳文艺志愿者齐聚悉尼

近日，中澳文艺志愿者座谈会在悉尼举行，中国文
艺志愿者协会艺术团一行10人与澳大利亚文艺志愿者代
表60余人参加了这次交流对话。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邵志军表示，协会将
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社会，服务基层的宗旨，
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

旅澳华裔歌唱家丁毅结合在澳大利亚的艺术实践，
提出设立海外文艺志愿者分会的设想，建议吸纳更多华
侨华人艺术家参与协会的活动。

澳华文联主席、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余俊武介绍了海
外文化艺术团体发展的近况和悉尼华星艺术团的本土优
势。他谈到，中华文化走出来，要提升“感染力”、“欣赏力”，
文化艺术只有不断地加强多元创新，才能与时俱进地跟上
新的时代，讲好中国故事。

（据中新社电）

斯里兰卡华人“口述历史”开机

近日，斯里兰卡华人口述历史活动开机仪式在科伦坡
举行。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在仪式上致辞说，斯里兰卡华
人数量虽然不过千余人，但他们在促进斯里兰卡经济发展
中起到重要作用。希望此次华人口述历史活动能够更多展
示华人在斯里兰卡的发展史，促进中斯文化交流和传播。

据介绍，此次斯里兰卡华人口述历史活动由斯里兰
卡华联会、华助中心以及中建三局联合发起。主办者将
以音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采访仍健在的斯里兰卡本土
华人代表，让更多人了解斯里兰卡，了解斯里兰卡的华
侨华人。 （据新华社电）

侨 界 关 注

图为2018年9月12日，一名参观者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中医养生文化展上体验
香包制作。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海南省琼海市是我国著名的侨乡。阳春三月的海南琼海潭门港，到处充满丰
收的喜悦。这里的渔民抓住开春风和日丽的好时机，加紧进行南海“春耕”。每天清
晨，一船船灯光诱捕的海鱼源源运抵码头转运各地市场，走上人们的餐桌。

图为3月24日，海南琼海潭门港的渔民在码头装运海鱼。
蒙钟德摄 （人民图片）

渔港春汛旺 侨乡渔家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