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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远征——

“娘家人”带来战“疫”大礼包

“准备起飞，近12个小时的飞行，抵达目的地已是
午夜。”北京时间 3月 18日上午 11时 15分，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在即将飞往意大利米兰的航班上，浙江省中医院
副院长、呼吸内科主任中医师杨珺超发了一条朋友圈。

对杨珺超而言，这是一次远征。她和其他 12 位中
国医疗专家一起，组成“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
组”，远赴海外，携手战“疫”。

这是中国首次派出中医专家援助海外疫情防治。杨
珺超是这支医疗专家组的两名中医专家之一。

“这次疫情期间，在国内的临床实践中，中西医结
合抗疫取得很大成效。海外对中医高度关注。”在飞机
起飞前1个小时，杨珺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我们将向意大利介绍中医抗疫经验。”杨珺超说：
“一是介绍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医方案和在中国的成效，
共享临床思路；二是介绍中医和中医药的理论体系，增
进意大利民众对中医的科学认识；三是考察意大利疫情
实际发展状况，为当地社会和华侨华人提供诊疗建议。”

自信从容的背后是扎实的中医战“疫”实战经验。
“1 个月做了 3 年的工作量，节奏非常快！”疫情发

生后，杨珺超参与开展浙江省科技厅新冠肺炎应急研发
攻关项目，研究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疗效，研制抗疫药
物。“我们第一时间制定了浙江省中西医结合推荐方
案，研发的5个药物拿到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批号。”

此外，杨珺超还带领中医专家团队投身战“疫”一
线中：“我们组成专家巡视组，到衢州、台州、青田、
西溪等地的定点医院现场巡视指导，特别是对新冠肺炎
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中医“出海”援助顺应了国际疫情防控需要。“中
医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应该是中国方案里的一大亮
点。”日前，中央指导组专家、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透露，目前韩国、日本、意大利部
分科研院校已经来信，希望中国分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经验，分享中医药使用的经验，并请求援助中成药。

这次出征，杨珺超和医疗专家组一起为意大利带去
一份成色十足的战“疫”大礼包：一批由浙江省捐赠、
海外急需的9吨医疗救治和防护物资。

这批医疗物资中有一批介绍互联网医院咨询诊疗平
台操作流程的三折页。这是出征前杨珺超专门叮嘱医院
工作人员加紧赶制出来的。“分发给当地的华侨华人，为
他们多开辟一条求助路径。海外侨胞可以通过网络进入
医院诊疗平台，跟国内的医生专家咨询诊疗。”

意大利当地时间 3月 18日下午 4时 30分，“中国赴
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平安抵达米兰马尔奔萨国际机
场。消息瞬间传遍侨胞们的朋友圈：“娘家人来了！”

线上会诊——

“云”上中医为侨胞望闻问切

“各位侨胞：我是文成县海外远程健康问诊团专家
组成员，现为大家提供健康咨询服务（服务时间：北京时
间14时-22时，意大利时间7时-15时）。如有咨询问题请
文字描述后@本群医生或医学志愿者。”

每天下午两点整，这段话会准时出现在浙江省温州
市文成县海外华侨远程健康问诊微信群里。而这样的微
信群，文成县一共开通了40个。每个微信群近500人。

“每个问诊群里都有一位中医坐诊。旅居世界各国
的文成籍华侨华人都可以在群里问诊。”文成县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周洁把本报记者“拖”进几个问诊群。

群里，侨胞不仅可以用文字描述症状，还可以上传
化验单、舌苔照片等图片信息向医生问诊。接到问诊信
息，中西医医生一起回复，答疑解惑，直到侨胞安心。

“文成是著名侨乡，家家有华侨，人人是侨眷。海
外华侨对中医情有独钟，很信任中医。”周洁说，“中西
医结合线上问诊，极大缓解了海外侨胞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恐慌心理。”

疫情暴发以来，如果说微信是服务海外侨胞战
“疫”的“轻骑兵”，那么互联网医院无疑是在高空自由
翱翔的“空中梯队”。

在江苏，为助力海外广大侨胞抗疫，江苏省侨联积
极协调江苏省华侨文化交流基地江苏省中医院，第一时
间开通“云诊室”。中医正插上“云”翅膀，服务广大
海外侨胞，助力国际战“疫”。

“伸舌头给我看看。下面大声说‘一’，让我能听到
喉咙的震动。最近咳痰多不多？”在江苏省华侨文化交
流基地江苏省中医院7楼的互联网医院，一位中医专家
正用视频通话为患者问诊。

“近期，像这样的新冠肺炎疫情‘云诊室’电话，
从国内打到了国外，渐渐成了‘国际热线’。”江苏省中
医院副院长吴文忠说，“我们与德国、荷兰、加拿大等
海外中医机构的连线正在安排，还将开通海外中医从业
者咨询新冠肺炎的交流平台。”

除了问诊，“云诊室”还向海外传授中医战“疫”智慧。
“英国当地有喝凉水的习惯，我们建议改喝温水”

“双黄连苦寒，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服用”“固表扶正，清
化湿热，建议依据个人体质、结合当地药材对症下
药”……近日，该院的一位名中医与英国维多利亚学院
华人中医专家视频连线，远程探讨新冠肺炎“中医未病
先防”“既病防变”的方案。

处于“热线那头”的江苏省中医院国际中医远程医
疗教学合作平台，分布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瑞士、巴西、爱尔兰、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大锅煮药——

防疫中药成多国抢手货

“要去熬药了！”当地时间 3 月 17 日上午 8 时左右，
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董事长陈震在赶往煮中药茶的路上
接受采访时，语气急切而疲惫。

从2月27日至今，每天上午11时，在匈牙利首都布达
佩斯八区“欧洲广场商贸中心”内和十区“唐人街商贸中
心”和和美食中餐厅，陈震和当地华人志愿者一起，免费
赠饮用大锅熬煮的防疫中医药茶——“化湿防瘟饮”。

“这是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岐黄中医药中心根据中
国国家卫健委及各省中医诊疗指导方案改良制成的。之
前，我还和大成国医堂张庆滨博士一起研制了其他几种
防疫中药方，都公布在网上，供侨胞选用。”陈震表示。

“来领中医药茶的人太多了，每天都排大长队！不
少匈牙利周边国家的华人专门开车过来喝中药茶。不止
有华人，还有很多当地人，带着保温杯和保温壶，装中
药茶回家给家人喝。”一边免费赠药，一边赶制药材，
陈震忙得不可开交。

在欧洲疫情暴发之际，匈牙利街头免费赠送防疫中
药茶。这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匈牙利是欧洲首个也是
唯一一个为中医药立法的国家。

中医药在匈牙利的特殊际遇，和当地华侨华人 30
多年来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

“我们已经连续16年为匈牙利民众提供免费义诊服
务，每次义诊都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前来咨询问诊。每
年中国春节期间，我们免费为当地民众赠送上万杯中药
茶。我们也参与到欧盟大健康检查计划中，已经完成了
占人口 50%以上的健康大普查义诊。”陈震介绍，如
今，中医药在匈牙利积累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当地人
知道‘预防为主’的理念，‘上医治未病’在匈牙利有
固定的专有译名。”

不止匈牙利。疫情当前，中医药已成为全世界的抢
手货。

“很多人到我诊所开防疫中药，一开就是20包、30
包。中药要卖断货了，我得加紧补货。”最近，加拿大
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副主席吴滨

江明显感觉，当地人对中医药的需求增多了。
在美国，据外媒报道，自2月以来，不少地区用于

缓解流感症状以及增强免疫力的中药订单数量几乎翻
了一番，纽约民众甚至开始抢购中药。板蓝根、金银
花等中药已出现脱销现象，部分中草药一货难求，价
格飞涨。

荷兰莱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莱顿欧洲中医药与天然
产物研究中心主任王梅对本报表示，自疫情开始以来，
荷兰的中医药进口商采购需求明显增大。这促使出口荷
兰的中国中医药企业又新开了几条生产线。

防患未然——

在当地分享中医防疫好方法

两脚平行开立与肩同宽，屈膝成马步站式，翻转掌
心向下；两臂自身侧上举过头，脚跟提起，同时配合吸
气……

3月12日，在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北京中医药大
学魁茨汀医院 （中国-德国中医药中心） 大厅里，跟着
中医师的口令，几名德国病患正在练习中国传统健身功
法——八段锦，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八段锦、太极拳、贴耳豆，这些都是中医提高免疫
力、防治疫情的重要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参考中医药
服务于中国国内患者的实践经验，研制了适合德国防疫的
中药汤剂‘防疫汤’，发给医院患者与中德双方同事服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魁茨汀医院院长戴京璋对本报介绍。

作为欧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中医药治疗为特色
的综合性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魁茨汀医院制定了一整
套极具中医药特色的防疫方案。

“得知疫情蔓延到德国后，我们医院确定了‘坚定
自信、发挥优势、杜绝内感、防范输入’的防控方
针。”戴京璋表示，“现在，在努力做好医院及周边防疫
工作同时，我们正努力与各方协调，积极向全德乃至欧
洲提供‘防疫汤’处方及各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医
药方法。北京中医药大学也在积极准备向德国及欧洲派
出医疗队，提供防疫中药等医疗物资。”

世界希望从中医抗疫方案中汲取智慧。语言和文化
背景差异是道坎儿。而华侨华人是最好的译介者。

“中国有什么好方法分享吗？”当地时间 3月 9日，在
德国巴伐利亚雷根斯堡兄弟教会医院，在参加完该院疫
情防控会议后，一位年过半百的资深德国医生向呼吸科
护士戴唯洁虚心请教。这让戴唯洁深受触动。曾在上海新
华医院工作过的她，马上开始向中国的医生朋友请教疫
情防治办法。国内医生朋友的建议为她指明了行动方向。

“我们寻找会德语的你！”3月10日下午，戴唯洁在
几个德国华人微信群里，发布了一则数百字的倡议书，
寻找医学专业的德语翻译志愿者。

她想组队翻译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
疗方案 （试行第七版） 的通知》（以下简称“诊疗方案试
行第七版”），印刷出版后，为德国各大医院、医疗科研
机构和卫生部门提供防疫借鉴。

倡议书甫一发布，立即引发在德侨胞广泛转发和回应。
“当晚，300多位专业翻译、医学专家加我微信，都愿

意提供无偿帮忙。”经过筛选，戴唯洁很快成立了一个20
多人的核心志愿者翻译团队。

经过6天6夜的协作，3月16日，“诊疗方案试行第七
版”德语版定稿第一版问世，迅速在德国各大医疗机构
引发强烈反响。

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德国。“我们学校成立的
‘中医抗击疫情信息研究组’义工队，正在做一个包含英
语、波斯语、法语、日语、汉语等多语种的中医抗疫经验分
享帖。”吴滨江表示，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国
家，翻译可以让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战“疫”经验。

压题照片：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13人抵
达米兰马尔奔萨机场。图为欢迎人员与中国专家组人员
一起打出横幅，横幅上的意大利文为“我们是同海之
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 （高温青年社区供图）

战“疫”，全球正共克时艰。
积累了中国战“疫”实践经验的中
医和中医药，成为中国送给世界的
防疫大礼包。中医出海战“疫”，大
显身手，让海外华侨华人和疫情严
重国家的人民心里暖暖的。

3 万份中药预防颗粒剂、2 万
枚防疫香囊等物资、480盒灵芝孢
子粉……这是一份中国侨乡捐赠海
外的防疫物资清单，为海外侨胞和当
地病患送上一份暖心的防疫中药茶。

3 月 18 日，中国第二批赴意大
利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 13 人抵达
意大利，其中中医专家引人注目。
这是中国首次派出有中医的医疗
专家组，驰援海外战“疫”。中医专
家将向海外讲述中西医结合战

“疫”的中国经验，并为当地侨胞提
供诊疗咨询。

近 1 个月来，在匈牙利首都布
达佩斯的两大华人社区，当地华人
中医师效仿中国古法，大锅煮药，
免费赠饮。当地及周边国家华侨华
人和不少当地民众一起，拿着保温
壶排队领中药茶的场景，成为欧洲
防疫战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华 侨 华 人 是 中 医 出 海 战
“疫”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他们对中医充满信心。在他们看
来，中医出海战“疫”，正当其时。

这份信心源于行胜于言的中
医疗效。

在中国战“疫”方案中，发挥中
医药优势、坚持中西医结合是最显
著的特征之一。疗效最具说服力。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迄今，中医药参与治疗的中国确诊
病例超过 90%。世卫组织近日发布
消息，决定删除其官网上关于抗疫

“常见问题”一栏中“不应使用传统
草本药物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关内容。此举被认
为是中医药抗疫的临床效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

这份信心源于天下为公的大国担当。
当前，多国疫情形势严峻。在尚未有特效西药

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明显疗
效，全球有目共睹。意大利等疫情严重国家对中医药
的需求大大增加。世界多国医疗机构纷纷来信，希望
中国分享中医抗疫经验。为此，中国中医药界及时回
应国际关切，大方分享国内就新冠肺炎的中医药防治
经验，以药品赠送、提供海外中药配方服务等形
式，加强国际防疫合作。这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彰显大国担当。

这份信心源于圈粉海外的中医文化。
近代以来，推动中医走向世界，华侨华人功不

可没。近年来，中医不断圈粉海外，落地生根。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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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当前，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医学自然成为世
界汲取智慧的战“疫”秘笈。对此，华侨华人备感自豪。

全球战“疫”，中医大有可为。然而，受文化传统差
异和各国法律政策影响，在参与世界各国的临床救
治过程中，中医和中医药依然面临重重阻碍。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这道人类共同考题，疗效是最佳答
案。中医出海，和西医强强联合，势必为世界彻底
战胜疫情注入一剂“强心针”。

伴随着中医远征海外战“疫”的坚实步伐，海内外
中华儿女翘首祈盼：中医未来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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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出征海外 助力全球抗疫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全球全球战战““疫疫””已已经全面展经全面展开开。。身处世界各地的身处世界各地的
华侨华人华侨华人，，许多人主动投身许多人主动投身战战““疫疫””第第一线一线。。目睹目睹
了中国有力的了中国有力的战战““疫疫””举举措措，，见识了中国有效的防见识了中国有效的防
治成果治成果，，他们积极向祖他们积极向祖 （（籍籍）） 国学法子国学法子、、找方找方
子子，，热情向住在国分享中国战热情向住在国分享中国战““疫疫””经验和方经验和方案案。。

而在中国的而在中国的战战““疫疫””方方案中案中，，发挥中医药优势发挥中医药优势、、坚持坚持
中西医结合是最显著特征之一中西医结合是最显著特征之一。。

在中国在中国战战““疫疫””取得显著成效之时取得显著成效之时，，海外疫情蔓海外疫情蔓
延延，，牵动人心牵动人心。。一支支医疗专家组分享中国战一支支医疗专家组分享中国战““疫疫””经经
验验，，一批批医疗救治和防疫物资空运一批批医疗救治和防疫物资空运““出海出海””战战““疫疫”，”，

一个个互联网医院为全球线上问诊一个个互联网医院为全球线上问诊，，一箱箱中药茶一箱箱中药茶
包和中药颗粒免费赠饮……包和中药颗粒免费赠饮……中国万里驰援中国万里驰援，，跨洋连跨洋连
线线，，为海外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送去为海外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送去““防疫汤防疫汤”，”，吃下吃下

““定心定心丸丸”。”。战战““疫疫””海海外外，，中医师和中医药列队其中医师和中医药列队其
中中，，大显身手大显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