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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东南亚中医药业与慈善业的结合及其意义
——
—立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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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南亚中医药业的发展与闽粤等地海洋移民南洋的大潮相仿佛，其最初便具有的慈善色彩，彰

显了中华文化中慈悲为怀的内在精神，
中医药业最初的服务对象往往也局限于华侨华人。但随着华侨华人与
当地社会的文化交流加深，中医药业的慈善服务对象也日益扩展到当地居民之中，显示出中华文化传统日益
为当地国居民所接受，并成为建构当地国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中医药业而形成的人心相同将成为新时期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基础设施。
[关键词] 东南亚，中医药业，
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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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华人人口逐渐增多，华族在东南亚各国

动了中国移民大量南来之后，为适应大量华族人

聚居的乡、镇也发展繁荣起来，为加强联络和开展

口的各类社会生活福利之需，一些主要从广东、福

社会福利救助，东南亚各地华人相继组织了宗亲

建、广西、海南来的移民组成了各种地缘性的帮派

乡亲会、
地缘性、
血缘性等社团组织。特别是到
会、

或会馆组织，有的内设一些慈善医疗机构，开展

了清末民初，中国国内因天灾人祸、战争与饥荒，

“赠医施药”
活动，
全部以中医中药进行治疗。

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一带的华族迁来的人口更

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年），旅居在马来亚吉隆坡

多了。中医学也就随着这些移民被传播到了新加

的广东大埔茶阳人成立了一个团体，名为“茶阳公

马来西亚地区，
且中医就诊形式多种多样。
坡、

，作为同乡人联络感情和急难互助的机构，屋
司”
宇附设有“回春馆”
，作为大埔人同乡患病留医所，

一、
东南亚群岛地区华人社会医疗机构

以及同乡人遇不幸死亡时丧殓的地方，聘请一名
中医师主理，这便是雪兰莪“回春馆中医留医所”

从历史的发展顺序来看，
东南亚主要的中医诊

创立的开始。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因故复办的“回

疗场所有：
数量较多的杂货店，
主要出售中药材，
店

春馆留医所”
，继续供给贫病同乡留医之所及死亡

主有的会看点小毛病；中药店，内有驻店医师进行

者丧殓之地。凡贫病留医者，由该所供给伙食，赠

门诊；
或是著名的中医师自己开设和合伙开设的中

医施药，
给同乡人以莫大的方便。吉隆坡著名的同

医诊所；部分宗教场所也有中医慈善门诊的设置；

善医院前身称为“培善堂”
，是 １８８１ 年由当时华人

更有特色的是还存在一些拥有住院病床的慈善医

社会侨领甲必丹叶观盛独资创建的，当年只聘请

院机构，
对当地社会贡献颇大。从中医的社会性影

两名从中国去的常驻中医师负责提供医疗服务，

响来看，早期以中医慈善医疗为主，中后期以后虽

而且对不幸逝世的贫穷病黎，亦提供施棺助葬等

然仍是多种医疗机构并存，
但因为医学专业化倾向

服务，这对当时交通不便、远在异国的同乡人而

日益明显，政府管理措施加强，求助专业医师进行

言，
无疑能极大地抚平心理上的悲情。

中医诊疗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可以说华人社会很早就通过自我的社会管理

１．马来亚早期的慈善医疗的空间

承担了部分城市公共卫生事业，极大地弥补了社

（１）同乡会馆空间内的慈善医疗恤贫救难，乡
情联络

要关头，以西医卫生行政手段监管的殖民政府当

１９ 世纪以来，
在东南亚社会中，殖民地开发带

【收稿日期】2016－02－16
２２

会公共医疗资源的不足。但是在传染病肆虐的紧
局并不是从华人社会习俗着想，乘机谋夺华人医
疗空间和社会空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中西医冲突，

中国史研究

竟然导致中医慈善医院的停办，使华人本来就十

自从有了同济医社组织以来，新加坡华族社

分匮乏的医疗资源更加短缺。可以看出，
慈善医疗

会超越了民间组织如地下天地会之私人会党等派

不是会馆唯一重要的社会功能；此时的慈善医疗

系思想、乡族区域和籍贯观点，更超越了阶级观

还没能脱离会馆这个强大的社会空间。留医馆的

念，
是团结全体华族的划时代组织。正如同济医院

社会保障功能和明清以来中国民间社会中会馆的

《会议条规》所云：

功能一样，属同乡人慈爱互助的范畴，其中的社会
文化意义更大于其医疗作用本身，是华侨在海外

凡紧要事件，务必互相筹度，幸无此疆彼界，
凡值事中人，
均得以谋，
勿以尊卑见嫌。②

继承和发扬优秀中华文化传统的体现。旅外华侨

槟榔屿南华医院，于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发

为了生存和发展，将地缘和亲缘结合起来，以争取

１８８３ 年，
购得地段后，
动土兴建。光绪十年
起筹建，

自身的经济利益，防卫自身的安全，留医所之类的

（１８８４ 年）完成，
开始正式施医赠药的善举。如果从

医疗机构多附设于会馆，或者留医所就是会馆的

筹建算起，它比同善医院更早，但若以施医赠药开

前身，尤其强调免费施医赠药，给予贫病无助的乡

始，它又较迟。创建后由总理陈俪琴等 １２ 人共同

亲以医疗照顾。另外因为当时各帮派之间界线分

负责管理院务。医院成立后，因地点适中，管理妥

明，并时常为争夺地盘或利益而大动干戈，所以当

善，求治者日众，院誉日隆。嗣后，除正院外，另增

时的慈善医疗机构也就自然包括在同乡病故后给

设分院二处。③

予赠棺埋葬的服务。

这是东南亚中医医院现代西方“公司”制管理

（２）华人社会大空间内的慈善医疗活动适应
华人社会经济发展

的开端，体现出华侨社会生活西方化的特点，医院
正式的施医赠药工作的长久实行，表明马来西亚

１８６７ 年以后，新加坡人口增加到 １０ 万人以

中医社会文化传统在西方社会管理体制下是适应

上，其中华人占 ６０％以上，原有的“新加坡贫民医

社会环境发展的，医院的成功举办说明中医作为

（用西医西药）不敷所用，加之当时有些华族不
院”

医疗技术科学的中性特征，只要医技高超，管理得

信任西医西药，
苦于无中药治病。有广东新会人所

当，社会需求，中医医院是一定能够取得社会认可

开的七家头商行的当事人何道生、梁炯堂有感于

和成功经营的，但是医疗工作的主持和延续必须

华族痛苦，乃聚首磋商，于 １８６７ 年创办了“同济医

形成良好的管理体制。

，取“同善同济”之意。聘请两名中医师为贫病
社”

同样在 １９ 世纪末，吉隆坡城市迅速发展壮

者诊病，经处方后，病人可凭药方向指定中药店免

大。当时附近华人矿区的华族人口激增，约有 ４

费领药，
中药店定期向医社结算药款。 １８８８ 年，
七

万余人。因此，求诊者日益众多，叶观盛决意将

家头善士们又广邀福、潮二帮善士助款兴建新院。

私营 １３ 年 之善举的“培善堂”机 构 改 为 公 共 慈

１８９２ 年，
“同济医社”更名为“同济医院”
。随后，同

善机构，以便能群策群力，募集巨资，扩充设备，

济医院成为华人同胞聚会活动之中心，曾经作为

为更多贫病者提供医疗服务。各善士仁人纷纷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筹备办事处，奠定了以后华人

捐助义款，共获 １ 万余元，叶氏遂得以扩展基

教育和经济活动的基础。医院还屡次发动华族侨

地，增建原楼。医院楼宇落成后命名为“同善医

胞救济中国各省水灾灾民，抗议美国政府压迫华

院”，取“善”与人“同”之意，并于 １８９４ 年 １１ 月 ３

工而发动抵制美货运动等。１９７０ 年启用新建中医

日举行隆重开幕典礼，敦请雪兰莪参政司罗佐

大楼，共 １１ 层，配备现代设施，命名“同济大厦”
，

夫人主持开幕礼。 ④

①

同济医院不设住院部，年门诊量约 ７￣１３ 万人次，

由此可以看出，华族人口激增，危急的疫病救

多为华人，也有国内其他民族和国外欧美患者。

助使东南亚华人社会医疗救助职能迅速公共化，

１９８３ 年门诊总量约 ７８７９０ 人次，
１９８９ 年增至 １２

公共医疗空间增大，中医医疗机构从传统私人、小

万多人次，
约有 １４％使用针灸治疗。

型性的善堂机构迅速向大型、公共化的现代医院

①

洪锦棠：
《洪锦棠先生遗稿二》，
《新加坡同济医院 １２０ 周年之历史专集》，１９８７ 年，第 ３０６ 页。

②

陈育松：
《同济医院创办史》，
《同济医院大厦落成纪念特刊》，
１９７９ 年，第 ３３３ 页。

③

林隆发：
《马来西亚中医针灸史略》，第 ７ 页，转引自马来西亚中医师针灸专业学会、中国、天津中医学院联办之《首届硕士研究

④

李松：
《马来西亚中医药的发展》，北京：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４ 页。

生论文集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马来西亚中医师针灸专业学会，２００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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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形式转变，展现出东南亚中医因应社会变化，学

２．现代中医诊疗空间里的慈善活动不断开展

习西方医疗管理模式的成功姿态。随着社会的发

从前述慈善义诊空间的几种表现形式可以看

展，当地殖民政府的管制措施加强，医疗资源社

出，随着“赠医施药”活动的不断开展，各种具有慈

会化、医疗职能公共化以及家族、乡族组织现代

善医疗性质的空间逐步扩大，因而各项职能逐步

化特征的自然演变，必然使留医所之类的医疗机

专业化；中医诊疗活动成为政府医疗行政管理的

构逐渐变成历史。但在东南亚华侨社会形成初

项目之一；慈善义诊与中医诊疗“空间”开始形成

期，它的医疗救助职能与其他社会救济职能不可

相辅相成的关系。专业性医院发展成一种以“赠医

小视，它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慈善医院

施药”慈善文化为号召，中医文化与教育事业大发

并没有抛弃“赠医施药”的救助传统，使中华文化

展的空间格局。

传统善行得以广布华人社会。扩大的中医医疗资

（１）
“赠医施药”
与中医师公会的专业指导

源服务于广大下层新到移民，既使得有限的医疗

１９４７ 年是马来西亚独立前后英国殖民统治时

资源最大化使用，又能在中医职能从传统向现代

期，刘伯群先生号召霹雳中医界人士，献议创办

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将中医传统文化和医疗技术

“中华医院”
，为社会服务，以中医中药、针灸医术

广布东南亚社会，并在与西医西药的竞争中取得

治疗为主，救济贫病者，并由张方先生出面领导创

了阶段性的胜利。

立公会及医院。霹雳中医师公会遂于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３）殖民政府行政管理空间下的慈善医疗适

１ 日宣告成立，
并附设“中华医院”
创办至今。
这是由中医师公会行业组织创设的慈善式医

应社会行政管理
新加坡广惠肇留医院创办于 １９１０ 年，当时新

院，
“赠医施药”已不只是由富商或医疗机构做出

加坡人口 ３０．３ 万多，华族有 ２１．９ 万人，华族人口

的经济赞助，显示出中医师行业在东南亚社会中

大多数是无依无靠的单身汉。牛车水一带有仁人

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医院的成立同时显现出中

善士便集资租些店屋充当临时留医所，邀请两名

医中药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已迎来行业独立、

中医师全部用中医中药为病人驻院治疗。当时的

服务于当地社会的新时代。东南亚中医师在当地

总督安德逊爵士表示，如果粤帮广惠肇人士能自

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医疗队伍，这

筹建院巨款 １０ 万元，政府当局将拨地皮供建留医

也正是顺应了马来亚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即华

该留医院聘请中医师和应用中
院之用。总督声明，

人试图融入当地社会，华人职业向着知识型职业

药，政府不加以限制，但必须另聘 １ 名西医师，以

转化，传统慈善事业向着现代社会公益事业专业

便向政府生死注册局负责签署死亡证及死者殡葬

化转变的趋势。

等手续。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广惠肇侨领以 ５０００ 元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自 １９４６ 年成立后积极开

象征性款项承购旧陈笃生医院，政府以每年 １ 元

展了各项中医药学术活动，之后，公会同人都认为

之最低租金将之出租作为留医院之用，董事会效

除了充实本身的中医药研究之外，更需要以中医

法广州著名的“方便留医院”为名，正式定名为“广

药为社会人民服务，他们才会支持中医药的发展。

惠肇方便留医院”
。１９１２ 年，
留医院正式开幕，
成为

１９５２ 年公会正式成立中华施诊所，
１９５６ 年公会辟

新加坡第一间中医留医院，虽然住院只收容广惠

新址改为中华医院，
１９７９ 年辉煌的大巴窑中华医

肇三属人士，
但门诊则不分种族和区域。

院成为战后新加坡创立的最大中医院。凡到中华

①

从总督支持医院创建的史实可以看出，医院

医院求诊的患者，每人每次只需象征性地交一点

在新加坡政府利用民间力量完善社会救济体制的

登记费，该院平均每天可为 ５００ 名患者义诊，一年

政策中虽然生逢其时，但是已在创建之初便丧失

约 １８ 万人次。中华医院每年开支的费用在 １５０ 万

了部分独立的精神，中医行业固有的行政权力被

新币（相当于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以上，其中一半左

无情剥夺，不得不屈从于殖民政府统一的社会医

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右是医药费。花费虽然不小，

疗行政空间的管理，这是历史发展对中医中药的

大力支持，
基本能做到收支平衡，
运作正常。

时空大选择，医院管理者如何正确抉择，政府部门

中医师公会敏锐地看出中医药要想在东南亚

如何进行管制，决定着中医中药在东南亚地区发

地区求得生存和发展，并与西医西药进行竞争，不

展、
延续的战略大格局。

能独善其身，变成封闭的自我循环系统，必须不断

①

２４

李金龙：
《亚细安中医发展史略》，陈鸿能主编：
《医学丛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医学会，２００１ 年，第 ３３￣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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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外界的人民联系，中医药慈善与社会其他

过讨论，认为创办中医学院甚为重要，一方面可造

慈善形式能够相得益彰，也是凭中医所具有的良

就中医人才，一方面对将来中医中药之发扬光大

好疗效的医疗技术和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让社

实属有利。同年 ８ 月 ２２ 日，
成立“槟榔屿中医中药

会本身赋予它不断扩大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此

，
并主办“中医学院”
。１９６７ 年，
学院为了让
联合会”

种共识正是东南亚中医药行业延续优良传统的时

毕业同学有临床实习体验的场所，由中医学院附

代要求，更是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社会未来繁荣

设一个施诊所于公会前厅以慈善事业之前台出

必须付出的成本与代价。研究表明，
东南亚中医药

现，成立一赠医施药机构，服务于社会贫病大众，

的发展，主要是中医中药的组织机构、医疗事业和

施诊所以针灸治疗为主，
赠药为辅。目前学校与同

教育事业三大活动内容，各国只有形成长期有效

善医院有互建实习基地的协议。

的上述三方面的发展模式，则该国的中医药便会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星马华人医药总会决议通

稳健地向前发展，在没有国家支援的条件下，必须

过利用辖中药公会创设“柔佛州中医药学院”
，致

依靠自力更生的奋斗。 历史也证明新、马两地正

力于培养星马两地的中医药专才，并由当时柔佛

是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发展模式，使其中医药的发

州四个中医中药公会组成学院筹备委员会。经过

展凌驾于东南亚其他国家之上的。

两年多的筹备过程，终于在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 ８ 日举行

①

１９５４ 年，中马中医师公会举行了六周年纪念
大会，经大会提议及通过成立一所中医慈善机构，

开学典礼。当时学院也在巴株吧辖罗艾也街租到
益群书报社楼下作柔佛州中医药学院施诊所。

。创办初
赠医施药以救济贫病，
名为“中华施诊所”

谢裕元针灸研究中心于 １９８６ 年创办，最后半

期，首先由中马中医师公会之会员捐出 ６０００ 余元

年的临床实习阶段学员需经过针灸临床实习与

作为药费，随后有 ２０ 位名医响应公会的号召，成

内科临床实习方能毕业。学员多为在职者，所以

为中华施诊所的第一批义务医师。１９５９ 年中华施

上 课 是 在 晚 间 及 周 日 进 行 。 中 心 从 １９８６ 年 至

诊所迁入新大厦后，第一个增设的施医赠药项目

１９９４ 年举办了五届，共培养针灸学员 ２８ 名。１９８８

便是针灸治疗科，每逢星期三、六两天下午一时至

年谢医师率第一届学员赴台湾老德燕中医医院参

三时服务，嗣后由 １９７０ 年起，将针灸时间增加至

观及临床考察，并在该医院作义务针灸两天。１９８８

每星期一、三、五下午一时至三时及星期六上午七

年底，谢医师又率第一、二、三届学员北上泰国合

时至九时，
每周四天。１９７２ 年 ３ 月，再增加星期四

艾市越西考佛庙进行施药及针灸义诊两天，１９９１

的夜诊针灸，每周五天至今，以容纳日益增多而需

年率第四届毕业学员再赴我国台湾老德燕中医医

针灸治疗之病者。

院、香港国医会及泰国曼谷曾清桑医务所进行实

②

中华施诊所施医赠药项目有广大名医响应，

地考察等。③

说明“赠医施药”已成为全马广大医界的普遍共

槟城中医研究学院是由槟城中医师公会于

识，而不仅只是由乡族富商或各地分散的医疗机

１９８９ 年主办，
该院首任院长为陈志仁医师。学院为

构所作的经济赞助。诊疗时间一再增加说明中医

夜校性质，全部课程为期四年，针灸科为必修课，

科技不断受到东南亚社会的认可，针灸治疗因简

毕业后尚须再经过两年临床实习。学院创办不久

便易行及效果灵验，比起中医汤药治疗在海外的

即与槟城佛学院主办之慈善医疗服务取得协议，

容易普及，其特色突显，说明针灸术是海外社会接

为它们提供有经验的医师施诊服务，并让历届学

受中医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良好桥梁之一，这是

生有着实习与临床经验的场所，从而获得了宝贵

时代和地域对中医文化时空演变的使然，也是中

的临床经验。

医文化海外教育工作必须注重的一个发展趋势。
（２）
“赠医施药”与中医学院的社会责任感关系
密切

②

设计可以起到切实贯彻“赠医施药”活动良好开展
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社会上已广泛存在着一批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经
①

以上中医学院对学员临床实习所做的制度性

慈善诊疗所，才使“赠医施药”的活动有着适合的

李金龙：
《亚细安中医发展史略》，第 ８１ 页。
林隆发：
《马来西亚中医针灸史略》，第 １０ 页，转引自马来西亚中医师针灸专业学会、中国、天津中医学院联办之《首届硕士研
究生论文集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③

李金龙：
《亚细安中医发展史略》，第 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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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场所，正是华人侨领、名医名士和中医组织不断倡
导的慈善精神时刻激励着后来者关心社会，关注

机构与功能的关系还可以是一种连续系列，
其基本关系简单可以表示为：
功能 １→机构甲→功能 ２→机构乙→功能 ３→

贫病人民，也正是有学院制度化的教育课程训练
和中医科学自身需要进行大量临床训练，才能成

机构丙→功能 ４→机构丁……②

为良医的内在要求约束，也指导着学员们不断开

同时，一个机构还可以产生多项功能，一种功

展“赠医施药”慈善活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

能也可以参与更多种机构的形成和维持，从而使

有序的良性发展规律，共同推动了新、马地区中医

系统出现越来越复杂的分支、
交叉和网络。

药事业的大发展。①

如前所述，前述华族侨领怜恤同族或同胞在

３．“赠医施药”
与其他慈善医疗机构

异乡的孤苦伶仃、病痛无依；仁人善士发愿捐资，

东南亚有佛教寺院、道教道观及民间宗教寺

“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殖民地总督褒奖侨

院等各类宗教慈善场所，还有许多老人院、儿童

领义行，倡建和谐社会；中医药必须自我宣传，优

福利院、残疾人中心等慈善组织，此类机构中大

秀的传统中华文化可以到处传播等原因即“功能

多设有中药房，定期有中医师义务坐诊。在民间

Ａ”
，使“赠医施药”活动已成为东南亚中医系统的

社会慈善观念的感召下，许多个人慷慨解囊，慈

结构之一，自从它形成以来，因不断被积极长期有

善救助，广大中医师定期义诊，新老皆然。如佛教

序维持了下去，
从而产生了下述“功能 Ｂ”
：

施诊所于１９６９ 年由新加坡佛教总会创办，并于

“赠医施药”活动对当地的文教卫生事
第一，

ｌ９７２ 年、１９７５ 年分别增设了第一、第二分院。全职

业具备巨大的推动力和影响力。“赠医施药”活动

医师 １１ 名，兼职医师百余名。资料显示 １９８９ 年共

从一定意义上解决了国家对华人教育和社区公共

诊治病人 ２５ 万 ３８５１ 人次。马华医药总会不但自

卫生事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实现了华人子女多渠

建中医学院，举办各类学术活动，还指导各地中

道本地升学、容易就业的目的，也弘扬了中华文化

医药公会创办新的医疗机构，其会长经常去新创

的高尚精神，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文生

办的医疗机构演讲和开展义诊活动。这些医学院

事业的进步作出了许多贡献，
并培养了大批人才。

因为由知名医生倡导，有一定财力、地位的中医

第二，
“赠医施药”成为中医药系统建设和良

药公会建立和开办，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社会

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赠医施药”活动使东南

影响。

亚社会医疗秩序有序而且多样化，如推动各类中
医组织加强联系、建立信用；使各学院培训机制结

二、
慈善诊疗机构组织的功能

构清晰，
“赠医施药”活动能有效坚持，有中医的新
建设就有“赠医施药”活动，将高尚情操与社会效

慈善诊疗机构的功能可以分为两种，即产生

应有效结合宣传已形成东南亚中医系统的有效组

和机构产生后的“功能 Ｂ”
。所谓功
机构的“功能 Ａ”

成部分。“赠医施药”对中医教育事业实习基地的

能 Ａ，是指建立和维持机构的功能，这是机构的前

建设和长期良性维持，既支持了广大慈善机构的

提和基础，没有这种功能，机构就无从建立，建立

建设事业，促进了当地社会福利事业建设，也使中

了也不能维持。所谓功能 Ｂ，
是指已建立起来的机

医药系统的整体社会功能得以良性发挥，推动了

构所产生和负载的功能，也称作机能，它是机构的

东南亚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与更快地进步。

派生物，没有特定的机构，就没有这种特定的功能
（机能）。其基本关系可以表示为：

精神文明建设。华人社区自身有了“赠医施药”的
保障后，改变了社区落后的卫生与环境状况，提高

产生决定

了华人华侨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对其他各族

功能 Ａ——
—结构——
—功能 Ｂ

人民的赠医施药，增进了华人社会与其他民族人

反作用

民的团结与合作。长期的“赠医施药”活动的开展

（图 １：机构与功能的关系图示）
①

第三，
“赠医施药”促进了社区及华人群体的

使慈善救助精神更加发扬光大，不断体现在对更

各学院的创建史料节选自林龙发著《马来西亚中医针灸史略》，第 １３￣１４ 页，转引自马来西亚中医师针灸专业学会、中国、天津
中医学院联办之《首届硕士研究生论文集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②

２６

祝世讷：
《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２６￣４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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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更广泛的救助事业上，更使华人华侨展现出

面。“赠医施药”活动有助于加强东南亚华人对优

鲜明的、
高尚的人格魅力。
“赠医施药”
活动使东南

秀中华文化的认识与了解，还促进了中国侨乡慈

“赠医施药”活动为社
亚社会秩序更加和谐有序，

善事业的发展。华侨在侨乡亦大力开展各项“赠医

会公共卫生事业贡献颇多，有效帮助政府以有限

活动，
促进了两地不断进行联络与交流。
施药”

的财政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赠医施药”活动使东

上述理论性探讨如果从“赠医施药”活动与新

南亚社会文化舞台的多元文化交融更加深入，各

加坡、马来西亚中医组织的演变轨迹中可以清楚

国政府重建本国社会多元文化价值体系均会从中

地得到相应的实证结果。

汲取优秀的文化精神因素。
第四，
“赠医施药”活动为全世界中医文化的

【作者简介】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海洋史。

国际化发展贡献着新的进步因素。中医现代化和

任国英，任职于厦门任易行文化传播

国际化需要借鉴东南亚中医发展经验，建立更加

有限公司，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有效的文化发展机制适应社会进步。从广义上讲，

【责任编辑：
全骜颉】

它也是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五，
“赠医施药”活动具有广大的社会辐射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 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Ｓ 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Ｓ ｏｕｔｈｅａｓ ｔ Ａｓ ｉａ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Ｂａｓ ｅｄ ｉｎ Ｓ 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ｓ ｉａ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ｗａ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ｉｎ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ｔ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Ｆｕｊｉａ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ｓｐｉｒｉ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ｌｙ． Ｂｕ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ｌｏ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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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展及发展趋势，多角度、

６．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保障培养质量

多层次给学生解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

目前，基础教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

解决师范生面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的具体

段，在国家提出“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指导下，开

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批热爱教育事

始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型，这对高师院校的教

业、专业知识扎实、教学技能过硬的卓越师范生，

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他们提高自身素

以引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质，以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将教育理念
从传统的“教书”转变为新时代的“育人”
。教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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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不断补充、完善自己的专

系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

业知识，
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师范院校的教师要

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学科教学论、
中

积极投入教学改革，不断强化职业道德，在加强专

国近现代经济史。

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深入研究中学历史教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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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课程改革的理念融入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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