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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会长的信

本会第二届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已于 3月 14 日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了。作为新任会长，我感谢上一届理事

会在创会会长李永明和秘书长郑灵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为本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将来的两年任期中，我将和广大理事和会员一道，努力实现以下工作目标：

1. 继续坚持民主议事的办会原则，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推动会务工作；

2. 继续上一届理事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办好学术讲座及其它学术活动，为广大会员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

交流和继续教育讲坛；

3. 完善学会各职能机构，实行专人负责制；

4. 扩大会员服务，努力为广大会员谋求更多的福利；

5. 加强与其它中医针灸专业团体的合作，积极参与和推动与中医针灸相关的立法工作；

6. 建立会员联谊机构，为会员搭建一个联谊平台；

7. 完善学会的双语服务工作，为非华语会员提供服务。

我希望全体新一届理事能本着团结、奉献的精神，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会的各项工作，为学会的

发展献谋出力。也期待着全体会员一如既往地继续关心和支持本会，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个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医

人的团体，并所她成长壮大。

让我们共同努力，继往开来，为建立一个百年学会而奋斗！

2010 年 4月 23 日 （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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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ATCMS)春游活动通知

为加强本会会员间的联谊和交流、丰富会员业余生活，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定于 2010 年 5 月 30 日 (星期日) 上午 9 时 30

分至下午 4 时在纽约曼哈顿 (190 街附近) 的 Fort Tryon Park 举办春游活动，欢迎广大会员和其他中医针灸界同道及家人参

加。我们期待着在春天的日子里与朋友们在风光秀丽的哈德逊河畔相聚！

活动内容包括晨练、有奖问答、竞走比赛等，午餐由学会免费提供三明治，矿泉水，欢迎参加者自带自制的特色食物，

水果。

交通：(1) 搭乘 A 列車至 190th Street (第 190 街)，然後搭電梯出站。 向北沿著 Margaret Corbin Drive 步行約十分鐘，或

轉搭 M4 公車北駛一站。 如果是由 Cloisters 博物館的主館出發，您也可以直接從 Madison Avenue (麥迪遜大道) /83rd Street

(第 83 街) 搭乘 M4 公車至終點站。(2) 開車走 Henry Hudson Parkway 公路往北行駛，經過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華盛

頓大橋) 後抵達第一個出口 (Fort Tryon Park - The Cloisters)。 僅有北上車道才會經過此出口，若是由北往南行，請走 Henry

Hudson Parkway 往南行駛至出口 14-15，迴轉後向北行駛一英哩至標示為 Fort Tryon Park - The Cloisters 的出口。公园内有

俩处停车场，须早到因只有约 20 多个车位。详情请查阅网站：
http://www.metmuseum.org/cloisters/general_information_Mandarin

活动联系人：史劼医师 (516-906-1120) ；廖向红医师 (917-605-5819)； 陈大志医师 (646-262-7895)

2010 年 5 月 12 日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会员联谊福利部）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 (ATCMS) 夏季学术活动简介

根据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新一届理事会的工作计划和广大会员的要求，本会学术部精心安排了两次夏季学术活动。与

以往的学术活动相比，2010 年度的暑期安排在时间，地点，会议用语和讲座内容等方面作了调整，兼顾到更多会员和听众

的便利与需求。

第一场讲座定于 2010 年 6 月 13 日（星期日）中午 12 时至下午 4 时 30 分在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举行（详见本通讯内

“学术活动通知”）。本次讲座将以汉语普通话为主要会议用语，辅以中文幻灯和讲稿。我们荣幸地请到了纽约中医针灸

界资深妇专家和教育家石永恩教授为我们主讲“妇科常见病及其中医治疗”。

石永恩医师早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医疗系，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任主治医师，从师于中外著名妇产科专家林

巧稚教授多年。除临床医疗工作外，还参加过多项国内国际临床研究工作，并多次获奖。石教授也是资深“西学中”中西医

结合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妇科疾患，针灸戒毒和治疗痛症杂症等方面颇有建树。从 1991 年至今一直任纽约市哈林医院

精神科主治医师，协调主任，同时还一直从事中医教学工作。此次石教授将会根据自己数十年中外研究和临床实践，深入

讲解月经失调的中医诊治理念和方药，并介绍中医针灸治疗经期综合症和更年期综合症等妇科常见病的经验与体会。石教

授还将引领与会者就一些临床案例进行讨论。这对于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工作和科研的专业人士来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交流

机会。

第二场讲座定于 2010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1 时至下午 6 时 15 分在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太平洋中医学院 (Pacific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举行（详见本通讯内“学术讲座通知”）。本次讲座将以英语为会议用语，辅以中英文幻灯和

讲稿。内容包括两个曾受到会员和听众好评，并要求为未能参会者和非华语会员加场，为感兴趣的听众扩充内容的讲题：

一． 由葛玉兰中医师主讲“关于正确填写针灸医疗帐单和获取针灸医疗保险给付”。该讲座是 2009 年 6 月同名讲座的

温习和补充。

二． 由徐俊医师主讲 “腰、膝、踝关节痛症的现代西医学常见病因病理学及其独特的美国中西医结合临床经验”。该讲座

是2008年5月同名讲座的温习和补充。

葛玉兰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早在 1987 年即已获得纽约州针灸执照；先后担任多家专业学会理事，如美国针灸戒毒

学会、纽约州执照针灸师公会、纽约针灸学会等，是本会现任常务理事；曾受聘于多家医院和公共卫生机构，现任皇后医

院针灸部高级顾问。葛医师拥有丰富的私人开业和项目协作经验。通过多年的积累和研修，葛医师对美国医疗机构和保险

系统的运作模式了解颇深，并熟知针灸医疗帐单和保险给付的技术细节。葛医师曾多次为本会和其他中医针灸学校和社团

举办讲座，深受欢迎。在本次活动中她将为与会者讲解医疗报帐的一般知识和填写针灸医疗帐单的细节，分析与针灸有关

的新旧 CPT 代码和新旧 ICD 代码的区别，并为大家提供一些常用的最新代码。这些信息和知识对于获取和维护针灸执业人

员的合法利益至关重要。

徐俊医生是本会会长，曾就读于江西中医学院, 后在广州中医学院攻读中西医九六年通过美国医师资格考试。一九九九

年取得康复医生执照，于2000 年开业于康州格林威治郡。徐俊医生独特的中西医背景及其中西医结合疗法使其对痛症的治

疗具有独特的经验和效果。本次的演讲，徐俊医生除了介绍常见腰、膝、踝关节痛症的病理生理特点，中西医诊断治疗要

点，还将介绍其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其中包括中西医各种疗法的利弊长短，作为针灸师应如何扬长避短，取得最佳效果

等等。鉴于痛症是针灸科临床最常见的病种之一，且目前在西方主流媒体不断地有关于针灸治疗痛症( 如腰痛、膝关节痛、

偏头痛等) 的正面报道，预计将会有更多痛症患者寻求针灸的治疗。本次演讲对提升大家对痛症的认识及治疗技能将很有助

益。

通过以上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出这两次讲座的侧重和互补之处：六月中旬的讲座安排在星期日，地点在法拉盛，以中文

交流为主，便于与会者在传统模式下深入探讨中医针灸诊治妇科常见病的临床问题；七月份的讲座安排在星期六，地点在

曼哈顿，以英文交流为主，便于与会者学习和探讨当代针灸与美国主流医学和健康保险体制融合的临床与业务管理问题。

因此，这绝不仅仅是照顾到不同族裔会员的语言能力，更是为了尽快提升本会会员乃至更多中医针灸医师的个人和整体素

质。我们鼓励大家积极参与以上两次学术活动，不仅为了学分，更是为了我们的真才实学。步入主流，从我们自己的努力

做起。

学术部, 秘书处 （刘鸣）

报告有关立法方面的进展 ----米盖奥马雅 ( Miguel Maya ) 理事

( 1 ) 请大家给州议员写信，支持：保险公平给付法案 (A9097/S7498) 和草药法案(A3717/S5512)。因为州保险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

处理提出的法案时间有限，如果有会员尚未寄出支持信函的话，务请争取时间。votemart.org 是查询用网站。

( 2 ) 同时，最近全美针灸与东方医学协会年会中，世界卫生组织(WHO)代表 莫利罗宾森博士发表该组织针对保险偿付诊断号码(ICD)的

计划。该计划寻求将中医诊断列入 ICD 系统中。此举意为将一向包括在西医诊断中的中医诊断状况作一个彻底改变。

( 3 ) 最近医疗界又发生对我们有潜在影响的状况。物理治疗师们要求认可所谓的 “ 扳机点非注射性针刺治疗法 (TDN) ”。目前，已有一些

州政府认可此一类似针灸的技术。以下是讯息连接点：
http://www.gemtinfo.com/physical-therapy/Dry-Needling-is-accepted-internationally-as-a-tool-of-physical-therapy/page63.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em1TOal2f0

( 4 ) 最近美国推行的 健保改革对我们是有正面的影响。以下是有关的讯息来源：
January communication from the American Herbal Products Association (A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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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于3月14日选举产生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于2010年3月14日上午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举行了换届选举大会，根据会章有关理事选举的规定，学会通

过会员推荐提名和第一届留任理事的表决程序，共增补了曹维鸣、谢尼菲、苏红、Kaiwing Wai、Miguel Maya、和李学国等6位医师为第

二届理事。正式成立了以鲍正莹、陈大志、陈桂、陈丽华、程珏、丁继红、傅洁、葛玉兰、韩月、谢尼菲、胡又亮、霍敬、江静、郭书

鸣、李旭辉、李蕙、李学国、廖向红、刘宏伟、刘鸣、茅樱、Miguel Maya、伍逸东、任友君、史洁、苏红、孙东星、曹维鸣、Kaiwing

Wai、王红星、魏薇、胡婉梅、吴大东、徐俊、杨明、杨秀娟、曾佩君、赵丽娜、郑国萍、郑灵、郑欣等41位医师所组成的第二届理事

会。

新成立的第二届理事会在当天举行的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增补李永明和白文强为监事，并通过投票方式选举徐俊、曹维

鸣、傅洁、郑灵、郑国萍、陈大志、刘鸣、孙东星、廖向红、胡友亮、史洁、葛玉兰、茅樱等13人为常务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一致推举

徐俊为新一届会长、曹维鸣和傅洁为副会长、郑灵为秘书长、刘鸣和孙东星为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会还根据会章，推举卸任会长李永明为

本会的名誉会长。

卸任李永明会长代表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对过去两年任期内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感谢学会前辈、第一届理事会全体理事

和学会工作团队的同仁、以及全体会员对学会和他个人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使他在任期内顺利地完成了既定的工作任务。他期许学会的新

一届领导班子继续发扬民主办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开拓进取，服务会员，将我会办成一个民主专业的百年老会。
在会议结束前，新任会长与御任会长举行了交接仪式。新任会长徐俊医师在就职感言中表示将继承和发扬学会的优良传统和民主的

工作作风，继往开来，再创学会工作的新成绩。在将来两年的任期里，将学会的工作重点放在谋求会员的福利方面，并争取吸收包括非华

裔在内的本地毕业的新会员，加强对非华语会员的服务和学会工作的双语化进程，为学会的长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本会监事会由陈国光(主任)、黎春元、黄羡明、李永明、和白文强等五位监事组成。第二届顾问委员会由黎春元(主任)、陈国光(副

主任)、黄羡明、洪伯荣、张礼邦、梁葆山、陈西灵、和杨亚格等八位顾问组成。

第二届理事会各部门工作分工如下：

(1) 秘书处：郑灵(秘书长)、刘鸣(副秘书长，协助行政事务)、孙东星(副秘书长，主管会员注册工作)。小组成员：赵丽娜、陈桂

(2) 学术部：负责人傅洁、郑国萍。小组成员：谢尼菲(负责学分申请)、Corey Distasio、程珏、郑欣、杨秀娟、李慧

(3) 保险事务部：负责人：陈大志、葛玉兰。小组成员：将由陈大志和葛玉兰决定

(4) 会员福利和联谊部：负责人史洁。小组成员：苏红、葛玉兰、廖向红、郑欣、茅樱、陈丽华、吴福民、陈大志

(5) 财务部：负责人(司库)：廖向红。成员：任友君(簿记员)、孙东兴

(6) 立法事务部：负责人曹维鸣、胡又亮。小组成员：Kaiwing Wai、Miguel Maya、李学国、韩月

(7) 非华语会员服务部：负责人曹维鸣、茅樱。小组成员：将由曹维鸣决定

(8) 学会网站：李永明

(9) 宣传广告部：负责人刘鸣(会员通讯主编及印刷)。会员通讯编辑小组成员：曹维鸣(英文编辑)、李永明(版面编辑)、霍敬(专业

信息编辑)、曾佩君(会员来稿及生活信息编辑)、王红星(印刷发行主管)、赵丽娜(联络员)

广告事务小组成员：待决定

本会呼吁广大理事和会员根据个人专长和实际情况，积极参与以工作，有意者请直接与各部门负责人联系。

2010年4月18日（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秘书处）

[一句话新闻]

Acupunture Aids Pregnancy Depression Obstetricts & Gynecology March, 2010

一项由几所大学共同进行的随机临床研究结果表明针灸有助于产后忧郁症的缓解。
From www.tcmstudent.com

Brain Imaging of Acupuncture: Brain Effects Abstract: Brain Research February 22, 2010
由 the University of York and the Hull York Medical School 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针刺可以降低大脑内控制处理痛感区域的活性。
From www.tcmstudent.com

Acupuncture could help spinal recovery
发表在 Neurobiology of Disease 上的一项动物实验研究报告表明，针灸有可能改善脊髓损伤病人的感觉和运动功能。

Randomized, blinded, sham-controlled trial of acupunctur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romatase inhibitor-associated joint symptoms in women
with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J CLIN ONCOL), 2010 Mar 1; 28(7): 1154-60
由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一项随机假针刺对照临床研究表明针灸可有效的缓解乳腺癌患者因接受 AIs 治疗而引起的关节疼痛和僵硬。
From: www.torontosun.com

(Jing Huo)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 (ATCMS) 第一届 (2008.3—2010.3) 理事会工作报告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第一届理事会 2010 年 3 月 14 日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 (ATCMS) 第一届理事会已于 3 月 14 日圆满完成了工作任期。在过去的两年里，在广大会员的热情支持和积極

参与下，依靠全体理事的共同努力，我们顺利地按原计划推动会务工作，并完成了阶段性的工作任务，为本会的健康发展和长期稳定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更有效地推动会务工作，进一步落实本会 “民主办会、发展中医、服务会员” 的创会宗旨，我们对任期内所进行的

工作总结如下：

(一) 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会，制定本会章程：

本会第一届理事会于 2008 年 2 月以会员推荐和自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这个由 48 位有志于为发展中医针灸事业而奉献心力和时间的同

行所组成的工作团队，在 2008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章程 (章案) >>，并

根据会章选举产生了由李永明等 9 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会，负责本会的日常运作。学会章程明确规定了本会各工作人员的职责、权力、产

生和任免机制，强调以民主议事的原则推动本会的会务工作，为保证本会沿着专业化、民主化的轨道健康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二) 开展高质量的学术活动和专题讲座：

本会学术组在过去两年里共举办了 8 次大型中医学术活动 (其中两次学术活动与纽约州执照针灸医师联合公会合办) 及一次国际中医峰

会。本会还针对非华裔针灸师的实际需要，专门举办了 3 场中医专题讲座，为提高中医针灸业者的专业水平及临床技能，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工作。

(三) 承办 2008 纽约国际中医峰会：

受世界中联 (WFCMS) 委托，本会联合纽约州执照针灸医师联合公会等 15 个美东地区中医针灸团体和学校，于 2008 年 11 月 1-2 日在纽

约成功地举办了 2008 纽约国际中医峰会。这次大规模、高水准的中医针灸国际会议的圆满成功，显示出本会的实力和学术水准，极大地

提高了本会在美国及国际中医针灸界的地位和影响，并成为美东地区中医针灸界团结合作的一个典范！事实证明：唯有团结合作，才能

开创一个有利于中医针灸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和局面。在筹备峰会的 8 个月时间里，涌现出大批为峰会的顺利召开而辛勤工作的新一代中

医人，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卓越的工作能力，让我们看到了纽约中医针灸界的未来和希望。

(四) 为 5.12 四川地震和 8.8 台湾水灾举行赈灾捐款活动：

为协助 5.12 四川大地震灾民克服困难、重建家园，本会于 2008 年 6 月 1 日举办了一次地震赈灾捐款活动。通过捐款、义卖、义诊等多种

方式筹集善款 2 万余美元，全数汇往灾区，支援受灾民众。本会还于 2009 年 11 月 1 日为台湾 8.8 水灾举办了一场捐款赈灾筹款学术活

动，并将本次学术活动的净收入$1,760 通过佛光山慈善基金会捐给台湾的受灾民众。今年初，本会还鼓励会员积极为海地地震灾民捐

款。

(五) 积极参与和推动纽约州有关中医针灸立法活动：

本会作为纽约州针灸立法联盟 (NYSAC) 的主要团体之一，在过去的两年里积极参与和推动纽约州有关中医针灸立法活动。在纽约州华裔

众议员杨爱伦女士的努力下，先后于 2008 年 3 月 4 日和 5 月 21 日在纽约州议会提出了有关针灸师中药使用权等提案 (Bill No: A10143)

及工伤保险对针灸疗法给付的提案 (Bill No: A11198) 。本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联邦领域的中医针灸立法活动，于 2009 年 6 月中旬与加州

中医政治行动联盟 (CAOMA) 一起发起了推动将针灸纳入联邦健保改革法案的全国性的游说请愿活动，并配合全美中医公会 (AAAOM)

推动联邦针灸法案。本会将继续与其它中医针灸团体一道，为实现上述立法目标而长期不懈地努力。

(六) 保护中医针灸业者的专业权益：

为了阻止纽约州整脊医师 (chiropractor) 企图仿效西医染指针灸的立法行动，本会于 2008 年 4 月上旬联合纽约州针灸立法联盟、纽约针

灸学会(ASNY)、纽约州执照针灸医师联合公会、以及纽约地区的其它中医针灸团体和学校，发起和组织广大中医针灸业者给纽约州参议

会高等教育委员会的 18 位委员写信表达对这个提案(Bill No: S590)的反对意见。这一快速而有组织的行动使这个对中医针灸业者极不公

平的提案遭到否决，显示出纽约中医针灸界团结的力量及维护自身专业权益的决心和能力。 本会还组织了一个专门工作小组，有计划地

对多家医疗保险公司进行游说，以促其改变不合理的针灸给付政策，拓展针灸业者的生存空间。

(七) 参与国际性的中医针灸专业团体：

本会已加入世界中联 (WFCMS) 和世界针联 (WFAS)，正式成为这两个国际性的中医针灸专业组织的团体会员。为本会走向世界、并进一

步扩大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八) 建立严格的学会财务制度，完成联邦免税申请手续：

本会财务组根据会章规定，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财务管理、开支审批、及帐务审核制度，并认真按章执行。本会的每一分钱都应该用于

与会务工作有关的支出，这是本会领导集体的共识，也是本会对全体会员的庄严承诺！本会已顺利完成了非盈利团体的联邦免税号申请

手续，被联邦国税局批准为 501(c)(3) 类团体颁给免税号。

在过去的两年任期中，我们成功地实践了 “民主办会、服务中医” 的创会理念。这一创会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同行们所认同，为本会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凝聚力。我们高兴地看到学会工作中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愿意为中医针灸事业的发展而无私奉献的新生力量，从

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学会的未来和希望。然而，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医针灸业者的专业地位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其生存状态仍有

待于进一步改善，在推动中医融入美国主流医学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仍需要进行艰难而不懈的努力。我们寄希望于新一届的理事会，预祝

他们为学会工作再创新成绩！

美国中医药学会 ATCMS 第一届理事会 (郑灵执笔)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夏季学术讲座(英文)通知(2):

时间: 2010 年 7 月 17 日 (星期六) 1:00pm─6:15pm

(12:30pm 开始注册; 1:00pm 准时开讲)

地点: Pacific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Classroom 11 (5th floor)
915 Broadway , New York, NY 10003

讲演内容及讲演者:

1. 关于正确填写针灸医疗帐单和获取针灸医疗保险给付---葛玉兰中医师主讲

2. 腰、膝、踝关节痛症的现代西医学常见病因病理学及其独特的美国中西医结合临床经验---徐俊医师主讲

学分: 5 个 NCCAOM 继续教育学分

收费: 1.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会员: $50; 2. 学生: $50; 3. 其他人士: $80

联系电话: (212) 689-1773 (郑医师); (718) 897-8952 (郑医师)

[悬壶轶事] 按:本刊欢迎会员赐稿，同大家共享你的行医趣事，内容必须真实，不含虚构。

猴子兔子和赛狗的针灸故事

猴子被认为是同人类在基因上最接近的动物之一了。可是用猴子做动物实验，是件非常奢侈的事，一是因为成本太高，再是由于动

物伦理的约束及动物权利组织的反对，在西方医药科学研究中，只有在实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猴子做实验，而且绝对不

能有虐待行为。美国曾经有一个关于动物福利的报道，介绍如何安置做实验后“退休”的猩猩们。法律规定负责实验的公司必须为猩猩

安排足够的“养老金”，他们退休后一日三餐，住在有暖气和空调的房间里，每天晚上还有电视看。即使是这样，动物保护组织仍然不

依不饶，经常到使用实验动物的机构示威，美国许多灵长类实验动物中心都是戒备森严，以防遭遇入侵。

一次，有一位在一个国际知名制药厂做新药研究的兽医 G博士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刚刚购进的一批准备实验用的猴子身体欠佳，

表现为厌食、拉肚子、萎靡不振、活动减少。由于病因不详，而且又不能随便使用药物，因为一旦用过药物的猴子，就不能再做其它药

物实验了，所以他们一筹莫展，只好等待。不久，其中几只猴子死去了，令他们更加焦急。无奈之中，他突然想到，是否可以试一试针

灸治疗。于是就找到了我咨询，我了解了情况以后，告诉他可以尝试针刺足三里，刺激此穴位能起到增强体力和加强胃肠活动的作用。

于是，这位兽医就找来了动物针灸书籍，确定了足三里在猴在后腿上的位置，按照经络编号应该叫“胃 36”。他同动物技术员给 5

只生病的猴子先注射了点镇静剂，然后用大号注射针头代替针灸针，刺激胃 36穴位。扎完针以后，他们并没有期望什么马上的变化，就

去吃午饭了。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技术员下午去看望猴子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把笼子里的食物全都吃光了。在不到一天的时间，5

个猴子都恢复了正常食欲。

这个意外的结果令兽医和实验动物技术员十分兴奋，完全解决了困扰他们的难题。他们马上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结果，对我表示感

谢。不久，他们还将针刺胃 36穴位治疗实验猴子厌食的结果写成论文，作为治疗实验动物胃肠疾病的方法和饲养实验动物的经验，参加

了全美国实验动物会议学术交流。在论文提交大会之前，作者还特意请我审阅了他们的文章，我对针灸穴位描述的部分做了一点修改。

这位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的 G博士还告诉我，后来，他们药厂的实验动物房中的兔子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他的技术员故伎重演，使

用针灸治疗，得到了同样的效果。几个月以后，G 博士又托他太太，也是我的长期针灸病人，向我转告了另一个他的针灸“传奇”。

事情发生在美国最寒冷的地域阿拉斯加州。每年冬天，当大雪封山，那里都要举行“狗拖雪橇越野赛”（dog sled），这是在当地

影响很大的盛事，很多家庭倾巢而出观看比赛，赛事每年还为阿拉斯加吸引很多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游客，获胜者奖金也颇为可观。

狗拖雪橇越野赛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是强度极大的比赛，第一个阿拉斯加越野赛的记录创立于 1908 年，当时的极限是连续 119 小时跑

408 英里，现在的越野比赛要跑一千多英里，显然，这对于参赛狗和人的耐力都是极度的挑战。

G 博士是雪橇越野赛的爱好者，又是兽医，他连续多年但当阿拉斯加大赛组委会的兽医，为赛狗做必要的体格检查和健康服务。如

果有赛狗死亡，他还负责尸体的病理解剖分析。他的这份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需要同单位请假参加。不但他自己参加，他的女儿也作

为自愿者参加比赛的组织工作，负责狗的兴奋剂检查。

2010 年初，G博士同往年一样从新泽西飞到阿拉斯加为狗拖雪橇越野赛服务，与往年不同的是，他在过去的一年里对针灸疗法有了

新的认识。他不但用针灸成功地治疗了实验动物的病症，发表了一篇会议论文，还因为自己患带状疱疹当了一回我的病人，经针灸治疗

后取得“显著的疗效”（G 博士语），他的这些经历意外地为他的阿拉斯加之行增加了色彩。

大赛过后，在等待回程的飞机时，G 博士遇到一位参者向他咨询，他的赛狗在跑了 700 多英里后停止进食，但体格检查并没有发现

异常，怎么办？有经验的兽医都知道，在如此强度的越野赛后，赛狗出现不进食的现象并不罕见。如果是在往年，G 博士会告诉参赛者

没有什么办法，只能观察。可是这一年，他想起了针灸疗法，决定试试运气。他告诉赛狗的主人，准备点狗食，看看效果。他原以为主

人会拿点饼干之类的狗粮就行了，没想到他拿来了足足有两磅多新鲜牛肉。于是，当着二三十个围观者的面前，G 博士用注射器针头为

病狗进行了针灸治疗，所选的穴位还是他熟悉的“足三里”。当时有的旁观者摇头，表示怀疑，G 博士本身也有点底气不足，因为毕竟

是第一次。没想到的是，针刺刚刚结束，奇迹就发生了，这只久不进食的“病狗”当众吃完了两磅多牛肉。

G 博士立即成为人们的焦点，当场有记者做了采访，第二天在报上发表了针灸治疗狗不进食的故事。几天之后，G博士还接到了另一

位当时在场的兽医的电话，告诉他，这位兽医模仿他的方法也治愈了一条狗的同样病症。

在同 G博士这位兽医科学家的交流中，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很多人认为针灸仅仅是安慰剂作用，而我们

治疗动物的成功经验彻底地否定了这一观点。我现在完全相信针灸的疗效。”而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因为他的太太是我针灸诊所的

长年患者，也知道他说话的分量，因为他是公司里以科学态度严谨而知名的科学家。

（李永明）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夏季学术讲座通知(1)

时间: 2010 年 6 月 13 日 (星期日) 12:00pm─4:30pm

(11:30am 开始注册; 12:00am 准时开讲)

地点: 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一楼 (Garnet Room)
135-20 39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讲演内容及讲演者:

妇科常见病及其中医治疗

── 石永恩中医师主讲

学分: 4 个 NCCAOM 继续教育学分

收费: 1.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会员: $40;

2. 学生: $40;

3. 其他人士: $80

联系电话: (212) 689-1773 (郑医师); (718) 897-8952 (郑医师)

网站：www.ATCMS.org

Headline 最新消息

American TCM Society
14 East 34th Street, 5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6, U.S.A.
Tel (212) 689-1773
www.ATCMS.org

www.ATCM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