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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医药国际传播的价值与策略
王长青袁郦雨濛

渊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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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文章从“一带一路”
的视角，分析了中医药参与
“一带一

路”建设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传播传统文化、延续历史传统、拓宽文化内涵、重塑健康理念和缓解全
球老龄化压力，分享了中医药国际传播的案例，提出了要以文化为媒、教育为基、医药为体、生活为
“一带一路”战略。
伴加强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在全球提升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助推国家
关键词院一带一路曰中医药曰国际传播曰价值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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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袁承
载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袁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遥 中
医药学的繁荣尧发展与走向世界袁是增强民族凝聚
力尧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动力遥
2013年9月和10月袁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

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遥

一尧中医药学参与野一带一路冶建设的
意义与价值
渊一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2010年6月袁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南京

东南亚国家期间袁 先后提出共建 野丝绸之路经济

中医药大学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联合举

带冶和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渊简称野一带一路冶冤

办的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的讲话中指出院野中医药

野一

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

带一路冶目的在于借助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袁

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袁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袁也

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袁 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

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遥 冶咱员暂可见袁中医药学作

的重大倡议袁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与支持遥

路尧健康丝绸之路尧智力丝绸之路尧和平丝绸之路袁

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知识体系袁其认知度尧影响

野一带一路冶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战

力和显示度正在日益提升袁 今天的中医药学的国际

略之一遥 中医药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资源袁原

传播已经不仅仅涉及中医药学自身知识与技能的传

创的科学资源和医学技术袁理应在野一带一路冶战

播袁 而且已经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

略中承担独特的使命袁在建设野健康丝绸之路冶进

力袁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遥

程中有新的作为遥

渊二冤延续中医药的历史传统

传播是指有目的地向特定目标服务人群散播信

医学袁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袁在人类与自然界长

息袁在中医药领域袁传播重点是健康理念尧医疗卫生

期的抗争过程中孕育诞生遥公元前5世纪前后袁叶黄帝

信息或与健康相关的循证干预措施遥 在中华民族优

内经曳与叶希波克拉底文集曳构建的东尧西方生命之

秀传统文化复兴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袁借助传播学

学袁成为中西医学发展史上两座不朽的丰碑遥 公元2

的理念尧方法袁挖掘中医药学的特色优势袁将助推我

世纪袁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降生了两位医学巨人院张

国野中医药走出去冶的全球发展战略袁真正实现将中

仲景与盖伦遥张仲景叶伤寒杂病论曳以整体观念尧辨证

医药学继承好尧利用好尧发展好的重大时代命题袁提

论治为原则袁确立了理法方药系统的中医辨证体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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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伦以解剖生理尧观察实验为基础袁著作了堪称系统

升至34个袁其中德国尧意大利和日本是野现役冶的野超

的百科全书袁发端了分析还原的西方实验医学科技

高龄冶国家遥 以意大利为例袁年龄达到65岁以上约占

方法遥 回溯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史袁同时蕴含着中西

全国总人口的20%袁已成为欧洲第一大老龄国袁同时

医学的交流史袁自古以来袁中医药一直是古丝绸之路

也是继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老龄国咱源暂遥 人口老龄

商贸活动的重要内容袁自从两晋南北朝时期袁中医药

化危机对老年疾病治疗的药物需求将急剧增加袁调

开始东传朝鲜尧日本尧韩国袁远播东南亚诸国遥 隋唐

动尧整合以天然药物为主要成分的中医药优质资源袁

五代尧宋元时期袁随着鉴真东渡日本袁玄奘西行取经袁

通过野一带一路冶传播到沿线国家袁将为全球老年疾

又架设了中医药与周边国家交流新的桥梁咱圆暂袁千百

病治疗与康复打开一个新的窗口袁 达到提高老年人

年来袁中医药的传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交流

口生存质量的目的袁从而惠及野一带一路冶沿线的人

如影随行袁相得益彰遥 今天袁研究尧推广中医药的国

民袁缓解全球老龄化的压力遥

际传播是从历史中走来袁也是对历史的延续遥

二尧中医药学国际传播案例分享

渊三冤拓宽中医药的文化内涵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尧一个国家持续进步的内

当前袁中医药学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尧地利尧人和

在动力遥 几千年来袁中医药学与中华民族相伴而行袁

的大好时机咱缘暂遥 近年来袁以国内一批知名中医药大学

其本身既浸润尧熏染于中国文化之中袁同时又渗透到

为代表的机构进行了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尝试袁 为进

古代的哲学尧政治尧经济尧教育尧文学尧艺术尧民俗等方

一步实施中医药学助推野一带一路冶战略进行了有益

方面面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辉煌的印

的尝试遥
渊一冤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澳大利亚举办中医孔子

痕袁在诸多领域打上了独特的烙印遥 在悠久的中华
文明史上袁中医药文化一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推动

学院

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深化袁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医海外孔子学院的建立是中医药学国际传播

与进步袁特别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袁中医药学对人的

的桥头堡遥 中国南京中医药大学和澳大利亚皇家墨

生命尧健康与疾病的认知理论越来越得到全世界的

尔本理工大学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袁2010年6月袁在

认同袁尤其是青蒿素的发明尧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建立了中医孔子学院袁这

的突破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袁更加彰显了中医

是墨尔本第二所尧澳大利亚第九所孔子学院遥中医孔

药学技术创新的优势遥 因此袁从中西方野文明互鉴冶

子学院建立6年来袁 学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

的角度观察袁中医药海外传播与推广将有助于重构

心袁以中医药学知识和技能为载体袁以国际化教育理

文明互鉴的全球价值体系袁进一步拓宽中医药的文

念为手段袁在大学尧社区尧医疗机构中广泛传播中医

化内涵袁提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自信遥

药知识袁 为澳大利亚民众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

渊四冤重塑健康治理的新理念

的窗口袁为加强两国人民心灵沟通袁增进文化交流搭

健康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袁是一个国家和地

起了一座新的桥梁遥 在成功创办中医海外孔子学院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袁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

的基础上袁2016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又创办澳大利亚

的共同标志遥 随着社会的变迁尧环境的变化尧人们生活

中医中心袁 进一步扩大了中医药学的服务范围和社

工作节奏的加快尧人口的老龄化尧疾病谱的改变袁人类

会影响遥
渊二冤北京中医药大学创建俄罗斯圣彼得堡中医

健康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袁从而要求21世纪的医
学将从野疾病医学冶向野健康医学冶转变袁从群体治疗向
个体治疗发展 遥 中医药学对于人体特有的整体观与
咱猿暂

中心
2016年7月 野北京中医药大学圣彼得堡中医中

辩证观袁对于健康与疾病独特的认识视角袁动态的健

心冶揭牌袁标志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所获得俄法律认可

康观念袁个体化的诊疗思想袁将通过治未病和调理亚

的中医医院正式扬帆起航遥 北京中医药大学圣彼得

健康等手段袁达到未病先防袁已病防变袁促进康复袁健

堡中医中心是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与俄罗斯水务集

康长寿的目的袁重塑健康治理的新理念遥

团尧巴甫洛夫第一医科大学尧俄联邦西北医科大学尧

渊五冤缓解全球老龄化的压力

圣彼得堡大学尧 俄罗斯国家彼得罗夫肿瘤科学院合

随着全球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袁世界各国正面临

作的中医药走进俄罗斯的重点项目遥 项目旨在搭建

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遥 据统计袁到2020年袁

中医药在俄医尧教尧研合作平台袁发挥中医药独特的

全球13个国家将成为野超高龄冶国家袁即20%以上的

诊疗优势袁惠及俄罗斯人民健康袁增进两国间友好交

人口超过65岁遥 而到2030年袁野超高龄冶国家数量将

流袁是野中医走出去冶战略在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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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的历史性突破袁为中医药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赢

力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袁传承的中医思想是多元

得了先机遥

的袁中医思想体系是开放的袁中医教育模式也是多样

渊三冤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养生讲座走出国门
2016年5月袁应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的邀请袁上

的咱愿暂遥 要在过去主要面向全球中医药短期培训的基

础上袁努力通过合作或者共建的模式袁将中医药学纳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针灸科专家为马耳他

入国外大学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和学术研究的体系袁

中国文化中心的会员做了一场中医养生的讲座遥 专

在面向社会层面的短期培训基础上有新的提升遥 同

家的讲座从美国好莱坞明星的野针灸美容热冶切入袁

时袁着眼于开放的尧共享的尧创新的视角袁尝试在全球

为马耳他民众讲解针灸被广泛认可的有效性和安全

自主建立诸如野岐黄学院冶的教育机构袁设立中医医

性袁以及对养生尧美容的作用机制遥 专家在讲授的同

疗尧中药资源尧中医护理尧中医养生与康复等专业袁组

时现场演示袁用半小时教会了在场的听众如何在睡

织师资力量袁编著易懂尧易学尧易用的教材袁开展线

前进行自我穴位保健按摩以保持健康状态遥

上尧线下同步教学袁探索开展自成体系的中医药学本

2016年7月20要22日袁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和英国

西敏寺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医养生文化展在英国伦敦

科或研究生境外教育袁 培养全球中医药学的传承者
和推广人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遥

西敏寺大学举行遥 展览期间袁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师

渊三冤医药为体袁加大中医药健康服务国际影响力

分别就 野五禽戏冶尧野八段锦冶尧野经络养生冶尧野环境养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尧 潜力巨大的经

生冶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演讲与示范遥 同时袁上

济资源尧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尧优秀的文化资源

海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使者袁把具有几

和重要的生态资源袁这五种资源优势互相联系袁相互

千年历史的中医药文化带到西方袁让国外友人从展

促进袁但其主体与特色是野独特的卫生资源冶袁正如著

览尧讲座尧民乐袁以及使用脉象仪尧演示针灸智能人尧

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经认为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

制作保健香囊等互动项目中体验中国传统医学的博

是中医袁这就是从中医药的原创性所进行的推论咱怨暂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袁 我国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快速

大精深遥

三尧野一带一路冶视域下中医药学国际
传播的策略
渊一冤文化为媒袁拓展中医药学国际传播途径

的发展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 生活方式的改
变袁以及疾病谱的改变袁中医药防治疾病的优势正在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所认识和接受咱员园暂袁在这个
新的时代背景下袁我国可向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提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和世界文化遗

供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袁针

产袁中医在治未病和慢性疾病防治等方面具有简尧

对野一带一路冶国家的多发病尧常见病袁选择中医治疗

便尧验尧廉等优势与注重扶正祛邪尧心身并治等鲜

优势病种袁遴选优秀临床人才袁组织专业的中医药健

明的特色袁 中医药学已经成为在世界各地传播中

康服务医疗队伍袁开展定点巡诊尧医疗救援尧应急医

遥 在中医药学国际传播的过程

疗救助等服务袁通过实实在在的医疗服务袁让传统的

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咱远暂

中袁要加强中医学理论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袁着重

中医药学在野一带一路冶沿线深入人心袁以此加大中

研究中医药理论国际传播的有效载体袁 加快中医

医药健康服务国际影响力遥

经典理论文本的多语种翻译袁 研究如何用海外读

渊四冤生活为伴袁提升中医药学全球亲和力

者乐于接受的方式尧易于理解的语言袁讲述中医药

中医药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袁 与人们的生

故事遥

活密切关联袁体现在人们的饮食尧服饰尧建筑尧艺术等

要以文化为媒袁以承载中医药文化元素的产品尧

日常生活中遥 中医生活化尧生活中医化袁是中医药学

技术尧服务为核心袁寻求多种形式尧多种途径传播中

的鲜明特色咱1员暂袁在中医药学国际传播过程中袁要敏锐

医药理论与技能遥 要在饮食厨艺尧民俗节日尧中华武

地利用中医药独特的优势袁以生活为伴袁提升中医药

术尧地域文化尧传说神话尧传统音乐中袁植入中医药文

学全球传播的亲和力遥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袁可以高起

化的元素咱苑暂袁藉此向世界表达尧传播中医药学袁以此

点建设中医药文化元素突出的中医医疗机构尧 名胜

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和中医药学知识的世界聆

古迹尧博物馆袁规划中药材种植基地尧药用植物园尧药

听袁让世界对中国文化多一分理解袁对中医药学知识

膳食疗馆等资源袁启动建设中医药特色旅游城镇尧度

多一分认同袁促进中医药学的国际传播遥

假区尧文化街尧主题酒店袁把鲜明的中医药特色融入

渊二冤教育为基袁完善中医药国际教育体系

百姓的生活袁以此向世界推广袁向世界发出邀约袁通

教育是中医药学国际传播的基础工程和持久动

过润物细无声的生活影响和熏陶扩大中医药学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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