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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
中医如何面对经济衰退

感谢郑欣、李惠、史劼医生等许多人的努力，召集了六十多位本会会员及家人和朋友，让大家有机会在宾州 Split
Rock 山庄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其间，我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亲身体会到什么是“同舟共济”。星期六早上，大
家去湖边划船消遣，在各种游船中，我同郑灵医生选择了一种叫 Kayak 的双人小舟。二人穿上了救生衣，一前一后坐在只
有一人宽的细长小船里，各自手拿一把双头的船桨，用力一撑码头的木桩，小船便离开了岸边。到了湖心，我问郑灵他是
否划过这样的船，回答是：“没有”。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为了怕他紧张，我没告诉他，故作镇静，心想，反正我会游
泳，但他好像不会。
面对溺水的恐惧，我俩很快就摸索到了在 Kayak 上生存的要领。二人必须配合默契，将重心放在船中央，上身不
能左右摇摆，划桨的动作更要一致。尤其是当附近有机动船掀起大浪时，一定要将船头调转，正对波浪，否则，我们坐下
的小舟随时都会将我们掀翻水中。但只要掌握这些要领，二人协力挥桨，小舟的速度很快，我们很轻松地超过了稳坐在
“大船”上踏水的陈大志和王洪星医生，还对岸上观火的“夫人兵团”戏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百年不遇的经济衰退起于华尔街，殃及东西方，迅速波及全球，各行各业无一幸免。最近很多中医师和针灸师都
感觉到，门诊量不比从前，经济收入有所下降。尤其是对于开诊所时间不太长的医生来讲，举步艰难，甚至生存困难。经
济衰退虽然对中西医都有影响，西医因有保险支付，情况要好一些。但比起股市、房市、车市，医疗行业还算幸运，人总
是要生病的，毕竟生命的价值要高于一切。经济不景气也不全是坏事，物价低廉、雇员稳定、房租合理，还会有更多时间
用于学习和进修，甚至涉足另一个领域。
《医学针灸杂志》（Medical Acupuncture）的主编 Niemtzow 博士最近撰文，也谈针灸师如何面对经济衰退。他虽
然没有什么仙丹妙药，但提醒大家，针灸业已经生存了数千年了，不会随着经济萧条而消失。相反，针灸现在已经不仅是
“中国制造”而是“世界制造”。他提倡针灸师不应该仅把同行们看成竞争对象，还应该意识到同行之间的情感。经济衰
退使我们的“气”有所消耗，我们要善用针灸来调节阴阳，不仅只会治疗疾病，还要热爱我们的家人、患者、同行。有了
这种团结和热爱，针灸业的发展一定会既往开来。看来，西方人也能从中国针灸术中悟出人生的哲理，而能做到这一点的
医生应该离“上工”不远了。
的确，再高明的专家也不能为当前美国经济的沉疴开出立竿见影的妙方，但是，只要我们中医界坚信自己的理
念，调整对策，团结互助，同舟共济，度过经济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李永明）

中国评出首届国医大师
经过评选和专家投票，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了 30 位行医 55 年以上的专家“国
医大师”荣誉称号，国医大师将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在中国尚属首次。名单和单位如下：
王玉川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绵之 北京中医药大学，方和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邓铁涛 广州中医药
大学，朱良春 南通市中医院，任继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苏荣扎布（蒙古族） 内蒙古医学院，李玉奇 辽宁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李济仁 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李振华 河南中医学院，李辅仁 卫生部北京医院，吴咸
中 天津市南开医院，何任 浙江中医药大学，张琪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张灿玾 山东中医药大学，张学文 陕西中
医学院，张镜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陆广莘 中国中医科学院，周仲瑛 南京中医药大学，贺普仁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中医医院，班秀文 广西中医学院，徐景藩 江苏省中医院，郭子光 成都中医药大学，唐由之 中国中医科学
院，程莘农 中国中医科学院，强巴赤列（藏族）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裘沛然 上海中医药大学，路志正 中国中医科
学院，颜正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颜德馨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9 年度会员费通知：每位会员每年 50 美元。没交会费会员和有意入会人士，请开支票付给 “ATCMS”
寄往：American TCM Society，14 East 34th Street，5th Floor，New York，NY 10016。 会员登记表: www.ATCMS.org

应对经济衰退：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 (ATCMS) 初夏学术研讨会简介
继今年二月和三月连续两次成功举办学术活动之后，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定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１日在法拉盛喜来登
大酒店举办本年度的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学术组和秘书处为本次会议进行了周密的准备。根据对本会会员的问卷调查，如
何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式下开拓针灸中医市场，如何有效获取针灸医疗保险償付，已成为大多数会员关心的热点论题。的
确，我们当中不乏医德医术兼备的优秀医师，但很多人却在为病源不足和频频被保险公司拒付而烦恼。为帮助大家解决这
一现实问题，我们将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定为：
1. 针灸醫师如何有效地利用 NCCAOM 認證來开拓市场和推动相关立法；
2. 关于正确填写针灸医疗表格，获取针灸医疗保险償付的知识与最新信息。
我们荣幸地请到了 NCCAOM 执行主任 Betsy Smith 和 NCCAOM 公关市场部主任 Mina Larson 来主讲第一部分。Smith
女士是拥有 30 多年经验的资深政府公关专家。近八年来，她成功地提升了 NCCAOM 在州立法机构和专业委员会的地位，
最近又参与通过了肯塔基州和密西根州的针灸立法。Smith 女士还曾为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移民局等部门制作多种教育培
训影像制品。Larson 女士來自加州﹐有多年工作經驗。目前主持 NCCAOM 公关和传媒事物。她们将以生动的方式传授与媒
体互動的经验，介绍通过媒体展示自己的专业和扩大市场的技巧，讲解如何游说州立法机构来提升针灸中医专业地位。她
们还会具体指导如何撰写新闻稿，如何接受采访，如何吸引媒体，如何涉足政坛。她们带来的众多实例将为与会者提供实
习的场景。
第二部分由本会理事葛玉兰針灸中医师主讲。葛医师于 198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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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执照针灸师工会、纽约针灸学会等；曾受聘于多家医院和公共卫生机构，现任皇后医院针灸部
資深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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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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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付的技术细节。葛医师将在本次活动中为与会者讲解申報保險償付的一般知识
和填写表格的细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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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最新代码。
我们每一位针灸中医师都在努力为社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都有权利要求得到相应的报酬。但是申報保險償付需要一定的
知识和技巧，需要熟悉相应的规则和法律，否则一个严重的错误会危害到其针灸执照和专业前途。
欢迎与会者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和实例与演讲者进行讨论，提高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
“好酒不怕巷子深，巧借春风传香醇”。相信我们这些扁鹊、华陀的后裔也不乏诸葛孔明的智慧。希望大家充分利用
本次学术活动来更新知识，交换信息，增强开拓事业、保护权益的能力，在经济危机中找到机遇，为中医针灸事业闯出一
块新大陆。
（刘明 学术组）

News & Views
Alternative Medicine in Health Care Reform 替代医学在医保改革中的角色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 100 天回答提问期间， 有针灸师询问总统对替代医学在保健体系中作用的看法。 奥巴马回答说：“ 我的态度是我们
应该采用有效的治疗方法。我认为科学研究已证实针灸在减轻某些疾病方面， 例如偏头疼或其他一些病痛方面， 是很有效的， 或者至
少不比其他更有破坏性的治疗方法疗效差。
我会让科学来指导我的决策。
Acupressure Eases Radiation Nausea in Cancer Patients: 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April 2009
针灸穴位按压可减轻接受放疗病人的恶心
在最近出版的 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中，有研究显示，在接受 针灸穴位按压治疗后，有 23.8% 的接受化疗的病人表示
恶心减轻；同时， 只有 4.8% 的接受西医疗法的病人报道恶心症状减轻。
Physicians Divided on Impact of CAM on U.S. Health Care
对 700 位美国西医的最新的调查显示， 有 36%的美国医生认为补充和替代疗法对医疗体系有负面影响， 有 35%的西医认为有正面的影
响， 20%认为没有影响。其中， 59%的被调查者认为针灸对一些疾病是有疗效的。
(Jing Huo)
幽默说笑
老中因为有了英文名, 闹的笑话可不少。有位姓牛，偏偏英文名叫 Ben，所以他就成了“笨牛”。另有位姓蔡，英文名叫 Paul, 所以他就
成了“泡菜”。还有位姓朱，偏偏起了英文名叫 Bacon（熏肉/培根），所以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熏肉猪”。
（王洪星）

脑筋急转弯
1. 麦当劳和肯德基哪个大？ 2. 西瓜和椰子砸到头哪个痛？（猜中有奖 请带着答案和姓名在下次的学术活动时交史劼 ）
老美学汉语
约翰对中国方块字满有兴趣，略知一二。从中国访问回来后对他的华人朋友说：“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很不谦虚。“为什么？”他朋友感
到惊讶。“大街上，我看到许多大招牌，都是自我炫耀，比如：中国很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很行…..他把“银”看成“很”了。

ATCMS News & Views
李永明：中医药临床研究的十大学术难题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 年 5 月， 29(5):389
摘要： 在中医西进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临床研究难题，其中当前最关键的十大学术难题为：（1）针灸穴位的特异性的证明；（2）针灸手
法特异效果的证明；（3）安慰剂疗效在中医疗法中的作用；（4）中医辨证施治的优越性的临床证明；（5）中药质量控制和剂型的现代化；
（6）中药临床安全性和毒性的分类和分级；（7）应用随机双盲试验证明中药复方对治疗和预防疾病或症状的有效性；（8）中西药物相互作
用的研究；（9）西医诊断、化验、检验在中医辨证和辨病中的应用；（10）现代中医临床行医的最佳模式。对于这些难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
无疑将会促进中医被科学界和西方社会的接受。

会员园地 Members Forum
会员心声
值此春暖花开生意复苏之际，非常荣幸在会员园地与前辈师长同仁分享一些开卷有益的心得。我记得念书时与同学交流对针灸业的前景与发
展趋势，大家在同样的老师和同样的教学环境下，共同学习与分享，互助互乐，但每个人也有不同的理想与追求，回想起来，可真是学作医
生的路途上共尽甘苦，付出的努力与艰辛只有过来人才能了解与体会。毕业后，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帆风顺，前途无量，也是个人头上一片
天。不论是否有开业，是否继续深造，还是另谋高就，好象大家都挺接受现实，同学与朋友的生活习惯还是照旧，只是从此多了中医师或针
灸师的头衔，只是原来同步的教学进程不再继续，开业也各有先后，地点也分散不同区域。近两三年来，发现针灸诊所有如雨后春笋般比比
皆是，有以中医为主，也有联合开业，也有与其他医科分租的形式，尽管保险的給付对针灸师远不如西医及其他另类医师（比如整脊师）的
普及，但社会的认同（包括美国各裔及亚裔）明显好过若干年前，且接受的程度也有普遍提高，有些病人甚至不愿意去看西医吃西药。作为
接受现代科学文明教育的中医师，我们有义务与责任，教育病人务必接受常规西医体检，有助给病人比较完整与客观的专业辅助治疗方案。
病人来求诊的类型也很丰富，有来治病的，包括内科与外伤科，做预防的也有来做维护及养生的，医生的临床经验如此积累也就比较丰富，
有的时候感觉诊所好像一个小全科，只要我们的治疗与保健上让客人起到有质与量的改善效果，病人就会象小喇叭或活动宣传电视车一样到
处帮我们宣传，确实对我们的职业有很大的认同与赞美。虽然每个职业与行业都有乐与苦，想来 WORD OF MOUTH 是对我们针灸师最大的
鼓励与成就感。
如果我们针灸师及中药师能珍惜自己的称号，洁身自爱，尊重师生同仁，各类医师与科学知识，珍爱病人，重医德，想必此行业将开创一个
新兴的前景。目前，针灸及中药在美国能落地生根，专业教育学院与医院专科门诊及私人诊所遍布全美多数州与城市，我们同仁同学能完全
独立开业与接受病人，使中华民族的五千年传统医学文明瑰宝得以传扬与改良，将是人类未来文明的延续。
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以此文与大家分享心得，并互勉。也借此会员园地，向所有传授过并悟道的师长以表感谢。

（茅樱）

生命之美--母亲节杂感
来美多年, 感恩节一直是我心目中偏爱的节日。 但是今年,尤其是五月十日的母亲节,让我有了新的感受。
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不少独生子女的母亲曾说我是有勇气的妈妈。一点不难理解,身为职业针灸医师,同时要教养孩子,是有操劳的一面,但更有
喜乐的一面; 每当看到孩子们的成长进步,身为母亲的我,有一种生命真美好的幸福感。母亲节这天,我自然也享受到做母亲的独特礼物: 首先是
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大女儿的电话问候; 几乎同时,收到年少儿子的一盆红花绿叶的植物（他说用他的零花钱在学校里买的）; 下班回到家中，年
幼的小女儿的紧紧的搂着我的脖子，一声娇嫩的呼叫，一个甜蜜的亲吻, 还有他们亲自做的贺卡,在 Super mom 的字样后面,一行 you are the
world best mom 让我感动......
这天下午,带小女儿去参加了美国华裔妇女商会主办的服装秀, 那么多女士，不论青年，中年，老年，个个都穿着漂亮时髦的服装，还有各种
色彩的传统中式旗袍，虽然都是临时排练业余的，但是每个人都神采奕奕，走得有模有样，显得非常自信自豪， 更可贵的家庭亲子组，年轻
的母亲带着水仙花似得小女儿，或牵着帅气的小儿子，史劼医生刚刚参加工作的女儿特地从外州赶回来和她并肩走台，穿同色的黑礼服，一
样的红旗袍，更显母女情深，十分靓丽动人。还有的是与先生一同走秀;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 60 多岁的女士与她 93 岁的母亲的走秀, 女儿掺
着妈妈，妈妈跟着女儿，是那样的优雅,怡然,喜乐,年迈的母亲,紫裙黑色披肩，轻描娥眉，淡扫腮红，活得健康,长寿, 有品味,有尊严, 面对这样
的长者, 能不感受生命之美吗?
母亲节,让我联想到生命, 看到生命的美丽, tell us the truth of life, 是的,人活在世上, 要倍加珍惜生命，让生活丰富多彩! 所有的点点滴滴,我感受
到的温馨之情及女性之美,对母亲节有了更新一层的感受!母亲节也同样成为我心目中偏爱的节日。
（陈丽华）

会员资讯
招聘：招聘全职针灸师一名, 在 Bronx No-fault clinic 工作, 一周 5 天, 详情请电(917)376-6886, Dr.Xu；招聘针灸推拿师一名, 在
Brooklyn 泌尿专科诊所工作, 请电(917)340-2855, Dr. Wang.
替工：本人目前在 Bronx No-fault clinic 工作, 将于 6 月 8 日至 6 月 19 日休假, 有意临时替工者请电(347)251-8831, Dr.Li.
分租：曼哈顿中城针灸诊所, 交通方便,寻求分租,每周三天, 有意者请联络 Mr. David, Email to: DAVIDLj2001@ aol.com

会员园地 Members Forum
2009 年 5 月
不必谦虚! 不必客气! 会员园地属于我们学会大家庭的每一个工作的园丁。她期盼您的参与，表达您的心声, 加深彼此的感情, 促进事业的交
流。 让我们一起构建这样的平台, 一起培育这样的花园, 一起热诚地祝愿她吧!
注明: 会员个人的观点表达及建议内容不代表本刊及 ATCMS 的观点
联络人： 王洪星（917）340-2855 wanghongxing_99@yahoo.com 传真: (212) 750-4848

◆ 经验交流:

“三通法”与脑性瘫痪的临床研究运用
脑性瘫痪主指因脑血管病变、脑外伤、脑肿瘤及脑炎等疾病造成肢体不同程度的瘫痪或伴有思维、语言，视力、吞咽等功能的障碍。笔者在
多年临床中历经数千例不同类型病案,总结中西医各长,得出经验创立“三通法”针灸治疗脑性瘫痪,获得优良效果。
一． 何谓“三通法”： “三通法”即为头皮针法、神经刺激法、经脉循导法三结合的治疗方法。
一通：以疏通脑部血流、血氧循环、修复和提高脑功能,以头皮针法为主,又称“通血循环之路”。
二通：刺激神经丛，神经干，激发兴奋冲动，通调神经功能，以神经刺激为主，又称“通神经之路”。
三通：疏通经络，运行气血，濡养周身，强筋壮体，以经脉循导法为主, 又称“通经脉之路”。
二. “三通法”治疗特点及方法：本法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现代医学理论相结合,各取所长,标本同治。使脑性瘫痪者在减少致残率，
提高疗效及治愈率，保持康复后的健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 头皮针法，通血脉之路：
该类患者多因脑血管病变，脑外伤、脑肿瘤及脑炎等疾病造成脑组织细胞坏死、萎缩、梗塞、缺血、水肿等。根据中医“百脉皆通于脑”以头
针四神聪开窍醒脑及焦氏头皮针的运动区、感觉区、语言区等为主，施以震颤手法交替使用，旨在脑部的血循环，提高脑组织氧分压，改善
病灶周围细胞的营养，促进脑组织修复。通常留针 3-8 小时。
2. 神经刺激法，通神经之路：
脑性瘫痪，通常是中枢神经的下行纤维对脊髓运动神经元的作用减退或消失。虽然瘫痪的肌肉不能随意运动，但是如果给瘫痪肌肉某种刺
激，仍可以激发脊髓反射中枢 1 肌肉屈肌反射。故依神经生理学原理，针刺在特定的神经丛或神经干上，可以通过脊髓的初级运动中枢兴奋
瘫痪的肌肉，同时通过反复刺激来兴奋大脑的高级运动中枢，帮助恢复和重建正常的反射弧。故在患者脊髓的脊神经、坐骨神经、腋下神经
丛、正中神经、腓总神经、胫前神经等施于一定的刺激量，激发神经传导，兴奋肌肉群。
3. 经脉循导法，通经脉之路：
基于中医经络循环无端内联脏腑外络肢节的学说，以针灸疏通经络、调理气血、强壮身体。瘫痪症多属于 “痿证” 范畴，痿即四肢不用之
意，据 “痿证独取阳明”则取多气多血阳明之经，所属脾胃有后天之本所称，又主宗筋，“阳明虚则宗筋纵”， 宗筋纵则不能束骨利关节，
说明阳明经与四肢的关系，肌肉四肢的正常活动必须受阳明经气的充养始能发挥作用。故主取阳明经穴在始穴承泣及尾穴厉兑和主穴足三里
等留针 30-60 分钟，施以平补平泻手法，以交通和阳明经交会的经脉。然以不同的病况辩证施治在其经络上选穴针之。如肝旺痰壅者加丰
隆、曲池，气血不足者加合谷、三阴交。使之经脉疏通，气血流注，濡养周身。
三. “三通法”治疗脑性瘫痪的临床观察
1. 一般资料；共 200 例病案，男性 123 例，女性 77 例，年龄 23--82 岁，病程 3 天--1 年半；其中脑血管意外 174 例，脑外伤 16 例，脑肿瘤 4
例，脑炎 6 例。随机对分为常规针法的普通组 100 例，和以“三通法” 治疗的实验组 100 例，15 次为一疗程，观察三个疗程。
2．疗效标准：
痊愈：瘫痪肢体功能正常，生活能力恢复，完全独立自理。
显效：瘫痪肢体的肌力提高三级以上，语言能表达，生活大部分自理。
有效：瘫痪肢体的肌力提高三级以上，部分生活靠别人帮助。
无效：治疗后无任何改善。
3. 疗效结果
类别
分组
普通组
实验组

痊愈
20
29

显效

有效

无效

改善时间

32
37
11
7-35 天
40
27
4
3-21 天
比较：治愈率提高 9%，总有效率提高 10%，改善时间提高 35%

百分比
88%
96%

临床案例：S.Gil-Costa,女性,24 岁,西班牙人.右脑室顶叶 2.5x3.5cm 肿瘤, 致左侧肢体瘫痪一月余,上肢肌力 0 级, 下肢三级。经“三通法”治疗一疗
程后，上肢肌力二级, 下肢五级。三个疗程后，上肢肌力五级, 下肢正常。继续巩固治疗，半年后全部恢复正常。三年后随访，无复发，并已
完成学业参加工作。
（纽约瘫痪病康复中心 鲍正莹医师）
医案共享：数月前我诊所竟来了个爱滋病患者，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反应敏感。西裔男性 58 岁，同性恋，双腿软弱无力，行走

困难，需人扶持，骨瘦如柴，面色苍白，呃逆不断，咳声阵阵，喉中痰鸣，时常呕吐，不思饮食，舌嫩红而干，苔大部剥脱，
脉微弱。我辩其证为阴衰气弱，肺胃衰败。平生第一次遇治此病，内心不免也十分紧张。针攒竹、膻中、中脘、髀关、足三里
等穴，留针 25 分钟。呃逆立止，针后便可自己行走，三次后咳逆诸症均大减，共治两个月，病情稳定，饮食恢复，如常生活，
复要求提高其性事能力。通过本例的回顾，再次体会到针灸的伟大灵验。对此类病人，不一定多针，但其后要特别消毒。
（王洪星）

会员园地 Members Forum
时 事 话 题
有感于中药防治猪流感所引发的争论
自今年 4 月份以来，北美地区暴发猪流感(又称甲型 H1N1 流感)，疫情自墨西哥迅速向美国和加拿大蔓延，并开始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一时间，世人惊恐万分，谈“猪”色变。
中国国家卫生部于 4 月 29 日发布了《人感染猪流感诊疗方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5 月 8 日发布了《甲型 H1N1 流感中医药预防方
案(2009 版)》，提出了以中药防治甲型 H1N1 流感的处方。此后，中国各地方医疗部门，也纷纷提出各自防治甲型 H1N1 流感的验
方，各中药厂家抓住良机，推出各种防治甲型 H1N1 流感的所谓“特效”中药产品，以期大发其利。由于中药对于甲型 H1N1 流感的防治
效果尚未经现代医学研究及临床实践的检验，在缺乏客观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这种过度宣传的商业行为已引发争论，饱受质疑和批评。
中药能否防治甲型 H1N1 流感，这个结论有待于将来的医学研究结果加以证实。然而，根据中医数千年治疗类似病症的经验，对甲型
H1N1 流感病人，用一些中药方剂进行治疗，也值得一试。医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在安全的前题下对一些疾病试行治疗，并从中获得
经验，这符合现代科学的精神。但作为中医专业人员或中药厂商，应本着实是求是的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使用中药并评估疗效，避免
过度宣传。否则，将使中医失去社会的信任，进而影响中医专业人员的整体形象。
作为在美国的中医专业人员，我们每一位成员对促进中医融入美国主流医学社会都负有使命。只有自觉地维护中医专业人员的整体形象
和信誉，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被主流医学和社会大众所尊重和接受，否则，中医势将难免被边缘化的命运！值此经济衰退时期，中医业
者的生存问题尤为严峻，但我们决不能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通过过份地夸大或盲目地渲染中医药的疗效来招揽病人，自毁形象，断送
生路！顺便提醒：在未经科学研究证实的情况下，FDA 禁止业者向消费者宣称中药或保健品能预防或治疗疾病。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为传统民族医学对人类健康所作出的贡献而自豪！我们带着祖先留下的医学和文化遗产来到了这块新土地上，并籍
此谋生，我们有责任爱护她，并让她在这里顺利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我们以此共勉！
(郑灵)
 家庭故事

同孩子做知心朋友
孩子象春天,每天都充满着希望。每个父母都费尽心血培养孩子,希望他们能自信自立，在这个竞争社会有能力面对挑战，有个幸福的未
来。中国父母尤其是这样，常常以孩子的成绩来决定奖赏，为了赢过别人考上某个重点高中，甚至在孩子经过努力而没有达到时仍批评
责备孩子。在美国这么激烈竞争中，许多有智慧的人才在一起竞争有限机会，孩子成绩很可能不理想，心情也可能不愉快，怎么办呢？
我的体会是：与孩子做朋友，伴着孩子，教其学会如何面对挑战和失败，学会即使成绩或能力竞赛比不上别人，仍能保持乐观心情和积
极态度，做一个有价值进取的人。在心理上要疏通教导孩子懂得宽容, 懂得忍耐,即使孩子在学校受同学排挤,老师不公平对待,保持稳定
心理不会受委屈或愤怒而走极端。在孩子遇到挫折时,父母应该听孩子的诉说，即使再忙碌，也要多倾听,多问候,让孩子建立自信心,不
会在乎外界评价及考试成绩高低,自己去面对困难及学会自我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突发而来的挫折痛苦, 仍要培
养和建立孩子每天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我来美六年半后，儿子壮壮（Jon）八岁才与母亲来美，一句英文都不会讲，我们三口之家愉快生活整整一年，壮壮妈妈意外在地铁站滑
倒，五天后在医院去世。面对突发难以想象失去亲人的痛苦，虽然我和姐姐住在一起，但我既是父又是母，既要舒解自己失去亲人的痛
苦，又要安慰培养教育孩子，给孩子树立榜样，有什么事情都和孩子一起商量，听取孩子的意见。
壮壮（Jon）从小养成了独立个性,性格开朗;想到爸爸的辛苦,他就加倍努力学习,我也放弃所有周六周日工作,和孩子一起学习,陪孩子学
钢琴,为孩子写钢琴笔记,每个音符强弱大小,对曲目理解感受, 壮壮用自己的情感去弹琴,抓住人心,旋律的展铺重复中感受震撼和美丽,
纯洁来自于悲伤的洗涤,寂静是澎湃过后的安宁,真正的悲伤是美丽的,它化成优美的旋律,永恒而圣洁。
去年，正值孩子在申请大学，我母亲病危,我急忙飞回国内处理后事。我只能与儿子保持电话和 Email 联系。孩子长大成熟, 他理解我这
个父亲难辛不易, 没有爸爸姑姑全心支持他很难成功,壮壮一直清楚自己的追求,我也非常放心让他去逐梦。
壮壮五岁开始学琴,都是由母亲陪着,他对音乐有特殊理解喜爱,每天写过作业一定弹两个小时琴，常年不懈，一直坚持至今。壮壮在申请
大学的作文里写他五岁学琴手足合奏, 写了他对音乐曲目[Clair de Lune]的领受，回忆母亲当时对他的教诲, 写他在弹奏这首曲目的主
旋律中, 悲伤的情绪得到宣泄,在破碎的心里绽出美妙的梦想。壮壮写完后交给学校教导主任审阅，认为是一篇感情真实，非常动人的文
章，相信这么好的文章一定是他申请大学材料里的重彩之笔.. 此时我在国内，读后让我感动流泪, 我为人父，用自己的勤奋作榜样。如
今，没有白培养孩子,孩子用自己的辛勤努力给了父母最好的回报,孩子将一圆自己大学梦,也让我的梦没有破碎。壮壮现已被宾州大学录
取了。我工作很忙,不象其他家长能陪同孩子一起去参观学校,孩子理解我, 那天清晨，他像个男子汉一样，肩背书包，自己乘火车，转
公车，辗转 150 多哩去学校注册,办理了一切入学手续。让我心头升起一股自豪和为儿子骄傲！
壮壮用自己的情感重新写出自己音乐梦[Clair de Lune]。机会往往只留给勤奋努力，准备充分的人。我非常感谢学会老师和同学们这么
多年来对我和儿子的关心照顾!谢谢大家!
（孙东星）

Headline 最新消息
ATCMS Seminar：
中医如何应对经济衰退：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夏季学术讲座通知
时间: 2009 年 6 月 21 日 (星期日) 11:00am─4:30pm
(10:30am 开始注册; 11:00am 准时开讲)
地点: 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七楼 (Gallery Room)
135-20 39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讲演内容及讲演者:
1. 针灸师如何有效利用你的 NCCAOM 证书开拓市场和推动相关立法？
──NCCAOM 执行主任 Betsy Smith 和公关部主任 Mina Larson
2. 申请针灸保险给付的有关知识与最新信息
──本会理事葛玉兰针灸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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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 学生: $40;
3. 其他人士: $80
联系电话: (212) 689-1773 (郑医师); (718) 897-8952 (医师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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