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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中国的针灸近来在
美国快速发展。美国一项新法
案首次将针灸疗法纳入其中，
要求在一年内对针灸的镇痛效
果进行评估；一项新研究也显
示，美国的针灸师数量比 20年
前增长了257%。

针灸在美国尚未进入主流
医疗体系，被看作是一种补充
或替代疗法，常被称为“针灸和
东方医学”。近年来，由于美国
阿片类止痛药物滥用与成瘾危
机日益严重，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等机构在寻找控制疼痛
的非药物疗法，针灸因在镇痛
方面的潜力逐渐受到重视。

在立法上，美国总统特朗
普 24 日签署的代号为 H.R.6
的法律，旨在减少美国人对阿
片类药物的使用，其中提到要
在一年内评估针灸、医疗按摩
等镇痛方式的效果。这是针灸
首次进入美联邦法律文件。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
《医学补充疗法》杂志上发表的
论文说，美国50个州中的47个
州，还有华盛顿特区都已通过
立法让针灸合法化。

在实践上，针灸已在美国
快速发展。《医学补充疗法》所
刊登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美国有执照
的针灸师数量比 1998 年增长
了257%，达37886名，相当于每
10万美国人中有 11.63名针灸
师。针灸师数量名列前茅的州
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
佛罗里达州等。

据介绍，在美国还有 62个
经认可的在办针灸学校，共开
展了100个项目。

美国全国健康访谈调查项
目 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
国1538万成年人使用过针灸。

针灸在美国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它在镇痛等方面展示出
的潜力。美国国家补充和综合

健康中心官网在对针灸的介绍
中说，针灸可能有助减轻腰痛、
颈痛和骨关节炎疼痛，也有可
能帮助减少紧张性头痛发生频
率并预防偏头痛。

对于针灸的安全性，该网
站说，只要由有经验的、受过培
训的针灸师施针，针消过毒，总
体是安全的，但不当施针能引
发严重副作用。

该网站也表示，对针灸究
竟如何作用于身体和大脑，如
何评估针灸的效果，还需更多
研究。有证据显示，患者预期
和信念等诸多与施针无关的因
素可能也在缓解疼痛中发挥了
作用。

如果针灸的效果能在此次
美国联邦法律所要求的评估中
得到确认，针灸将有可能进入
美国的医保体系，迎来进一步
发展的时机。

据新华国际

针灸在美国快速发展

叙利亚国家博物馆 28日重新
开放。这座位于首都大马士革的
博物馆因内战关闭了6年多。

路透社评述，国家博物馆重新
开放标志叙利亚政府寻求国家恢
复正常。

部分开放
叙利亚国家博物馆副馆长艾

哈迈德·迪卜说，国家博物馆 28日
重新开放部分区域，“我们将展览
一些手工艺品，代表从史前开始的
各个时期”。当局将寻求“为博物
馆全部区域重新开放作准备”。

叙利亚政府官员、外国考古学
家和文物修复专家 28日出席开馆
仪式。

叙利亚国家博物馆位于大马
士革市中心，1920 年创建，2012
年、即叙利亚陷入内战后第二年关
门，但一直用作叙利亚古迹和文物
管理总局办公地。

博物馆“谢客”6年多，但它的
花园一直对外开放。最近几年，随
着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大马士革
的势力逐渐减弱，一些雕塑在花园
内展出。

保护文物
法新社报道，叙利亚全国有超

过 700处历史遗址，但许多在内战
开始阶段遭摧毁、破坏或者劫掠，
包括叙中部古城台德穆尔（又名巴
尔米拉）。

台德穆尔古城位于大马士革
东北大约 215公里，是一座古罗马
风格遗址，有 2000多年历史，1980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5月，台德
穆尔失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随
后炸毁巴尔沙明古神庙和城内标
志性建筑凯旋门等古迹，杀害一名
八旬文物专家。所幸失守前，当地
博物馆的文物已经转移，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文物损失。
从 2012 年开始，叙利亚当局

为保护文物和古迹，将大约 3万件
博物馆藏品和古代手稿转移至秘
密地点保存，防止它们受炮火、洪
水和偷盗者侵扰。

叙古迹和文物管理总局局长
马哈茂德·哈穆德说，从反政府武
装和极端分子手中夺回遗址控制
权后，叙利亚政府军及其盟友累计
挽救9000多件文物。

意义非凡
叙利亚政府军 2016 年 3 月收

复台德穆尔，今年春天收复包括东
古塔地区在内的首都周边地区。
那以后，政府军南下打击西南部德
拉省的反政府武装。西北部伊德
利卜省如今是反对派在叙境内最
后一处主要落脚点，也是一些极端
武装控制的最后一块主要地盘。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叙利亚政府军
在俄罗斯和伊朗军事支持下已经
收复将近三分之二国土。

对参与复原石雕文物的波兰
专家巴尔托什·马尔科夫斯基而
言，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有标志
性意义”，“当生活开始恢复正常，
我们开放博物馆”。

叙利亚文化部长穆罕默德·艾
哈迈德 28日告诉媒体记者：“重新
开放国家博物馆向外界释放真实
信号，叙利亚还在这里，她的遗产
没有受恐怖主义影响。”

“今天，大马士革恢复（正常）
了。”艾哈迈德说。

叙古迹和文物管理总局前任
局长马蒙·阿卜杜勒－卡里姆说，
叙利亚需要数年、投入大量财力才
能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开放博物馆，

“当全国所有博物馆都重新开放
了，我们就可以说，叙利亚危机结
束了”。

据新华社

叙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

澳大利亚媒体发布最新民
意调查，显示不满意澳大利亚
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执政表现
的民众首次超过满意者，令莫
里森所获个人支持率降至“负
值”。

就民调结果，莫里森 29日
说，他会专注对澳大利亚而言

“重要的事情”。

不满意者众
据《澳大利亚人报》刊登的

数据，相比政治对手、反对党工
党党首比尔·肖滕，莫里森仍是
调查对象倾向于选择的总理人
选，但这一支持率优势缩小为
8 个百分点。43%的调查对象
支持莫里森任职总理，35%选
择肖滕。

不过，作为现任总理，莫里
森所获满意度不高。44%的调
查对象不满意莫里森的执政表
现，这一数值高出满意莫里森
群体 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莫

里森 8 月就任至今，首次得到
“负分”。

另外，在执政联盟与反对
党工党“二选一”的情况下，执
政联盟所获支持率不敌工党。
46%的调查对象支持执政联
盟，54%选择工党。

此前，执政联盟在 20日举
行的悉尼市文特沃思选区联邦
众议员补缺选举中，丢掉一个
关键议席，不再占据众议院多
数席位。对执政联盟而言，这
意味着今后只能争取独立议员
支持，才能在议会推动立法和
躲过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表
决。

不在乎民意？
就民众给出的“负分”，莫

里森 29 日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时说，这是所有政治家都可能
遇到的问题，他不会因此“分散
精力”。

“起床以后，每天都可能遇

到这样的事，”莫里森说，“我会
继续做我认为对澳大利亚而言
重要的事情。”

莫里森经由党内“逼宫”上
台，执政党自由党为“内斗”付
出代价。今年 8 月，自由党举
行议会党团投票，选举时任国
库部长莫里森为新一任党首和
政府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
尔失去总理职务，8 月 31 日向
联邦众议院递交辞呈、放弃议
员身份，脱离政坛，触发文特沃
思选区联邦众议员补缺选举，
导致执政联盟失去众议院多数
席位。

莫里森政府正因澳大利亚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所设
收容所难民状况承受压力。联
合国官员本月中旬指出，难民
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澳方必须
担责。在澳大利亚国内，民众
示威不断，要求转移收容所内
儿童。

据新华社

满意度民调 澳大利亚总理得“负分”
韩国国防部 28日证实，韩国、

朝鲜和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司令
部”联手核实板门店共同警备区解
除武装情况，没有发现异常。

共同警备区是板门店的正式
名称，在地图上呈类圆形，以朝鲜
战争军事停战委员会主会场等建
筑为中心，方圆大约 800 米，半岛
军事分界线从中穿过。警备区距
韩国首都首尔大约一个小时车程。

朝韩两方和“联合国军司令
部”人员 26日至 27日联手核实解
除共同警备区武装的落实情况。

韩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经联手核实，三方直接确认……
共同警备区内所有解除武装步骤
如实实施。我们确认，共同警备区
自 1953年设立以来首次成功实现
解除武装。”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 9月 18日至 20日在
朝鲜首都平壤会晤，其间签署“9·
19”军事协议，约定 10月 1日开始
在共同警备区和朝鲜半岛非军事

区内的铁原郡箭头山高地清除地
雷。

韩联社报道，根据“9 · 19”协
议，扫雷作业 1 日启动，20 日结
束。朝方确认排除 5枚地雷，韩方
没有发现地雷；撤除共同警备区内
哨所、撤出兵力和武器的作业 25
日结束。朝方撤除 5个哨所，韩方
撤除4个。

韩国国防部说，确认解除武装
后，三方将磋商设立新的军事哨
所，以管理共同警备区以及重新调
整监视设备。

根据朝韩商议的方案，一旦共
同警备区解除武装并完成后续程
序，韩朝民众及他国游客每天上午
9时至下午5时可以在这片区域内
自由走动、穿越朝韩军事分界线。
朝韩双方将各自在那里驻守 35名
不携带武器的士兵。

按照韩方的说法，上述目标有
望今年年内、最早下月实现。

据新华社

板门店共同警备区解除武装获确认

图为中医师在美国社区举办义诊活动。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