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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一名身上沾有鲜血和尘土的叙利
亚男孩坐在救护车内发呆的身影18日
引爆社交媒体。不少西方媒体说，这名
小男孩刚从一次袭击中死里逃生、被
吓得哭不出来，并将矛头指向俄罗斯，
称是俄方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
颇周边地区实施的空袭制造了这场悲
剧。俄罗斯国防部19日否认这一说法，
称叙反对派武装埋设的地雷或燃气瓶
才是罪魁祸首。

最揪心画面

一段拍摄于17日的视频中，这个
被医护人员指认为奥姆兰·达克尼什
的5岁男孩看上去极度茫然震惊。他眼
神空洞、静静地坐在车上，试图擦掉头
上的血，竟没有像一般孩童般的哭闹。
奥姆兰据信当时刚被医护人员从阿勒
颇市东南部卡特尔吉区的废墟中救
出，那里现由叙利亚反对派控制。救治
奥姆兰头部伤口的医生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奥姆兰又害怕又震惊，他没
哭是因为吓到了。”

奥姆兰的照片和视频再次牵动了
全球人民的心。去年，3岁的叙利亚男
孩艾兰的尸体漂上土耳其一处海滩的
照片同样引发震动，被称为难民危机
中的“最揪心画面”。对于奥姆兰的遭
遇，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也不吝同情。

“叙利亚男孩”成为美国和英国社交媒
体上的热门关键词。“可怜的宝贝。和
我孙子差不多大。我无法想象。这幅画
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一名“推特”
用户写道。幸运的是，负责救治奥姆兰
的医生随后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男孩目前已与其父母团聚。

西方媒体在报道奥姆兰命运的同
时也暗示空袭酿就了奥姆兰一家所代
表的叙利亚普通民众的悲惨遭遇。19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
申科夫出面否认西方媒体的有关报
道。“我们已多次重申，在叙利亚境内
的俄罗斯空军从未将居民区设为攻击
目标，尤其是阿勒颇的卡特尔吉区，因
为该地区与俄方新近开通的两条人道
主义救援通道相邻”。科纳申科夫强
调，通过分析照片和视频中的遇袭大
楼损毁情况可以发现，即便确有袭击
发生，也不会是空掷炮弹所致。

这是宣传战？

不过，19号出现新说法。有一些网
站披露说，这个“阿勒颇受伤儿童”的
视频可能是造假的。一些网站称“小男
孩伤势严重，工作人员不赶紧救治而
是在镜头前摆起了拍照姿势”。据称，
工作人员穿的是一个叫做“白头盔”组
织的外套。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网上
有人揭发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视频，
几乎都是按照类似的脚本。

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批评者指
出，这是宣传战的一部分，目的是为西
方国家干涉叙利亚创造“人道主义”理
由。至于这个“白头盔”组织，它的正式
名称为叙利亚民间自卫力量，听名字像
是叙利亚人的自发组织，实际上，“白头
盔”背后的组织是一个名为“危机救援”
的机构，该机构网站介绍，该组织的创
始人与现任负责人是英国陆军军官，兼
任英国外交部顾问，其专长是“通过安
全机构和民主化项目进行维稳行动”。

事实上，由于很多非政府组织的
资金都来自政府，所以独立性也成疑
问。而据网友披露，这个“白头盔”组织
的宣传资料经常造假，也不是什么中
立组织。 （新华社、东方早报）

“叙利亚男孩”涉嫌造假

故意摆拍？
借机渲染？

除了摘金夺银的奥运时
刻，凭借菲尔普斯的名人效
应，“中国火罐”（英文称之
Cupping Therapy）也意外迎来
自己的“奥运时刻”。

中国人似乎也发现了一条
新的致富之路——去给外国
人拔火罐。拔罐在西方国家的
现状究竟如何？会不会是下一
片蓝海？成都商报记者日前专
访了美国中医学院院长、美国

《国际针灸临床杂志》副主编
巩昌镇博士，以及国际拔罐疗
法协会的代理负责人杰西卡·
麦克莱恩女士，深度解读拔罐
现象背后的经济学。

火罐经济学背后

成都商报专访美国中医学院院长
国际拔罐疗法协会负责人
深度解读拔罐如何进入西方、风靡西方

打开“钱罐子”

里约奥运会让里约奥运会让““中国火罐中国火罐””成为世界级现象成为世界级现象

严格说来，火罐风靡并非源于
本次奥运会。但每一次“被关注”，都
能促进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

不少国人也跃跃欲试，去国外
开个按摩店，针灸、按摩、拔罐，是
不是很赚钱？

“毋庸置疑，拔火罐在奥运赛
场上的闪亮出现肯定会带来大众
的好奇与尝试。正如当年的针灸一
样，一种疗法以一种特殊的面貌出
现，肯定会带来一些轰动效应。”十
分看好拔火罐在美国市场前景的
巩昌镇博士理性分析道，火罐器具
的销售会有一个短期的高涨，但火
罐器具市场更是依赖于它在医学
上的广泛用途。

“毫无疑问，拔罐疗法是美国
和加拿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保健疗
法，在近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
其他保健疗法能够得到如此快速
的增长，而且受到公众和保健从业
者的认可。”麦克莱恩说道。

“如今，如果在一个城市或城镇
里找不到一家提供拔火罐疗法服务
的地方，那将是极不寻常的。”麦克
莱恩称。她从未看到拔罐行业增长
速度减缓的迹象，事实上“我们期待
它能加速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寻求侵入性更小、更为天然和
有效的治疗方式。”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需要理性
对待“火罐热”。相对更为广阔的西医
市场，中医传统疗法的“蛋糕”还非常
小。也有不少西方医学权威认为，这
类传统疗法“缺乏科学证据、没有通
过临床试验”。因此，这类疗法的前景
容易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

此外，普通中医师要进入西方
国家行医，还需要获得资格，也要具
备语言能力，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

>125125美元美元（（约合人民币约合人民币829829元元））
纽约、华盛顿等地高级诊所拔罐价格

>9595澳元澳元（（约约合人民币合人民币483483元元））
布里斯班诊所首次火罐理疗价格

>4949英镑英镑（（约约合人民币合人民币426426元元））
伦敦中医诊所首次火罐理疗的价格

>5050欧元欧元（（约约合人民币合人民币370370元元））
德国普通诊所的价格

>4545美元美元（（约约合合人民币人民币298298元元））
美国消费较低地区的价格

>100100~~200200阿阿富汗尼富汗尼（（约合约合人民币人民币11~~2020元元））
阿富汗大多数人不富裕，中医火罐收费不高，甚至减免
附属产品附属产品：：火罐套装火罐套装 2020欧元欧元

现象

拔罐火了。
火到西方国家的普通

老百姓，纷纷到中医馆等提
供东方医学服务的地方，要
求体验“拔火罐”。火到美国
的医疗从业者们在病人的
需求下，不得不加快学习并
试图拿到相关资格证书。拔
罐行业，乃至整个中医行
业，都感受到了这股前所未
有的巨大兴趣和热情。

巩昌镇博士也深深感
受到了“奥运效应”。就在

“飞鱼”使用拔火罐消息播
出后第二天，美国中医学院
的电话铃声就响了。“电视
台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学院
的医生为电视观众讲解和
演示中医‘拔火罐’。”学院
的各诊所也接到了许多病
人的电话，要求提供“拔火
罐”服务，有些老病人还要
求增加拔罐治疗。

“第二天的新生招生会
上，每位参观我们学校的
人，都希望体验一次拔火
罐。好几位女性在拔完火
罐后，带着血印高高兴兴
地 离 开 了 。”巩 昌 镇 博 士
称，这和以往的情况大相
径庭。“以前我们总是向医
生们建议小心使用火罐，
使用时要反复向病人解释，
让他们不要担心拔罐后的
紫泡和血印。”

国际拔罐疗法协会代
理负责人麦克莱恩女士，也
为这次拔火罐的风靡而欣
喜异常。“我们拔罐器具的
生产合作商 EarthSpa R&D
销量增加超过8倍。”

麦克莱恩称，事实上直
到2004年以前，无论从准确
度上还是从可行性上而言，
美国和加拿大的拔火罐培训
都是非常有限的。“拔火罐主
要由针灸师以及东方医学医
生来为病人操作，前者通常
在学校中只接受 4～6 小时
的培训。”随着西方人越来越
习惯拔罐、接受治疗后，从业
者们也出现了一个快速增长
期。公众兴趣的快速提升，进
一步形成良性循环，使得拔
罐出现整体增长。

“过去 10 年时间里，美
国和加拿大人对拔罐的整
体兴趣增长了 20 倍。”麦克
莱恩说道。如今，按摩师、理
疗师、职业临床学家、医疗
医师、注册护士、脊医，甚至
连牙医都在使用拔罐这种
减压法来提升他们对顾客
和患者的服务。

据麦克莱恩表述，拔火罐最早是
伴随着早期移民一起来到的美国。来
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移民到美国时
随身携带拔罐器，他们通常在家中或
社区拔火罐。

但问题随之而来——移民的孩
子们在拔罐后去上学，或者到医院或
健康诊所就诊。从未见过拔罐留下血
印的老师及医生护士们，误以为孩子
们受到家庭虐待而进行上报。儿童保
护局扣押了孩子，并阻止父亲母亲见
孩子，还控诉他们犯了虐待儿童罪。
麦克莱恩称，类似案件频繁发生后，
学校和医院等最后进行了培训，也终
于理解拔罐是什么，以及这些血印数
日后便会消失的事实。

拔火罐、刮痧乃至针灸等东方医
学最初在美国遇冷，和近代西方现代
医学发展有关。“1800年代后期，西方
医学界强力推行了一种全新的医疗
科学模式，强调医学要集中于治疗人
体内部发生的疾病变化，而非流于外
表。这一‘高级’模式使得西药和手术
成为贯穿于西方医学的一种可接受
治疗手段。”麦克莱恩称，由于拔火罐
被认为是“表层性”治疗，因此不被接
受。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人们教育
程度的提高，对有效医疗方式也有了
更多选择，因此传统医学的浪潮重新
卷土而来，人们也开始对这种独特而
有效的疗法感兴趣。

巩昌镇博士说，拔火罐是随着针
灸进入美国的，而针灸进入美国有一
个美好的传说。1971年7月9日，《纽
约时报》大牌记者兼专栏作家詹姆
斯·莱斯顿到中国。他在北京患上了
阑尾炎，随后进行了中医疗法。莱斯
顿写下了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
在北京的阑尾手术”的文章，刊登在
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的头版。
成都商报记者在当天的报纸头版上，
的确找到了这篇文章。

“这么一篇报道，在中美恢复对
话的背景下，引领了美国针灸时代的
到来。针灸是中医进入美国的龙头，
针灸来到美国，其他各项中医治疗技
术也随之而来，其中就包括拔火罐。”

据巩昌镇博士称，到目前为止，美
国4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有专门的针
灸立法，为针灸师发放营业执照。拔火
罐都被列入针灸医生的适用范围内。

“目前美国大约有3.5万中医师（针
灸师）。美国东西两岸的中医（针灸）最
为发达，也聚集着大量的针灸师和中医
师。”巩昌镇博士介绍称，这些中医师/
针灸师绝大部分独立个体营业，也有部
分受雇于医院。美国共有 65 所针灸与
东方医学学院。一项最新调查数据显
示，从2002年到2012年，美国成年人使
用针灸从1.1%增加至1.5%，也就是说美
国有500万人口在使用针灸疗法。一些
人也尝试拔火罐。

关于拔火罐的收费标准，各地略有
不同。巩昌镇博士介绍称，美国针灸是病
人到中医诊所的标准服务，每次针灸治
疗费用从60美元（约合398元）到120美
元（约合796元）不等。“在大部分针灸中
医诊所里，如果病人是专门来拔火罐，那
么收取的费用一般如同一次针灸费用。
如果为病人提供针灸时也增加拔火罐，
有些医生会另收费，有些则不额外收费。”

他说，相对西医药物和手术疗法，
这些医疗服务的费用还是很低的，而目
前美国为病人报销针灸费用的医保公
司也在增加。2012年有25%的医保公司
为病人支付这部分费用。

麦克莱恩则表示，拔火罐的价格要
看病人所采用的是哪种类型的拔罐技
术，还要看次数和时长等。如果可以报
销，拔火罐的价格是基于拔罐套餐，而
如果是非保险报销目的的拔火罐，则基
于单次治疗收费或根据时间长短来收
费。举例来说，由按摩师提供的普通拔
罐治疗根据人口和区域的不同，通常每
小时收费价格在45 美元（约合298 元）
至125美元（约合829元）之间。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一家诊所的火罐
理疗价格是85澳元（约合人民币432元），
时长为45分钟～1个小时，如果是首次理
疗，则需花费 95 澳元（约合人民币 483
元）。英国伦敦的一家诊所网站显示，首
次火罐理疗费用为 49 英镑（约合人民
币 426 元），随后每次 39 英镑（约合人
民币339元）。

奥运效应
火罐销量增8倍

溯源
从冷遇到风靡
花了40多年

生意
收费比西医低
单次最高800多

●美国
美国46个州和
华盛顿特区为
针灸师发放营
业执照，拔火
罐在适用范围
内。65所针灸
与东方医学
学院，也有火
罐教学。

小罐子里的

世界世界
版图版图

英国●
火罐疗法19
世纪传入英
国。目前中医
诊所在开展
火罐理疗服
务。英国针灸
协会还专门
提示，拔火罐
并不痛。

●德国
几乎所有中
医诊所都可
以进行“拔火
罐”治疗，一
些自然疗法
诊所、大型医
院及康复中
心、水疗场等
也提供“拔火
罐”服务。

●阿富汗
喀布尔Matab
医院设有中医
科，由中国医
生坐诊，拔火
罐和刮痧都受
当地人欢迎。

小罐子里的

生意生意
门道门道

●加拿大
加拿大各种康复中
心、职业运动团队，
甚至戒毒项目都在
提供拔火罐服务。

评估一下评估一下

去国外开个按摩店
可以吗？

中医传统疗法容易受到西
方舆论的影响，在西方国家
行医，需要获得资格、具备
语言能力、了解文化差异

每一次“被关注”，都能促进行业
迎来一次快速增长期

但，

一名身上沾有鲜血和尘土的叙利
亚男孩坐在救护车内发呆的身影18
日引爆社交媒体

火罐
漂流史

拔火罐最早
进入西方，
是伴随着早
期移民去到
美国等地

移民们随身携带火罐，通常是在
家中或社区拔火罐。移民的孩子
们在拔罐后会去上学，或者会到
医院或健康诊所就诊，外人开始
看见这一现象

拔罐留下的血印让老师及
医生们，误以为孩子们受
到家庭虐待而进行上报，
就像电影《刮痧》上出现的
一幕那样

类似案件频繁发生后，
学校和医院等最后进
行了培训，也开始理解
拔罐是一种中医特殊
疗法

近几十年来，随着教育程度提
高，以及明星、运动员等对传
统医学的青睐，西方人开始对
拔罐疗法感兴趣。直到本届里
约奥运会，拔罐更是掀起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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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游泳运动胜地澳
大利亚布里斯班，
不少中医诊所都
在开展火罐理疗。

巩昌镇博士 美国中医学院院长、美国
《国际针灸临床杂志》副主编

杰西卡·麦克莱恩
国际拔罐疗法协会代理负责人

去哪个国家开诊所最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