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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旅美医学博士贺双腾，18年来为乡亲们义诊4万余人次； 今年初，他
毅然放弃高薪、暂别妻儿，回老家双峰县创办非营利性中医康复医院———

只为乡亲不再“看病难”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威群

4月27日23时30分，窗外已一片寂静，双峰县双腾中医康复医院依旧灯火通明。
医院2楼门诊室内，61岁的贺双腾正在给78岁的彭寿春看病。没有现代仪器，只是传统的“望闻问切”。15

分钟后，贺双腾便对彭寿春的病情了然于胸。很快，十几味中药的名称、用量跃然纸上。
来不及喝口水，贺双腾嘶哑着喉咙，继续为当天的第52位患者诊治。此时，门外还有5名患者候诊。
“贺医生太累了！虽然号已经排到9月份去了，可每天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赶来找他看病。贺医生不忍拒

绝病人，只好自己加班加点。”诊室外，双峰县委组织部科技特派员、贺双腾医生的助理罗潜潜心疼地说。
贺双腾到底是何许人？

从乡村走出去的旅美医学博士

几次三番的预约采访， 都因病人太多而取
消。几番周折，记者才如愿采访到了在双峰家喻
户晓的贺双腾。

满头银发，衣着朴实，还有点显老……记者眼
前的贺双腾，一点也不像旅美归来的医学博士。

可他聊起哪种疾病开什么处方时的神采飞
扬，对药房680多味药材药性、药理的倒背如流，
又让记者觉得医学博士对他而言是实至名归。

“其实刚学中医那会，我对中医也没兴趣，
觉得古医书枯燥得很。半年后，我对中医有了一
定的了解，才开始感兴趣。几十年来，中医已融
入我的骨血， 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贺双腾说。

1957年出生于双峰县花门镇新民村的贺双
腾，高中毕业后，因为语文成绩好，被公社卫生
院选中成为一名中医学徒，从此与中医结缘。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贺双腾报名参考，
却因身体原因没有考上医学院。直到1979年，他
才被邵阳市卫生学校录取， 成为一名医学专业
的学生。后来，贺双腾又相继考取了湖南中医药
大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的硕士、博士，毕业后曾
在省中医药研究院、湘雅医院工作。

2000年，为了开阔眼界，贺双腾选择赴美国堪
萨斯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留美从医，妻
子和孩子也相继在美国定居。他回国前，系美国退伍
军人事务部堪萨斯城医疗中心中风研究室主任、高
级研究员、博士后导师，其《人体死后大脑细胞的存
活时间》等多项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影响较大。

“在美国，他拿的薪水挺高的，买了两套别
墅，别墅前面有花园，后面有游泳池，很漂亮。”
贺双腾的母亲、今年83岁的陈秋兰说，自己曾被
儿子接到美国住过一段时间，那里条件优越，可
惜自己适应不了。

在美国，不仅有高薪、别墅，还有自己的实
验室，贺双腾为何选择回老家办医院呢？

小山村里出了一位医学博士， 这在当时
可是大新闻。

贺双腾每次休假回老家探亲时， 十里八
乡的村民都赶来找他看病。而他，只要有人找
上门，不管多晚多累，从不拒绝。

“每年一两次的休假探亲，他基本都在家
里义诊，门都没怎么出过。”陈秋兰说。

18年来， 贺双腾为乡亲们义诊4万余人
次。

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 大多与贺医生不
熟，不好意思让贺双腾免费诊治，于是每次来
看病时，带点自家的鸡、鸭、蛋、腊肉等土特产
留在贺双腾家堂屋当诊费，一人这么做，后面
的人也跟着这么做， 堂屋几天就被堆得满满
当当。

贺双腾不愿意收患者的土特产， 又没法
拒绝。正苦恼时，有患者就说干脆我们出10块
钱的问诊费，土特产就不带了。贺双腾拒绝多
次，可有些患者非要放5块、10块钱在桌上。贺
双腾也不知道是谁放的，无法退还，只好要母
亲买些茶叶、水果什么的放在桌上给患者吃。

有些村子一个患者被治愈后， 往往带着
同村的患者组团前来。

2015年的一天，因就诊者太多，贺双腾忙
完时，已到了凌晨。他刚准备休息，却听到门外
有哭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刚看完病的5位老
人。因为没地方住，又饿又累，有一个老人急得
哭了起来。

“安顿好那5位老人家后，我就有了在老家
县城办医院的想法。” 贺双腾说， 每年回来探
亲，虽然能帮一部分人看病，但毕竟时间有限，
而且又是乡里，交通食宿都不方便。

贺双腾想回老家办医院的想法，得到了双
峰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双峰县委组织部
将贺双腾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来，并指派干事
罗潜潜为县委组织部科技特派员，兼任贺双腾
助理，为他开办医院提供支持和服务。双峰县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也积极配合，把原来的老办
公楼腾出来，作为医院场地。

2018年初， 贺双腾暂别了定居美国的妻
子、孩子，婉拒了省内外大医院的“橄榄枝”，自
带资金和技术回老家双峰县，创办了双腾中医
康复医院。

医院挂牌那天，贺双腾很兴奋，他说：“奋
斗了大半辈子，现在能落叶归根，为家乡的百
姓服务，很高兴！”

双腾中医康复医院从3月份开张以
来， 贺双腾医生的预约号已超过4000
个，接诊患者1000余人次。

4月22日，尽管医院门口告示牌上贴
着“本周专家门诊号已预约完”的告示，
但还是有不少人从外地赶来。停车坪里，
停着不少湘潭、邵阳、长沙甚至北京牌照
的车，有的人在这里等了三四天了。

贺双腾的医术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为什么这么多患者闻讯而来？

在医院2楼的住院部，刚拿着化验单
回病室的陈家珂告诉记者， 他是邵阳市
人，清华大学材料学硕士，一年多前被诊
断出肾炎，曾在北京几家大医院诊治过，
药也吃了不少， 可尿蛋白指标就是降不
下来。 偶尔听人说， 贺双腾医生医术了
得，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了，没想到才
吃到第10副药， 指标就下降了一个点，
“我觉得再吃几副药， 应该就可以痊愈
了。”

“贺医生不仅医术好，开的药也便
宜，十几副中药才二三百元钱，而且疗
效好。” 衡山县白果镇的赵光明告诉记
者，他这次是来复诊的。吃了贺医生开
的一个疗程的药，他腰椎间盘突出的症
状已明显好转。临走时，他不忘对记者
说：“这样的好医生，一定要好好宣传宣
传。”

虽然是非营利性医院， 为了维持正
常运转， 双腾中医康复医院还是对前来
就诊的患者收取50元的挂号费， 医院药
房的药也是低价出售。 遇到家庭特别困

难的患者， 贺双腾还会减免挂号费和药
费。

今年初， 贺双腾偶然得知自己的小
老乡、11岁的佩佩7年来照顾患病母亲的
故事，深受感动。原来，佩佩1岁时，父亲
重病去世；4岁时， 母亲彭花兰又得了神
经系统疾病。因付不起高额的医药费，母
亲只好在家卧床保守治疗， 佩佩主动挑
起了照顾母亲的重担。

贺双腾决定对彭花兰进行免费救
治。从今年3月起，不管多忙，贺双腾每月
都会抽出时间， 上门为彭花兰扎针、义
诊， 每周都会安排医院康复科医生上门
为彭花兰免费理疗。 在贺双腾及医院医
生的治疗下，彭花兰的身体好转不少，直
夸贺医生“妙手仁心”。

湖南中医药大学原正校级督导员蒋
士生， 是贺双腾请来帮忙的。 每周四早
上，蒋士生坐高铁从长沙赶来双峰坐诊，
看完病人后，晚上再乘高铁返回长沙。他
告诉记者，他来医院帮忙，纯粹是被贺双
腾那份对家乡的热爱、 对治病救人的执
着所感动。“其实很多高校、 大医院都想
请贺双腾去，而且待遇好、工作环境好，
还轻松，可他偏偏选择回老家办医院，很
不容易。”蒋士生说。

而贺双腾因为有了正规的工作和医
疗场地，更是心无旁骛地看病、做研究。
虽然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身体也有些透
支， 但他很开心：“能让家乡的百姓花最
少的钱看病， 一切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
得的。”

4月23日，
贺双腾在巡查
病房与病人交
流。 熊玲 摄

“奋斗了大半辈子，现在能落叶归根，为家乡的百姓服务，很高兴”

� � � � “能让家乡的百姓花最少的钱看病，一切
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中多建交 水到渠成
北京时间5月1日，中国和多米尼加签署建交联

合公报，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 多米尼加各界认为这是水到渠成、
大势所趋的一件大事。

多米尼加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大经济体，
在地区事务中有着重要影响。 中多交往源远流长。
华人很早就来到多米尼加生活和工作，为多米尼加
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4月，中方在圣多明
各设商代处。2005年11月，多方在北京设商代处。目
前多米尼加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中国已是多米尼加第二大进口商品来源国。

多米尼加外长巴尔加斯表示，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交是多米尼加向前迈出的正确而重要的一步。

一年前，中美洲重要国家巴拿马宣布和中国建
交。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迅速，为两国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前不久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事实证明，巴拿马
与中国建交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
关系准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任何国
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

中多建交， 向世界再次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且势不可挡。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独”永远是死路一条。

中国和多米尼加正式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翻
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所说，随着中多建交，中国在拉美多了一位守
望相助的好朋友，多米尼加在发展振兴道路上有了
一位互利合作的好伙伴。同中国建交，将为多米尼
加自身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为1000多万
多米尼加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福祉。

当前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 今年1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成
功举行。这次会议实现了中拉新时代跨越大洋的又
一次牵手，开启了中拉整体合作的新篇章。

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国家远隔千山万水，但双
方人民传统友好情谊和交流合作热情并未因此减
弱。“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人们有理由相信，
中多建交将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 “交响曲”
增添更强的音符。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5月1日电）

符合时代潮流
在建交联合公报中，多米尼加共和国

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据此，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
湾的“外交关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
究员阮宗泽说，多米尼加承认和承诺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不设任何前提条件地同中
国建交， 符合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符
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据悉， 中多建交公报在北京签署前，
多米尼加发布总统公告，宣布承认一个中
国原则， 与台湾地区断绝所谓“外交关
系”。多米尼加外长巴尔加斯1日在北京表
示，多米尼加将不再与台湾发生任何形式的
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1971年10月， 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
决议，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
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前驻墨西哥、阿根
廷、厄瓜多尔大使曾刚说，决议确认的一个
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公
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近年来，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
拿马等国家纷纷与台湾地区断绝所谓“外交
关系”，与中国恢复、建立外交关系。

建交水到渠成
中多交往源远流长。1993年， 中国和多

米尼加签署了互设贸易发展办事处的协议。
“两国建交水到渠成， 双边关系从此翻开了

新的历史篇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研究员、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刘玉琴说。

多米尼加政府法务顾问弗拉维奥·达
里奥·埃斯皮纳尔在总统府召开的记者会
上说，这一决定“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量并
通过与政商各界广泛协商后做出的，是基
于多米尼加人民的需求和对未来的展望
而做出的”。

阮宗泽说，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得到了多
米尼加的认同，巴尔加斯外长也谈到了多米
尼加赞赏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

合作前景广阔
专家表示，中多建交将进一步释放双方

合作潜力，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益，为中拉整体合作注入新动力。

目前，中国是多米尼加第二大进口商品
来源国，多米尼加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第二
大贸易伙伴。 去年中多贸易额达到18.71亿
美元，同比增长10.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米尼加
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最大经济体，近年
来两国经济都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建交后，
两国可以对接发展战略， 加强互利合作，更
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刘玉琴说，相信建交后
将有更多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

据了解，多米尼加对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意愿强烈。专家表示，双方可在基础
设施、旅游、电力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优
势互补。 （据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新华时评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专家谈中国和多米尼加建立外交关系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
尼加共和国1日上午签署建交
联合公报，决定自公报签署之
日起,两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

此间专家认为，中国和多
米尼加建交是大势所趋、人心
所向。这标志着两国关系翻开
了新的历史篇章，将进一步释
放合作潜力，给两国人民带来
更多福祉。

� � � � 5月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多米尼加共和国外长巴尔加斯签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新华社发

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位于加勒比

海大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伊斯帕尼
奥拉岛东部，东隔莫纳海峡与波多
黎各相望，西接海地，南临加勒比
海，北濒大西洋，面积为48734平
方公里，人口约1065万。

多米尼加原为印第安人居住
地，1496年西班牙人在岛上建立
圣多明各城，成为欧洲殖民者在美
洲的第一个永久性居民点，1844
年2月27日独立，成立多米尼加共
和国。1930年，特鲁希略发动军事
政变上台， 实行长达30年的独裁
统治。1965年，多米尼加被美国出
兵占领，1966年恢复民主政体。此
后，革命党、基督教社会改革党、解
放党分别执政。自2004年起，解放
党连续执政至今。

旅游业、 出口加工业和侨汇
是多米尼加经济的主要支柱。多
米尼加主要出口蔗糖、 可可、咖
啡、烟草、服装和金、银、镍铁合金
等，进口石油、燃料、食品、机电产
品和化工原料等。

目前， 中国已是多米尼加第
二大进口商品来源国。 据中国海
关统计 ，2017年中多贸易额为
18.71亿美元，同比增长10.3%。
中方主要出口合金材料、 化工制
品、摩托车零部件、通讯设备和食
品等，进口铜矿石和医疗器材等。

1993年10月， 中国和多米
尼加签署互设贸易发展办事处协
议。1994年4月，中方在圣多明各
设商代处。2005年11月，多方在
北京设商代处。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4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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