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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 42 岁的加拿大籍歌后席琳·迪

翁是当今世界乐坛的无冕皇后。其持续

一年多的不孕症治疗和五次人工授孕

（IVF）的失败受到了全世界无数歌迷和

媒体的密彻关注。2010 年 5 月 30 日，席

琳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公布一个出人意料

的消息 ：“ 她已怀上了双胞胎十四周，正

在其刚落成的佛罗里达豪宅中待产”。第

二天，魁北克省销量最大的法文蒙特利

尔日报（le journal de Montreal) 以“张爱

娜医生，梦幻组合的重要一员”（La Dre 

Aina Zhang, un membre important de la 

dream team）为题，用一整版的版面对张

爱娜做了专题报道。

助席琳·迪翁(Celine Dion)
怀上双胞胎的梦幻医疗小组之重要一员

——访魁北克省中医保健中心张爱娜针灸师

一时间，这则新闻成了众人茶余饭后谈论的

焦点，而用针灸帮助乐坛天后成功受孕的加籍华

裔针灸医师张爱娜也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和极

大的关注。人们为中医的神奇而感到惊喜，更为

张医师精湛的医术而感到不可思议。根据现代医

学统计数据，一个 42 岁的妇女，在经过连续五

次 IVF 失败之后，其第六次 IVF 成功的几率非

常渺小。而席琳不仅在第六次 IVF 后成功受孕，

Photograph by Gérard Schachmès

而且怀的是三胞胎（注：其中一胎在数周后自然

消失），这怎能不令人称奇呢？

临机受命 挑战极限

张爱娜于 2010 年 2 月底通过她以前医过的

一位患者茱莉·西德 （Julie Snyder）认识了席

琳·迪翁，并应邀加入其治疗团队“梦幻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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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很开心。” 这对双胞胎“星二代”一出生便

引人注目，而帮助席琳受孕的“梦幻组合”再次

受到人们的热捧。席琳的“梦幻组合”治疗团队

共有 4 名成员。身为针灸师的张医生表示，针灸

疗法并不只是起到令人放松的作用，还能起到改

善卵子质量，提高卵子数量，增强子宫供血。这

也是为什么在受精卵转移植到子宫的过程中，针

灸医生要为患者施针的主要原因。张爱娜此次用

针灸帮助席琳·迪翁成功受孕，对整个中医和针

灸行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她介绍说，在做 IVF 时，从受精卵移植到

着床的过程相当复杂，保证受精卵着床成功率一

直是个难题。由于针灸可以改善子宫与卵巢的内

环境，让子宫内膜良好成长、发育以保证内膜的

厚度和质量，从而提高移植过程中受精卵在子宫

内膜上的着床率。尤其是受精卵移植前后做两次

针灸，效果更加显著。另一方面，从中医的角度

讲，针灸可以调和阴阳，调节患者的内分泌系统，

缓解 IVF 过程中的紧张情绪和减少其副作用，从

而提高患者的受孕率。

不懈努力，终有所成

张爱娜与医学的缘分要追溯到其童年时代。

“文革”期间，身为广州外语学院的教授，张爱

娜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了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不到

十岁的张爱娜也跟着父母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了

农村。在那里，她度过了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岁月。

从小就生活在广州的她，第一次接触到农村

广阔的天地，那里的山山水水，草木虫鱼，无不

让她感到新奇，引发她浓厚的兴趣。置身于大自

然的怀抱，她尽情地释放着自己活泼快乐的天性。

很快，她就和周围的农村娃打成了一片，小伙伴

常常带她去山间采集中草药，不知不觉中，天资

聪颖的她认识了不少中草药，并逐渐记住了一些

常见草药的药性和用途。

“文革”结束后，全国恢复高考，张爱娜于

1977 年考入广州中医药大学。在学校，她对自

己要求极为严格。有志者，事竟成，五年后，她

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留任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茱莉·西德是魁北克省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和主

持人，亦是席琳的商业伙伴和闺房密友。数年前

茱莉·西德因几次 IVF 失败后接受了世界闻名的

麦吉尔大学生育中心主任陈医生 （Dr Seang-lin 

Tan）的提议，在最后一次 IVF 过程中来到张爱

娜的诊所（Clinique Sinocare Inc.)，求助于针灸

疗法，从而使其成功诞下女儿罗密（Romy）。从

此后，茱莉成了爱娜最著名的“推销员”，常常

在不同的场合，向患有不孕症的亲友和同事夸奖

爱娜的医术和针灸的神奇。爱娜也不负所望，短

时间里，茱莉的公司内就多了数位“针灸婴儿”

（acupuncture babies).

当茱莉·西德得知席琳正计划做第六次人工

授孕后，便竭力向她的好朋友推荐了张医生。当

时席琳刚在一年中经历了连续五次失败的 IVF，

身体和精神条件都不好，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

力，因为对于她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尝试

了。在席琳决定要用针灸并和爱娜取得联系时，

离席琳在 IVF 中的取卵期已经没几天了。临危受

命，爱娜果断地取消了她预定的假期，从新安排

了诊所工作，在席琳做 IVF 前后的两周时间内一

直陪伴在她左右，每天为她做针灸，按摩和食疗。

2010 年 3 月 22 日，席琳人工受孕成功后，她送

给张爱娜一张自己全球巡回演唱的 DVD 作纪念，

上面题道：“谢谢你，张医生。针灸是一项奇妙

的医术，而您是一位神医”。

在这以后张爱娜为席琳进行针灸治疗的七个

多月里，她每周一至周五在自己的诊所里为众多

的病人看诊，周六一早飞往佛罗里达为席琳针灸，

周日早上还要再做一次治疗后才能在晚上赶回到

蒙特利尔。那段时间里，张医生的工作压力非常

大，没有一个周末可以休息。整个治疗过程不仅

是对她医术的极度挑战，而且也是对她的体力和

耐力的严峻考验。但一想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

让席琳怀上一对健康可爱的宝宝，和这个事件对

中医事业的影响，她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2010 年 10 月 23 日，席琳在佛罗里达当地

时间上午 11 点 11 分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婴。

其发言人称：“席琳、赫内 (Rene，席琳·迪翁的

丈夫 ) 和他们的孩子查尔斯 （Rene Charles）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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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院工作。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

1986 年，她又考取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妇

科专业的研究生，师从当代中医妇科泰

斗罗元恺教授，有幸成为其关门弟子。

1989 年，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

出国热潮，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很多

人纷纷选择了移民海外。经过短暂犹

豫，张爱娜也毅然放弃国内刚刚起步的

事业，选择移民加拿大。当时初来乍到，

张爱娜碰到了一系列难题。由于语言问

题，她找工作也曾屡屡受挫。但这种前

所未有的困境并没有击垮她，为了尽快

适应新环境，她放弃了所有的休闲娱乐，

坚持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英语和法语，

白天则打零工。餐馆收银员、保险经纪

人，与别人合资开小店等等，她都一一

尝试。在异国他乡，她学会了放下面子，

放下过去的辉煌，一切从零开始，保持

平和的心态。

付出总有回报。在生活渐渐稳定，

语言沟通也越来越流畅时，张医生参加

了魁北克省针灸管理局举办的针灸执照

考试。由于基础扎实，事先准备充分，

她轻松完成了笔试，并一次性通过了口

试，成功获得了针灸师执照。1995 年，

经过多年努力，张爱娜终于成立了自己

的诊所，并行医至今。创业之初很艰难，

但靠口碑相传，慢慢积累，终于获得了

大家的信赖。在其坚守执著、十多年如

一日地精心耕耘下，她的事业得以迅速

步入正轨。

推广中医 不遗余力

回首当年创业之路，可谓崎岖坎坷。

为了让当地人更了解针灸和其帮助受孕

的功效，张医师曾化费了很大的精力写

信联络魁省多家不孕专科诊所的负责

人，但那些信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北美民众和医务

人员对针灸并不熟悉，而中医也一直游

离在主流医学和主流社会的边缘。在异

国他乡，面对冷酷的现实，爱娜毫不气

馁。她立足自我，努力钻研中医技术和

理论，提高疗效，以高超的临床疗效来

说服那些对中医和针灸持怀疑态度的患

者和有关的医务人员。

基于大多数患者对中医和针灸了解

不多的现实，张爱娜非常注重与病人的

沟通：在绝不贬低其他疗法的前提下，

她常常向病人列举中医和针灸的特色和

疗效，如：整体治理及辨证施治，而非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既能治病也能防

病；无副作用；疗效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能治疗慢性病和各种疑难杂症，等等。

近年来针灸的疗效得到了较普遍地认

可，张医师个人知名度也不断提高，越

来越多受益的病人开始信赖针灸，爱上

中医。

尽管近年来通过各方努力，中医在

北美洲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其

科研经费不足，政府政策不明，其前景

仍不十分明朗。张医师如今已功成名就，

Clinique Sinocare Inc.
Aina Zhang 张爱娜

4177 Decarie Blvd. Montreal, QC H4A 3J8

Tel: 514-483-6669 Fax: 514-483-6999

ainazhang@sinocare.ca

www.sinocare.ca

Aina and James in cru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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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仍孜孜不倦地为提中高医地位奔走

呐喊，积极推动中医迈入主流，以便为

更多的患者提供安全，有效和廉价的医

疗服务。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她全身心地

投入临床实践，决心用疗效来证明中医

的优势。事实胜于雄辩，经过多年的不

懈努力，她治好了很多疑难病症，使很

多人都被她高超的医术和中医的神奇所

折服。麦吉尔大学生育中心主任陈医生

经常向张医生推荐许多西医治疗效果不

好的病人，并邀请她在麦基尔大学生殖

中心作了针灸治疗不孕症的专题讲座。

2005 年 10 月，陈主任还邀请她参加了

在麦吉尔大学举行的第 10 届世界生殖

生育研讨大会，张爱娜有幸作为唯一的

一位中医专家在大会上发言，向全世界

从事生育研究的学者们介绍中医在受孕

中的重要疗效。现在，来诊所就医的患

者有 95% 都是西人，其中 30% 以上的

不孕症病人都是由西医不孕专科诊所推

荐而来的。

作为特邀嘉宾，张爱娜于 2010 年

10 月在魁北克省针灸管理局的年度大

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与会者反应非

常热烈， 很多同行都为她精辟的见解，

个人的成就和对针灸事业的贡献表示

钦佩和感谢。今年 4 月，她将应魁北克

省针灸管理局的邀请，举办一个用针灸

治疗不孕症的专业培训班。以往的培训

班一个班从未超过 50 人，但现在离开

班还有四个半月，这个专业培训班的报

名人数已经过百，这在魁省可谓前所未

有。要知道魁北克省地广人稀，总共不

过 500 多注册针灸师，很多参加者将从

数百公里外的其他城市赶来，爱娜的魅

力和人气可见一斑。

谈及未来规划，张爱娜表示她近期

的目标是管理好诊所，培养一批有能力

的人才，使中医规模化，多样化；中期

目标则是继续努力推动中医主流化，争

取将中医诊所开到医院去，使中医能更

广泛地为当地民众和医学界接受；至于

长期目标，她则希望针灸治疗也能列入

到政府提供医疗保险计划， 使每个公民

都能享受到公费的中医和针灸服务。

中西合璧 势在必行

其实，用针灸和中药来提高受孕率，

特别是对功能性不孕患者，具有良好疗

效，不但费用少，而且无副作用，更能

改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用中西医结

合的方法（针灸 +IVF）提高人工授孕

成功率的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安全性强。

有多个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只在受精卵

移植前后各做一次针灸，患者受孕率就

能提高 40%以上。

在北美，一次 IVF 大约 10, 000 ~ 

20, 000 美元，而两次针灸不过 200 ~ 

300 美元。即用 1~ 2% 的费用即可提高

40% 的受孕率。如果在 IVF 开始 3 个

月之前就开始做系统性的针灸和中药治

疗，其成功率则可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与此同时 IVF 的副作用也会明显减少。

张医师预见，在不远的将来，针灸很有

可能成为 IVF 治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份。

经过多年努力，张爱娜不断挑战

自我，将满腔的热情奉献给中医和无数

不孕症患者，而她精湛的医术更是圆了

许多人，包括席琳·迪翁的“妈妈梦”，

诊所内墙壁上许许多多可爱的中西婴儿

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明。

Aina and james ski in Queb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