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dolences in Chinese 

 

“全球中医药学界名人” “中医药学界同时英才” 

(Shu-e Wu, Director, Tai-e 中医学院) 

  

“梅先生为发展中医药事业不遗余力， 声名显赫， 中医学巨星就此

陨落乃国际中医学界极大损失！” 

(太 e 世界自然医学会联合总会 Tai-e WFNMA, 太 e 中医学院 Tai-e Institut ) 

 

“梅万方教授一生以极大的热情， 努力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推广

中医教育， 为中医在英国立法建言献策， 奔走呼号， 令人钦佩。 我

们永远怀念他。 梅万方教授， 安息吧！”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主席 余靖) 

 

“梅教授生前为推广中华中医文化、提高中医药法律地位， 不辞辛劳， 

竭尽全力， 做出了不懈努力，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令人钦佩。 梅先

生的逝世， 是英国中医界的重要损失， 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真诚的

好友， 我们永远怀念他。” 

(李辉,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参赞) 

 



 

 

“梅万方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医药的海外传播事业， 为英国的中医立

法， 为中医在英国主流医学界推广， 鞠躬尽瘁， 倾尽毕生， 为中

医药在海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万方教授在海外， 心系祖

国， 他把满腔深情倾注于祖国传统医学事业的传承和发展。 作为北

京中医药大学的客座教授， 一直关系中医教育的海外发展， 积极促

进中医教育进入英国西医教学体系。 他以他对生活和事业的热情和

激情， 感染和带动了身边所有的朋友。…..  梅教授的逝世， 使北

京中医药大学失去了一位老朋友， 中医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传播

者。” 

(北京中医药大学, 校长徐安龙) 

 

“梅先生一贯热爱中医事业， 为弘扬中华医药传统文化奉献毕生精

力！ 他的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执着的中医药文化的热心播种传播

人” 

(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龙致贤 施雪筠) 

 

“梅万方先生将其一生大部分精力投身于中西文化沟通、中医药事业

发展和中英两国经贸合作，呕心沥血于中医在英国的立法，坚定维护

中医药在国际上的 正面形象，是东西方世界之间重量级的文化大使

之一。使命感与远见卓识，睿智与幽默，文韬武略与悯人之怀，是梅



万方先生留全球给华人社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梅万方先生的去世，

是国际中医药领域的重大损失。作为梅万方先生生前二十余年的挚友

和学生，在此，向其亲属和其在英伦的同仁们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对

梅万方先生的去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武景文,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北京中医药大学) 

 

“梅万方先生学识渊博， 为推广中医教育及其立法不懈努力， 发展

了海外中医事业， 他的音容笑貌和生前伟绩激起我们无限的缅怀之

情， 他的离去是学界一大损失，但他的学术思想将名垂千古！”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制剂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玉蓉) 

 

“梅先生热情豪放，开朗坦诚，数十年来，为中医药的国际传播积极

奔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不仅是伦敦中医学院、亚美迪医

药集团的巨大损失，不仅是英国中医药界的巨大损失，对整个中医药

国际传播事业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北京中医药大学前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前国际学院院长, 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院长傅延龄) 

 

“梅万方教授多年来始终坚持以弘扬中医学术为己任， 坚持不懈地发

展海外中医药事业， 推广中医教育、 医疗及学术发展。 梅万方教

授与我校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入交流， 积极推动了国际中医教育发展， 

在中医教育标准化和规范化教材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梅万方教授生前始终以严谨的工作态度， 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医事业， 

关怀和爱护年轻中医师， 培养了众多优秀的海外中医药人才， 他的

离世带给我们无限的缅怀与思念。 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海外杰出中

医教授、 中医界的老朋友， 感到无比惋惜， 梅万方教授千古！”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佰礼) 

 

“梅万方教授正当才思旺盛之时，岂料天妒英才。忆多年前，梅万方

教授莅临我校指导时的音容笑貌尚历历在目，我们都还期待其能够再

次访问我校。晚辈不能亲往哀悼，深感遗憾。望家人节哀顺变，我等

在中国遥寄哀思，并将努力继承其未竟事业，诚愿我们与伦敦中医学

院的友谊和交流能一如既往。”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 凌江红,黄李平教授) 

 

“梅万方先生是我校的客座教授和研究生教育合作伙伴， 在多年的合

作中我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友谊。 梅万方先生学

识渊博， 具有很高的中医药理论水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在国内外

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 也是推进英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杰出人士， 

我们对梅先生的辞世深感悲痛。 他的辞世对于英国中医药事业的发

展，对于和我们之间的合作都是重大损失。”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 王省良) 

 

“梅教授学识渊博， 实为难得的人才” “梅万方教授是非常卓越的中医



学家， 他一生致力于发展英国的中医事业， 近几年来为开创我们之

间的合作关系、为我们合作的研究生教育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辞

世无疑是中医界的极大损失” 

(广州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院长 王洪琦) 

 

“教授是中医药界的翘楚， 本会一向敬重， 梅教授与本会举办欧洲

交流团时鼎力相助，本会深表感激， 对梅教授辞世，十分惋惜。” 

(香港大学中医全科学士全日制 校友会) 

 

“风吹寒水起悲声， 泪水相随愁云飞” “梅万方教授四十多年来致力于

发展海外中医药事业，生前强调‘中医国际化，教育是根本’ 的方针， 

为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在继承中发展指明了方向。 他坚信中医只有

独立立法， 才有可能被纳入全球主流医学的理念， 团结中医药界， 

以统一战线面对中医立法危机， 维护中医独立自主的法律环境。….

长歌当哭，逝者已矣。 梅万方教授的罹世是中医界的巨大损失， 也

带给我们无限的惋惜与思念。 愿传承梅万方教授金怀坦荡的高尚情

操， 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化悲痛为力量， 以更加高昂的的热情

投入到工作中， 做好梅万方教授未尽之事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刘承林) 

 

“梅先生为中医药事业在海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北京中

医药大学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合作交流部副主任, 唐民科教授) 

 

“梅万方教授千古” “道范长存 德望永钦” 

(新加坡中医公会) 

 

“梅教授对针灸和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经常在国际会议上相见， 共同切磋分享海外中医教育、 立法等

经验， 有幸聆听他智慧幽默的见解， 他是位令人尊重的良师益友。 

他的离世不仅是英国也是世界中医针灸界的重大损失。 他的音容笑

貌令我们无限缅怀和追思。” 

（吴滨江教授/主任医师，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 国际吴氏头部推拿研究会会长， 

国际针法灸法研究会常务会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

会执行委员，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针灸’代表性传承人张缙教授嫡传弟子） 

 

 “如此英才英年早逝, 實為我中醫界之重大損失. 我與梅萬方博士結

識於 2000 年在香港的 “世界大城市醫藥團體能力建設首腦會議及醫

學論壇”, 此後十多年來相繼在北京、天津、昆明、新加坡、泰國、倫

敦等地相聚, 最後一次於前年在倫敦開會, 梅博士還親自陪同我們參

觀市區景物, 音容尤在我腦海中浮現, 豈料這是一次永別之會, 生命

竟是如此無常. 梅萬方博士為發展中醫事業, 經常發表醫學論文, 並

致力於爭取中醫在英國的合法化, 不遺餘力, 其精神和事跡深入人心. 

我們將永遠懷念梅萬方博士.” 



（羅志長於美國舊金山） 

 

“国际中医界失掉一位杰出的专家，海外同仁无不悲痛不已” 

（何仲涛， 日本徐福中医研究所所長， 徐福漢方薬局・鍼灸院） 

 

“梅万方教授是我们尊敬的一位世界中医界的知名人士，中医专家，

我们相识十年有余，梅教授曾经担任我们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脉象

研究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席，对于中医脉象的推广一贯予以大力支持，

同时他在推广中医药走向世界方面不遗余力，对中医药有非常独到的

见解和认识，在他一生中为海外的中医药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值

得我们大家爱戴，尊敬和惋惜，他的辞世是英国中医界和世界中医界

的一大损失。” 

（刘炽京太平绅士，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团执委， 世中联脉象研究专业委员会

会长， 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秘书长） 

 

“梅先生为人诚恳，才华横溢，为传播中医文化作了不懈的努力，是

欧洲中医界公認的领袖人物，他的音容笑貌长留人间。” 

（何嘉琅， 意大利中华医药学会） 

 

“悼梅万方 

惊闻冬梅凌霄逝， 

黑白二世神灵会， 



我哭大师英姿迟， 

银针不能无声泣。 

极寒加拿大，悉梅先生别世，剧痛。十年前多伦多一面，后多次畅谈

中医事业，东风西进，中医有望。” 

（加拿大燕氏中医，燕宪仪敬挽） 

 

“梅教授常年在海外推广中医教育，为中医立法积极奔走，他的一生

为我国中医药在国内与国际的联络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中国振国医疗集团） 

 

“海外中医典范，后学人生楷模” 

（匈牙利中医药学会会长：于福年） 

 

“先生德高望重，为发展中医药事业不遗余力，深得众口称赞，梅教

授之仙游乃英国中医业界之失” 

（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 FCMA） 

 

“梅先生谦逊的态度和和蔼面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

他那渊博的知识和他对中医事业在英的发展所做的惊人努力一直令

我钦佩和敬仰。无疑梅先生的逝世是中医界在英发展的一个巨大损

失。实在令人难过。” 

（CMIR 会员 李露医生） 



 

“梅教授为中医药事业走向世界，为推进中医药与西方主流医学的融

合所作的不懈努力，令人敬佩。” 

（赵凯存 英国中医药学会） 

 

“梅教授为人热情正直，待人亲切真诚，多年来他为争取中医在英国

的合法地位而积极奔走，虽历百折而不挠，其精神令人钦佩。梅万方

教授的离开对英国华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让我们惋惜不已。” 

（张雪谨上， 华闻周刊） 

 

“《欧洲时报》曾多次采访、报道梅教授，以及他创办的伦敦中医学院、

中华养生堂和中医立法论坛等，也得到过梅教授的悉心指点和帮助。

梅教授温文尔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不懈奋斗的精神，以及对我们

媒体从业者的关怀，都令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浅。” 

（严振羽， 《欧洲时报》英国版副主编） 

 

“梅教授  

<天女散花>，您一路走好... 

 祥云冉冉波罗天，离却了众香国遍历大千； 

诸世界好一似轻烟过眼，一霎时又来到毕钵岩前。 

云外的须弥山色空四显，毕钵岩下觉岸无边； 

大鹏负日把神翅展，迦陵仙鸟舞翩跹； 



八部天龙金光闪，又见那入海的蛟螭在那浪中潜； 

阎浮提界苍茫现，青山一发普陀岩。 

观世音满月面珠开妙相，有善才和龙女站立两厢； 

菩提树檐匐花千枝掩映，白鹦鹉与仙鸟在灵岩神巘上下飞翔； 

绿柳枝洒甘露三千界上，好似我散天花就纷落十方； 

满眼中清妙境灵光万丈，催祥云驾瑞彩速赴佛场。  

（员工龚小杭， 除夕夜於上海） 

 

“悼念梅万方 

惊闻万方意外辞世 

泪飞顿作倾盆雨。 

忆往昔共商生命量化大业， 

促膝相谈，邮件互通， 

激扬文字共商生命科学。 

何等令人心醉。 

看如今你先行一步， 

万方安息吧！ 

我等定要继承你的遗志。 

把生命量化大业进行到底 

（美国东方医学中心总裁 崔志强博士 沉痛哀悼） 

 

“《惜紅花》（雙調） 



驚聞倫敦中醫學院院長梅萬方教授辭世，悵惋不已。雖與梅先生謹幾

面之緣，但他在英國為弘揚中醫所盡之心力成效令人感佩，遂調寄《惜

紅花》詞牌一闋，以示追思。 

一段梅香，萬方雪色，駕春西去。卌載英倫，懸壺畢生計。銀針草藥，

中國夢，幹雲豪氣。身系，麗作百章，遍英倫桃李。 

陰陽大道，西土植根，鴻圖展何易？文商兩翼並舉。更凝睇，立法杏

林基業，對弈幾番風雨。他日回眸笑，醫苑中西雙璧！” 

（註）杏林：中醫的別名 

（ 黎麗， 旅英文化學會主席） 

 
 

“颂梅万方- 我的义子 

梅花一枝傲霜雪 

万里飘逸吐芬芳 

方圆百里人称颂 

永不散 

生生息“ 

（玉李成美，写于万方逝世七七日） 

 

 

“梅香暗渡玉莲留， 

万里携手逍遥游。 

方君去后人惆怅， 



念悠悠 

几时休“ 

（梅风情，玉圆珠） 

 

 

“梅兄，我们永远缅怀您 --- 当代中华医学之奇才！ 

您创立的事业，正如您名副其实的姓名， 

白雪里的红梅， 

飘扬万里， 

洋溢芬芳。” 

（玉琦敬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