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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医疗现状与中医药发展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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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希腊历史悠久，是现代西方医学的发祥地。希腊位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一直是我

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对中医药海外发展而言，希腊已成为中医药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门
户。本文通过综合多方资料，阐明希腊医疗现状，并对中医药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为中医药在希腊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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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基本情况

传统医学活动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尽管中医药目前在希腊

希腊共和国（The Hellenic Republic）简称希腊，位

于欧洲大陆东南处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北邻阿尔巴

发展依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也正在迎来好的
机遇。

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及土耳其四国，而自东往西又

2

濒爱琴海、地中海和伊奥尼亚海三海，拥有国土面积

2.1

131957 平方千米，包括 15% 的岛屿，海岸线长约 15021
千米，领海宽度为 6 海里，希腊气候属于典型的亚热带
地 中 海 气 候 ，冬 季 平 均 气 温 为 0℃ -13℃ ，夏 季 则 为
23℃-41℃。

自 1972 年 6 月 5 日中希建交以来，两国间友好互

信关系日益增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稳步发展，两国

高层互访不断，近年来更为频繁。2018 年 8 月，希腊外

长科齐阿斯访华，中希双方成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与希腊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进
①

一步推动了中希两国的合作发展。

另外，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
点、西方医学的发祥地，希腊还一直是“一带一路”的
重要合作伙伴②，是中医药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门户。

希腊医疗现状
人口健康状况简介
希腊属于发达国家之一，医疗水平比较先进，整

体人口健康状况良好，据有关统计，2012-2016 年，希
腊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呈波动上升趋势，2016 年，希
腊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达到 81.5 岁，略高于欧盟 28 国

(所有成员国)平均水平，不过性别差距很大，女性平均
比男性高 5 年(84 岁比 78.9 岁)（见表 1）；另外，希腊人

民自我健康感知中，非常糟糕、糟糕或健康状况良好
的人群比例基本稳定，但是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
的人群比例却几乎都在处于下降趋势（见表 2）[1]，由此

可见，希腊人民健康观念越来越强，对医疗服务水平
的要求也在不断的上升。
2.2

现代医学体系先进
众所周知，希腊一直吸引着世界上许许多多移民

投资者的目光，这不仅是因为其美丽的风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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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XXXX-XX-XX

①中国同希腊的关系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834/sbgx_679838/

＊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CGJ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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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王毅：
共建“一带一路”
将成为中欧战略合作新的增长点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588565.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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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4.1

84

84
83
82
81
80

83.6

83.3

83

84

83.7

83.4

83.6

83.3

81.5

81.4

81.5

欧盟28国总体

81.1

80.7

希腊总体
80.6

80.5

80.3

希腊男性
78.9

78.8

78.7

79

欧盟28国男性

81

80.9

欧盟28国女性

78.5

希腊女性

78
78

78.1
77

77.4

78.2

77.9

77.7

76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表2

50

2015年

2016年

2012-2016 年希腊自我感知健康状况人群比例

47

46

44.8

45

44.3

45

40
35
30

28.1

28.8

28.1

29.7

29

糟糕

25
20

良好
15.7

15.7

15.5

15.6

15.6

好
很好

15
10

非常糟糕

6.5

5

2.7

7.8

7.5
2.9

2.9

7.5

7.5

2.9

2.8

0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饮食，还因为希腊拥有良好的医疗系统。

希腊医疗保健体系形成于 1983 年，属于混合型医
①

2015年

2016年

供免费诊疗，但一般情况下，就诊的人数较多、耗费的
时间较长；想要获得较高的服务质量就需要选择私立

疗系统，由国家医疗保健服务和私营部门组成 ，国家

医院，不过私立医院价格相对较贵。希腊实行医药分

医疗保健服务全面覆盖，私人医疗保险也比较便宜，

离的制度，即医院不出售药物，就诊结束后患者需自

同时，希腊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其医疗保险服务可

行到药店抓药（希腊药店很多，药品供应充足，并且药

以在整个欧盟范围内享有。在希腊，公立医院可以提
①希腊企业局-投资与贸易-实用信息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en/greece-today/living-in-greece/usefulinform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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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师可以依据处方提供相应药品）①，从而在一定程度

的神话传说有众多的版本，但其核心思想都是以颂扬

上避免医院因创收而给患者过度用药的不良行为。

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医术和表达崇拜之情为主，反映了

此外，据希腊第 4368/20169 号法律第 33 条和第

A3(g)/GP/OIK.2513210 号 联 合 部 长 级 决 定（即 Article

33 of Law 4368/20169 and Joint Ministerial Decision A3

古希腊人民渴求远离灾难和疾病的愿望[6]，不过这还
属于古希腊医学思想萌芽的阶段。

现今学术界研究的古希腊医学，是指公元前 5 世

(g)/GP/oik.2513210）指出，无论法律地位，所有居民都

纪到公元前 2 世纪时期以希腊为中心的医学成就，是

证件移民(如孕妇、儿童、残疾人或精神障碍患者)有权

述、埃及以及巴比伦等多民族医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

免费使用所有公共卫生设施，但须持有外国人医疗卡

的[5]，其 主 要 理 论 被 记 载 在《 希 波 克 拉 底 文 集 》

有权进入应急部门进行救生管理；需要医疗服务的无

古希腊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积极探索并吸取了密若、亚

(Alien Health Care Card)；而居住在在难民营和热点地

（Hippocratic Collection） 中 ， 而 希 波 克 拉 底

品、紧急情况和住院服务)，需由在这些环境中提供护

克拉底运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将毕达哥拉斯、阿尔克马

区的人们也有机会获得公共服务(例如医院药房的药
[2]

（Hippocrates）也被后人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7]。希波

理的医生推荐 。毫无疑问，这项法规为希腊社会医

翁、菲洛拉斯和恩培多克勒四人的自然哲学思想与医

疗保健服务的享有提供了良好的公平性，更好地保障

学思维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医学理论——四液体学说

了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权。
2.3

（四体液包括血液、黏液、黄胆汁及黑胆汁，由气、火、

医疗资源丰富

水、土四种自然元素构成[8]），并将这套理论运用于临

希腊不仅是医疗保健系统构建良好，医疗资源也

床实践和具体病例分析。另外，希波克拉底对临床实

相当丰富。据希腊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 年，每 10 万
希腊居民就拥有医院 2.6 家，总计配有床位 420.1 张

（2010 年起床位不包括精神病科的床位），健康中心

1.9 家，药房 96.4 家；而每 1000 居民的医务人员配对为
普通内科医生 0.4 名，妇产科和儿科均为 0.3 名，牙医

践中医学性质、疾病早期诊断及预后、病人个体差异、
遗传现象、身心关联以及误诊误治等多个领域均有涉
猎[9]，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古希腊医学发展高潮的形成。
3.2

古希腊医学的中断
虽然古希腊医学既受自然哲学的启示，也源于经

1.2 名以及专科医疗组 2.2 组，专科手术组 1.2 组 。这

验医学，以自然疗法作为主要疗法，并强调人体和自

年希腊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就高达 147.273 亿欧元，

分析的研究方式以及希波克拉底注重试验以及经验

[3]

也说明了希腊政府对医疗卫生建设的重视，例如 2016
占到了 GDP 的 8.45% 。
[4]

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受到古希腊哲学开放、
观察，尤其是鼓励解剖试验的思想的影响，古希腊医

高水平的现代医疗服务进一步巩固了现代医学

学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医学学科真正流传下来，而

在希腊作为主流医学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医学等传

是逐渐形成了分析推理的思维方式，走向了注重实验

统医学在希腊的发展则比较坎坷，既没有医疗保险的

和科学理论的道路[7]，并最终演化为现代西方医学，这

支持，也未赢得政府及医药卫生机构的认同，基本上

对中医药理论在希腊的传播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还是以补充疗法和替代疗法的形式流传。
3
3.1

希腊传统医学的中断与兴起

3.3

传统医学活动兴起
目前，传统医学在希腊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犹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被举办的传统医学交流合作活动，为
中医药在希腊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古希腊医学的形成
与古代其他文化类似，在古希腊地区，当地人民
[5]

2018 年 3 月 2 日，上海中医药大学太极健康中心

把疾病看作神对人类的告诫和惩罚 ，因此关于古希

与希腊西阿提卡大学肌肉骨骼和胸部物理治疗研究

腊医学的形成的神话也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关

实验室签订合作协议，表示双方将联手在希腊建立

于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话。虽然关于这个人物

“太极健康希腊分中心”，作为中医药海外教学和实践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国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希腊概况 http://gr.mofcom.gov.cn/article/ddgk/201506/
201506010218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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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① 。2018 年 9 月 15 日，太极健康中心挂牌仪式暨

太极健康学术交流活动在希腊西阿提卡大学成功举
行②，标志着首个太极健康中心海外分中心正式成立，
从此两校将可以进一步围绕中医保健、太极文化等一
系列内容开展学术交流，加强医药及文化领域的合
作，规范希腊当地中医药活动和诊疗行为的进行，共
同致力于促进两国人民健康事业的发展，可以说该中
心为中医药在希腊乃至世界的推广提供了新的平台，
进一步推动了中医药的海外发展。

在 2018 年，两大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以中医为主题

的国际会议也成功在希腊雅典举办，分别是 4 月 17 日

举办的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一带一路’中医针灸风
采行希腊站暨 2018 希腊中医药大会”和 11 月 20 日举

4
4.1

中医药在希腊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中医药在希腊发展历程

20 世纪 60 年代，针刺开始传入希腊并且逐步发展

起来，从吉亚戈·卡拉维博士 1973 年成立“针刺研究与
应用中心”，1975 年成立“希腊针刺协会”到 1992 年“希

腊针刺医学协会”的成立，再到 1996 年第一所主要通

过在中国开展教学和实践活动培训非医学针灸师的
中医学校——“希腊东方医学院”的成立，针刺不断得
到希腊民众的青睐，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对中医药的学

术探讨，2003 年“希腊中医药协会”在撒罗尼卡成立，

成为希腊第一个研究中医药的学术组织，时隔十年，
又 一 个 与 中 医 药 相 关 的 协 会 成 立 ，即“ 希 腊 中 医 学
会”，并且成为了“欧洲传统中医协会”的附属机构***。

办的第十五届世界中医药大会分会场“‘一带一路’中

虽然中医药在希腊还没有被广泛认可，但这些组

医药学术交流活动——希腊站”。前者主要总结了针

织机构为中医药在希腊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国

灸在希腊发展情况，不仅有助于加深希腊人民对针灸

内的中医药院校和医疗机构可尝试与希腊当地的中

的了解，也增加了希腊当地中医学会组织继续举办学

医药学术组织取得联系并寻求交流合作的机会，共同

术交流和培训等活动推广针灸的积极性 ③ ；后者则对
中医药在希腊发展情况展开交流，并进行实地考察。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简称世界中联）副主席兼秘
书长桑滨生还表示世界中联愿意提供教材及师资力
④

促进中医药在希腊的传播发展。
4.2

中医药立法的缺失
希腊崇尚现代医学，对传统医学包括中医学的接

受程度较差，目前希腊政府和卫生医药机构还没有对

量以支持希腊中医药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两大

中医药制定任何的法律或政策来规范中医药的发展，

会议的成功召开意味着中医中药在希腊的发展迎来

甚至其卫生部、教育部和经济部还未真正认可中医

了崭新的时代。

学。另外，大部分的中草药产品在医疗行为中的使用

①上海中医药大学首页-焦点新闻-我校太极健康中心与希腊高校签约筹备开设太极课程 http://www.shutcm.edu.
cn/2018/0309/c221a12755/page.htm
② 中 国 中 医 药 网 首 页 - 要 闻 - 希 腊 高 校 开 设 太 极 健 康 中 心 https://www. baidu. com/link? url=vwgd2pVQMPfg⁃
Dr_luriK7bJIRb-lCA4iQ1pkN5c_te4KNcuJqB_kUNZtQWM653Jp_1pbRIZaklZYac2G6M9VMq&wd=

&eqid=

f50e050400013109000000025bed6b25
③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一带一路”中医针灸风采行走进希腊 http://www.wfas.org.cn/home/
index/news_con/nsid/1070
④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新闻中心-2018 年“一带一路”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走进希腊 http://www.wfcms.org/me⁃
nuCon/contdetail.jsp?id=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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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还未获得希腊卫生部门的具体规定，基本上还以
食品补充剂的形式在市场上流通；同样，虽然针刺传
入希腊以有半个世纪之久，但依旧没有得到实质性的

监督管理部门可向欧洲药品注册审评局（EMEA）内部

的 HMPC 提供相关资料，请求调解[12]。虽然法令对传

统草药产品具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依然为草药产品进

监管，尽管希腊卫生部曾有通告表示针刺属于医疗手

军欧盟药品市场留有一定的机会。

段，必须由医生实施，但是并没有颁布具有实质监管

4.3.2 《欧洲药典》European Pharmacopoeia

***

性质的条文 。种种法律制度的缺失严重阻滞了中医

《欧洲药典》
（以下简称《药典》）作为欧洲一部高

药在希腊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进一步加强中希两国

品质药品药典标准、法律和科学基准，其中发布的官

政府间关于中医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希腊

方标准为开发、生产和营销过程中的药品或药用物质

中医药相关法律的制定至关重要。

的质量控制提供了法律和科学依据 ① 。
《药典》主要记

4.3

严规之下的希望

载植物药的定义（包括规定指标成分的含量）、鉴别、

目前，由于希腊政府尚未制定专门的中医药法

检查、含量测定，其质量检测不仅注重植物原料微生

律，同时希腊又是欧盟及欧洲药典委员会的成员国之

物数量，还涉及有无放射性物质以及农药、杀菌剂、重

一，因此其对于中医药的管理主要还是依据欧盟的相

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的残留量等[13]，因此，中医药想要在

关法律制度来执行。可以说欧盟对于药品管理和质

欧洲市场自由流通，还必须遵循《药典》的各项标准。

2013 年 6 月 17 日，17 种中草药专论成功列入《药

量要求是比较成熟的，其对传统植物药的管理有设立
专门的法规及法定标准。尽管欧盟对于传统医学的
进入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机会，
而且也只有经过了严格的考验，传统医学包括中医药
在欧洲的传播才会通畅而持久。

典》，大大缩短了中草药欧盟的注册之路[14]。更值得兴

奋的是，2016 年 5 月 29 日在杭州“中医的未来”国际峰
会上，欧洲药典中药委员会主席 Gerhard Franz（葛哈

德·法兰兹）表示，截至 2016 年 5 月，已经有 66 种中药
材进入《药典》，包括白术、陈皮、大黄、虎杖、人参、三

4.3.1 《欧盟传统草药法令》
《欧盟传统草药法令》
（2004/24/EC 号法令）是草

七、水红花子等等，占其中 184 种草药的 1/3 以上，并且

药品管理局（EMA）根据法令第 16h 条，专门成立草药

（EP9.0）已经在 2016 年 7 月出版发行，并于 2017 年 1

及有效性进行科学评价，建立草药专论（CHM），作为

审核，并且必须获得全部欧洲药典委员会成员国的认

药产品在欧盟层面管理法规的核心，2004 年 9 月欧洲

药品委员会（HMPC），并由其针对草药产品的安全性
[10]

促进草药药品技术在欧盟层面管理协调统一， ，其主
要内容包括植物药的植物原料组成、剂型、剂量、适应

症和禁忌症，虽然 CHM 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是已经
获得大部分欧盟成员国的接受，并成为成员国传统药
[11]

互认申请的依据 。下面对草药产品在欧盟的上市年
限作一下简单说明。
据法令规定，为获得草药产品（不含动物药材）的
上市注册，需向相应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法令第 16c 条中第 1（c）和第 4 条明确指出，如果有证

有 望 增 至 300 多 种 中 药 材[15]，而 最 新 版 的《药 典》
月正式生效。据了解，任何中药材都需要通过严格的

同，才能成功入典，可以说这 66 种中药材进入《药典》，
说明其安全性和药效已经赢得了欧洲的认可及规范
管理[16]，不仅加快了中医药向欧洲传播的步伐，同时也
为中医药进入希腊药品市场提供了一个间接的制度
保障。
5
5.1

中医药在希腊的发展策略
政府对接齐努力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推进，中希两国在能

明该产品或类似产品在申请上市注册时已有至少 30

源、交通、科技、海洋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重大

年，则适用于简化注册程序；而当产品在欧共体应用

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现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民

年应用历史，并且在欧共体国家的应用历史不少于 15
历史低于 15 年，但其他条件符合要求时，相关的药品

进展，然而两国医药文化的交流还相对滞后。中医药
心相通的重要议题[17]，国际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

① European Directorate for the Quality of Medicines-European Pharmacopoeia -background & Mission https://www.
edqm.eu/en/european-pharmacopoeia-background-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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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目前中医药部分进入希腊市场，但是文化背景以

生动，同时还具有受众广、信息量大等优点，从而让人

及理论体系的差异是中医药在希腊的认可度不高，同

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所传播的中医药文化。

时制度保障和管理机制的缺失也让中医药行业规范
性欠佳。因此，中希两国政府需进一步加大医药卫生

6

医疗体验助理解

领域的切磋力度，推动中医药相关立法及监管体系构

由于文化的差异，希腊人民对于中医药养生及诊

建的进程，为中医药在希腊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与

疗方式还未能真正理解，同时较少接触中医药较为系

政策环境，并予以规范管理[17]。

统的医疗服务，这也成为中医药在希腊的传播推广又

5.2

同行交流共探索

一瓶颈。对此，国内中医医疗团队可以联合希腊当地

希腊崇尚现代医学，并且有着先进的医疗技术，

的中医机构，为希腊人民提供特色中医医疗服务体

中医药想要进入希腊医疗体系,首先要得到主流医学

验，帮助其了解中医药诊疗的依据和流程，进而更好

界的接受和认可。为此，中医药推广人员应多与希腊

地推动中医药在希腊的发展。

西医同行交流，探讨如何更好地促进希腊健康事业的
发展，并学习对方发展经营模式，同时还可以和希腊

7

中医药学会组织加强联系和沟通，了解中医药在希腊
发展的困境，共同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

结语
不可置否，中医药在希腊还面临着现代医疗竞争

激烈、法律保障缺失等多方面的挑战，在短时间内还

5.3 “互联网+中医”辅推广

无法迅速传扬，但是现在中医药疾病防治的价值开始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文化已经深刻地影

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且希腊也正在积极参

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途径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

与传统医学的交流合作项目，表明中医药在希腊的发

获取信息的首选途径。针对中医药在希腊普及度较

展正迎来越来越多的机会。同时，为促进中医药海外

低的情况，以网络为载体，在希腊发展“互联网+中医”

发展，国家正积极开展实施中医药“一带一路”规划，

模式，利用影视产品、图片、文字等多种方式传播中医

争取与沿线国家在中医药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和合

药的知识，尤其是影视产品，不仅可以通过语言、行

作[17]，相信中医药在希腊的发展前景一定会更为广阔。

为、表情等传递知识和情感，让传达的知识更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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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Greece*
Jin Yan1 ，Zhu Rongyu1 ，Song Xinyang2 ，Li Jie3 ，Jin A'ni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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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3. Shanghai Qigong Institute
Shanghai 200030, China；4.Bureau of Europe and Africa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Greec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the birthplace of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Greece,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cooperative partner in Chines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For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TCM, Gree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TCM to enter the Euro-

market. Based on comprehensive data,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in Greece,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C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CM in Greece.

Keywords: Greek medicine, ancient Greek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ws and policies, traditional
medicin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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