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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斌
上海交通大荸辔擘院附屑精神街生中心

摘要

中国的睨代精神罟擘是随著殖民峙代到来而芏要由西万傅教士引人的 ·但一直

到1949年 以後 9精神衔生服搿在中圃才真正琨鲍化 `科孥化和糸晚佗 9服旃萁

源不断增加 、服旃能力和筲量不断提高 °但是 9舆大聚日益增畏的精神健康需

求相比 9中 囤的糖神街生服捞在法律和保障政策 基僵和社逼服耢鲫路建哉 `

服捞模式辂缝等方面仍存在明黢的不足 ·随薯团家薯瘵改革和精神衙生立法的

推追 ,精神衙生服携在公平 `可镢 `高 效 、摧益保障等方面将有擞謇迎来新的

镫展 °

◇      
嬲踺字 :中 圃 `精神街生服搿

精神衙生 F·,题既是全球性的董大公共衙生  除性
Ⅱ
特 鬟的一面 9董 盔搜看管 靼疾病

FoB题 9也是敕篇尖出的社瞽罔题 ·调查癞  干循 ;而 精神衙生服铸也更多地以“
社含

示 ,中 国大隆目前有羸董精神疾病患者约  和揩
”
荔 目的 9董 公共安全 `鹁徊人獾益

I600蓠 人 9受 到情绪障璇和行荔罔韪困攮   ·最近 0年 来 9随 著铿潸社畲揆展 9腈神
的17蒇 及以下免童和青少年约有3000蓠   街生需求 日益增加 9社 畲封精神街生服旃
人 9而埽女 `老 年人 `受 炙人群荨所特有  的品筲 `摧 益保障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

的各簸糖神和行蕊 Pol题 9也都 日渐癞薯(  顺庵追些暌展 9中 囤的精神衙生政策 `服
街生部疾病豫防控制局 (2008))· 由於夂  zF和 倮降也正面醢巨大的燮革 ·

多敛精神疾病病因和飧病槭理不明 9缺乏

有针封性的豫防手段 9疾 病防治主要依靠  l屋 史舆成就
冶僚和康後措施 9如 果患病得不到及畸治

瘵 9病 戏率高 9ˉ部分患著逯可能因病凳   在 中国 9真 正 Pfl展 琨代意螽上的精神街生
生雉以礞料的自般 `自 惕 `锡 人毁物及其  服锈的瀣 史芷不畏 91898年 傅教士John
他危害公共安全的行南 9不 馑斟患者本人   Kerr在 瘘州建立了第一徊精神尊科警院 9

及其家庭乃至社畲造成沉重夤檐 9封社畲  以後在北平 (1906年 )`哈 圈瘸 (!9!0年

也具有潜在的危害性 ·因此在 中团停统文  )`睬 州 (1929年 )`上 海 (I935年 )`
佗 中 9封 腈神疾病的懿锇往往强调其

¨
危  大遭 (1935年 )和 南京 〈1947年 )相 鼹建

上海交通大辇翳荸院附屡精神街生中心 9上海市宛平南路600筑 ,上 海200030
binxi∞4@gma"c° m

立起 了遣蕻馨院 ·1922年 遘在北平的 +BJ

和鐾院成立了中圄的第一徊精神科暮桨教

擘糗耩 ·但直到 1949年 9全 国精神衡生

撒耩尚不到 IO所 9精 神科床位馑 ll00跟
,徙 事精神衙生服携的尊萘馨茚僮5060
人 9皑 大多敏精神疾病患者得不到治瘵 (

嗓擘芾 嗓秀筚 (1995))·

自1949年 以後 9精 神街生工作逐步得到
政府的董棍 9到 1957年 瘪 ‘全圆的精神
街生榴耩就膝展到 了70所 9分 钸在21徊

省 `市 `自 治匠 9床位
"000。

JFx9精 神科
馨缔连到400多 名 ·衔生部于 I958年 在南

京圭持 召简了
“
第一坎全圆精神衙生工作

瞽莪
”·五制定了1958至 1962年精神街生

工作的5年苛耋 9提 出了
“
簇棰防治 9就地

管理 9重 黯收容 9P·,s放 治瘠
¨
的精神衙生

工作指孳原原刂,建莪各省市建立匡域精神
衡生鍪瘵 中心以指尊精神疾病防治和培刳
人力聋源 9芷且成立街生 `民政 `公安鄣

罔姐成的颂萼舆ldJ硐 纽戤 9舆建罔轸薯寐
槭横芷提倡在综合性翳院 PRl展 精神衙生服

璐 9菅 畸遘在全国建立了北京 `南 京 `成
都 `畏 沙 `癀 州和上海6徊 地匡性合作中
心以夤青精神衙生人力萱源的培钏以及科
研等工作(衢 生部 (1958))° 此後篾年中 9

一大批高等院校睾渫的馨擘生加人追了精

神科薯生的滕伍中 9世 界上一些先逛的糖

神饕擎理榆 `精 神衙生管理舆精神疾病防
治方法在中囤得到瘾用和凳展 9以 氯丙嗪

菊代耒的第一代精神禁物一 Pol世 就被引人

中囤五得到癀泛的醢床瘾用 ·那畴的辜萦
人具逯煊刂立 了符合营峙圃情的

“
蔡物 `势

勤 `文娱艘育和教育
灬
四缙合的综合治瘃

模式 ·城市精神疾病防治纲路 P+l始 在一些
地逼建立起来 9以 家庭病床骂芏的庹村防
治工作也逐步弑黠 f·,n展 °工荑 `林 萘 `碾
葶等各箱糸眈所瘸精神衙生拽耩相艟 f△l始

建立 ·以收治煞法定糠簧人和赡餐人 `燕
劳勤能力 `奂 铿潸未源的

“三椠
”
精神疾病

患者以及筱退军人精神疾病患者和特困牖
神病人的精神衙生鼍癖救助拽耩也在民政

部内的主等下得到了大力胬展 ·

I978年 以後 9在 精神街生工作者不懈的

努力以及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 9全 国各地

椠箫在收治患者邋是健全防治艘系方面均

a⒄ g嘟 g丿。y尸″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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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了畏足的迮展 9到 1985年 9全 国精
神衡生擞耩增加到320所 (鞭 1950年 代增
畏近5倍 ) 9床位毂增加彐I近 64篱 锒 (敕

1950年 代增加近6倍 )9徙 萘人具增加到
近 5蓠 人 (较 1950年 代增加近5倍 ·其中

辜科翳生增加 了14倍 )(衙 生部 (1986))。

部分地匡徙基屠到辜科馨院的腈神疾病豫
防治瘵鲷路己初具貌模 。精神署肇教肇
科掌研宪和国除交流迅速飧展 ,相 缱建立

了近 lO徊 精神衡生寡桨研宪槐耩 9其 中

宥4徊 先後被WH0指 定荔合作中`心
:北 京

和上海的精神街生研兖和培钏合作 中心
,

南京的免童精神衙生合作中心 `畏 沙的社

瞽心理因素 `成瘾行扁舆健康合作中心 。

982年 中国首矢 P+l展 了12徊 地匡合作的
糖神疾病流行病 9I° 调查(+二 地逼精神疾

病流行荸拥查牖作纽 (19“ ))9荔 以後制
定精神衙生骚展棍劐提供 了董要的寥考赏
料 ;1992年在此基踺上又封其 中7徊 地匡

追行 了流行病擘抽搛调查(张维熙,沈潦村 ,

李淑然,等 (I998))9飧瑰董性精神疾病的

峙黠患病萃旖l12%9较 1982年 宥所上升
9且 酒精所致精神疾病等的崽病率敕前有
明黢增高 ·此外 9少 毂地匡邃皓合菅地精

神疾病防治工作先後 P,l展 了一些较高品夤
的 、覆盍一定人群的覃病撞流行病擘硐查
·馨肇心理肇和心理谘枸也徙煎到有嘟展

起来 ·迨些都局以後精神街生工作的怏逯
镫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睫

985年 9街 生部瑜起成立 了由衡生 `民
政和公安三郜 Fi廖 舆的全国精神街生裼拥
馘 (在此乏前僮有各地地万性的瓴尊概铜
徂戤 ),以 及由部分著名察家×B成 的

¨
精

神衙生谘掏委 晨瞽
Ⅱ·同年圃始觥精神衡

生立法展 fil嗣 研 ‘1986年 lO月 9在 上海
召P+l了

“
第二吹全圄精神衔生工作含镞

“
,

在勰糌前28年 腈神衙生工作的成绩和缍
验的基踺上 9指 出了菅畸存在主要 f·9题 9

包括各镢政府和全社愈封精神锖生工作缺

之足豹的锶哉 `诬 聋不足 `精神病院倏件
差且铈局不合理 `精神衙生人才缺乏 `腈
神疾病患者看病黢住院雒等 ·同畸提出了
今後精神街生工作的芏要任捞 9包括 :簇

棰宣傅精神衙生 ;锍一/.R荸 9建 立各鲛精
神衙生lB,调 ×ji戤 ;穑棰抓好精神疾病防治
工作 ;攮棰地 `有 岢割地培饕精神衢生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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贳人才 ;充 分骚捭翳旃人晨在精神衙生工

作 中的作用 ;加 强颂尊班子的建彀等(街

生部 (1986))徊 同畸制定了 爝精神衡生工

作
“七五”

苛蓄》 ·由此推勤中国的精神街
生工作迨人了揆展最快的屋史畸期 9在精
神街生服璐形式 `精神疾病的轸断 `治 瘵
和康覆方法 `基踺舆醢床科研 `以 及人力

瞢源培钏等万面全面而迅速地跟上了国除
揆展的潮流 ,同 畸又皓合国情保掎了中国
的特 色 ·中囡辜家以WH0的 《国除疾病
分簸飧 (ICD-10) (草 案 )及 美囹的 《
诊断舆统针羊册 飧 (第 三版修钌版 ) (
DsM-Ⅱ I R)荔 簋本 ,於 I987年 觞制完

成 了 《中国精神疾病分簸方案舆轸断檩犟
》 (CCM D-2)(中 莘警9+k畲 精神科擎食
(1995))9目 前鹰用淤 中圄精神料醢床 `

教擎和科研工作较 多的是2001年 修钉的
CCMD3(中 辇馨拿含精神科分窨 (2001))
·1987年 P+l始 由公安鄯罔晕蒴在全国簸圄
内建立收治犯罪精神疾病患者的安康篝院
9如 今全囤已飧展到23所 (柳振清,睐静饕
(2002))° 此外 9苛 多地匡 f△l始 逐步建立

或完善了精神疾病防冶擂粤小徂或赈似的
嬷调组戤 。社匡精神衙生服旃也得到较怏
凳展 9建 立了一批康後站 `工癖站等 °

蔚通鹰残疾人康馒的需要 91991年 12月

缍园旃院批淮颁钸霄施 了 皤中国茂疾人事
荑"八 五"苛 耋铜要》 9蒋 残疾人璐合畲主

等的康徨工作撩展到有苛割地簧施精神疾
病防治舆康徨 `智 力残疾豫防舆康徨等 ·

根糠该猊割要求 9各镢残嘟在全圆Pfl展 了
社畲化 `罔 枚式 `腙 合性精神疾病防治康
覆工作 徊到2005年 9该鼻案已覆萱280锢
市 `459徊 ,.。 的46俺 人口 9使 274蓠 重
症精神病人得到腙合防治康後 ;遘通遇簧
施彩票公益全尊案 ,南 2蓠 名寄因患者簧
施 了罾瘵救助 (中 国戏疾人辚合含(2006))
·此外 9残蜥遇自1993年 起 9封部分省市
智力残疾鬲飧胨制定了挫制逡傅国素尊致

的智力残疾的法棍和挽定 9建立智硬免童
康馒钏缲玷 9封 大量擎龄前智残兔童追行
了生活自理和懿知能力的钏觫 9同 畴封智
力琅疾免童家畏迮行了针封性的培钏 ·

2存在的罔趣

随薯精神街生事萘的加怏綮展 9精 神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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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艚制和攮制 `尤 其是现有防冶镬系中
的各棰矛盾和罔趣 日益凸戤 ·如何改善精
神衙生服旃的公平性 合理性 `可 及性和

连缱性 ,提 高服硌的品瞀 9已 缍成栩非常
琨膏而繁迫的任携 ·菅前中国精神衡生防
治艘糸建彀中存在的罔趣芏要表琨在以下
万面 :

21精神衡生法律法规及相 a9l政 策倮障
艘糸欠完善

雎然各级颁萼已缍逛步提高了封加狻精神
衙生工作重要性的懿锇 9但徙全国*看 9

精神街生工作的锒等管理艘制仍存在分工

不明碓 `部 弭戤夤不清 `管理和褫硐擞韧

较弱等罔韪 °不少地匡至今逯浪宥建立精

神衙生工作的颁车艘制和管理疬拥糗制 ;

己轾建立了的一些地逼 ‘因管理 戢膏分
工 `/=聋 保障等方面的 P·,题 ,遵耨存在困

黢 °

雎然全国轭圉内已有上海 `宰 菠等7徊 城

市颁钸簧施 了地方腈神衙生法棍 (赣 斌 ,

(20"》 9但 圃家精神街生立法仍耒出莹
`琨行的街生政策封於精神街生服 R·

/的 裰
雕性和特殊性董棍不约 9精神衙生在圜家
衙生服袼的公平性方面和囤家键艘扶臂戢
略中艘琨不足 9整徊精神街生事葶因缺之
完善的政策和法律支持而睫於敷局落後的
状怨 ·相封於约 l德 罹患各锺精神疾病或
心理行扁罔趑的麂大人群 9各镢政府封精

神衙生的投人僮 占衡生德投人的约2%9
不槿低於欧美圄家5 10%的 水翠 9甚 至

也 低 於钎 多飧 展 中国 家的 水 犟 (榭 斌
(2010))。 此外 9由 於社畲保障艘 糸不健
全 9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镬得社畲支援

有限 9患者绳封舆相封寄因犯街趣朱得到
解洪 9而 且邃有加速的趱势 ·拣上海市
1990年 代的调 查(张 癀歧 (2001),t,· 垩祺
(2001)) 癞示 9精神疾病患者家庭人均收
人 /0荔 普通家庭水覃的V29而 患者家庭

月均馨瘵 聋用攴出。0占 其收人的V3·

22偏 完和歧祝普遍存在 9患者冶瘠率低

精神疾病表睨有别於躯谧疾病 ·某些患者

的奚常行荔如锡人毁物等 9更使人佣封患
者廑生了强烈的偏完和歧祝 9尊致患者及

其家属不敢公fil就 诊甚至乾脆不去就诊 ·

由於封精神衙生知哉和封精神疾病防治知

哉的宣俾不足 9也 常使人佣放案封精神疾
病的治瘠 9一 方面使崴重患者耽氓 了疾病
冶瘵的最佳畸 l/B9另 一万面也使一些

“
格

型
Ⅱ
精神疾病的患者辗辂于各综合性馨院

乏固 9不 馑浪夤翳瘵蒉源 9而且给患者 自

身带乘铿潸和精神上的沉重箕瞻 9有 的甚
至最绔揆展成肖慢性菽重精神疾病 ·

摅有嬲圄除合作研宪(於 德莘,  李春菠
(2002》封 中国 990年 代精神疾病治瘵率
(即 患者接受治燎的百分率 )的估针 9精

神分裂症的治瘠率篇30%左 右 ;抑 骸症及

酒/檠 依糇的治瘵率均低於10%;而 作扁
崴重精神衡生 Pol题 乏一的自般 9原刂邃棰少
逛行有效的干豫 ·摅同期上海在硐展的一
璩WHo合作研宄飧琬 9在 综合性馨院就

诊的抑糁症患者 9竟 煎一例接受抗 fra糁 蘖
物治瘵(肖 世富,崴和隈,睦馀芬,等 (1997))
‘治瘭率低带来的直接後果就是患者的傍
茂率高 `患 者家庭和整徊社窨的照料赏檐
增加 `劳 勤力菅源畏失加董 °治瘵萃低既

有精神疾病本身特黠的原因 9更 主要的遽
是反映了社畲铿潸擐境 `大 翠封於精神街
生的懿哉程度以及精神衙生服旃水萃的 P·l

趱 ·精神衙生服旃利用程度受翳瘵保除政

策和政府贫因救助政策影馨尤掏明黢 9如

在倮障较篇到位的上海市 9臂 困家庭崽者
的住院率已鲤逄到95%·

23馨 瘠服璐夤源不足

典宵除需求相比 9中 国琬有的精神科尊萘
役桨人晨啄伍数量崴董不足且整艘素瞀偏
低 ·根艨2009年 的衙生铳苛(衙 生邬纨针

黄瓠 中心 (20I0))9全 囤有精神辜科馨院
637所 9精神科床征数 1634蓠 振 9精神科
病床密度全囤平均掏⒈26张 /蓠 人 ·中圆
精神科馨铈和镬士的毂量分别荔 |44`lo

离人和247`l0蓠 人 ,黢 著低於 中高/高 收
人圃家水犟 ·中国80%以 上的精神科饕缔
服旃于精神衙生暮桨拽耩 9而服捞於综合

性馨院精神科以及娜镇衙生所 `社 匡衙生
服携 中心等基漕警瘵罩位的精神科署缔的

a⒄ g嘟 g丿。y尸″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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貔数不足20%·

全国精神科载桨鼍鲚舆床位数之比旄 1∶

87· 由於人力黄源短缺 9精 神科鍪鲚人

均檐 自工作量较人 ,因 此也影罂了服糁品

夤和服殇瓴域的拓展 ·晚卦表明 ,全 国精
神科馨生人均每 日檐 夤住院床征 日蔚59
9这 高淤全国各科平 j匀 17的 水孪 ·在熹
科薯缔啄伍中 ,合格的免董 老年荨辜萘

精神科警生更是蕨董不足 ,截 至2009年 ,

全圄兑董精神科翳生僮不到300名 (鄞 毅
(2010))· 而作荔精神街生豫伍必要 /B成

鄙分的醢床心理肇工作者 `精神街生社舍
工作者 `康 镘治瘠即等尊桨人具目刂因人事

岗征糸列中没有相愿的毅置而基本躅如 9

徙而在艚制上限制了苛多服携技llr的 圃展 ·

精神衙生馨瘵擞耩钸局也不盍合理 9束 西

部乏固 `城绑乏固差距鞍大 9由 於缠潸飧
展不平衡 9迨些擒耩相姆集中於柬部一些

省匠 9西 邬和静多寄因落後地逼痴刂黄源羸
重不足 ·另一方面 ,由 於精神街生尊科馨
癖拽耩茉碜水萃寥差不膂 ,服璐缺之晚一
的品鬟抨估棵筚和品夤控制槭制 9。+多 馨
院封疾病的诊断和治瘵能力也+分有限 ·

非精神衢生鼍瘃擒耩雎然具有较率科翳院
好的诊瘵徐件 ·但其馨耪人晨普遍缺乏腈

神街生辜廉知哉 9封精神疾病的谶别和庹
理能力也很低 ·人量患者在缺之精神衙生
服璐能力的综合鼍院冁黯诊癖可能延浜精
神疾病的轸冶 9~r+整 徊社畲朱钪痴刂既不利
於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的fil展 又浪聋警瘠黄
源 ·

24以 疾病治瘵荔季向的封 Pii式 住院服镌
旖主 9豫 防和康徨服捞艘琬不足

在夤源不足的琨膏下 9中 国目前的精神街
生服捞芏要暹是以疾病治瘭南等向的封 Pfi

式住院服旃 °目前全国至少有25%的 精神

辜科馨瘵槭横逯不具惰舆各黢鼍院所檐 夤
的鍪瘵任耪相遍飚的基本馨瘠徐件 ·精神
疾病崽者特别需要的保镬隐私和减少病人

固的互相干攮等都因馀件的限韧而椠法簸
及 ,椠形中增加 了患者的耻辱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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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徐件 9目 前的精神衙生服旃只著董於

重性精神疾病的闪诊和住院治瘵 ·徙社匡

街生服搿的角度来看 9琨 有的社逼鲷路覆
盍面窄 9功 能翠一 ·不能满足国家警漆衙
生髅制改革提 出的社匡衙生服硌需要承檐
的提供精神衙生和精神疾病防治的目的 9

而且已铿建立起来的社逼康徨栈耩由於市
埸轾酒的衙辇 9大 多也雒以旄籀 `漱 虢 Fdll

固 ;蓑村的初级保健纲中尚缺乏精神衙生

和精神疾病防冶功能(.ll斌 (2010))徊

至於癀大群翠急需的心理健康教育 `心 理

豁韵和心理治瘵服旖等桨已赣明有效的豫
防和干腹精神疾病的手段 9以 及近年乘新
出琨的精神街生 Pol趣 如嘉品 `酒 精罔趣 `

青少年行渤罔题等 9在 营前槭耩和人具耩
成罩一且崴董短缺的情况下 ,也往往椠啾

锸及 ·磕管近年来一些部罔推出了心理谘
.u0人 景的培鄂考核萘磅 `但招生 培枷品

夤 `盥 管等方面存在槿锺 P·l韪 9人 具素臂
良莠不膂 9烹 目混珠琨象峙有飧生 ,骓 以

满足 日益增畏的需求 ·

魉乏 9雎 然中团的精神衙生工作取得 了一
定成缭 9但舆群翠的精神健康需末逯有较
大的差距 9暄 著市埸铿酒的膝展和馨瘠艘
制改革的深人 9中 囡的精神街生工作在尚

朱胭祸先天不足的惰况下又再吹面虢了锗

多棰蔚崴峻的挑戥 ·

3 新的倏展

遛人21世 纪以来 9隘 著缛潸社 謇的凳展
和大器精神健康需求的提高 9中 国的精神
街生工作受到了政府和社食更大的董祝 ·

2001年 9衙 生 `公 安 `民政 `残 嬲等部

罔蜥合召f+l了
“
第三吹全国腈神衙生工作

食赣
Ⅱ·提 出了

“
候防埯主 9防 治皓合 9重

黠干豫 9癀 泛覆盍 9依 法管理”
的精神街

生工作指 辱原只刂·随後在2002年 下蓊 了
《中圆精神衙生工作琨劐 (2002-2010
年 )》 。2004年 9国 磅院辂暌 了衡生部

等7徊 鄣委Hll合 制定的 《l9l於 逛一步加张

精神衔生工作的指辱意昆》(衔 生邬疾病
腴防控制局 (2008》 9就“

董黠人群心理行

荔干腹 9加 强精神疾病的治瘵舆康馒工作
9加怏精神街生工作 F F̄伍建彀 `加 张精神

8

中团精神衙生服旃琨状

0◇

衙生科研和疾病盎浏工作 9依法保镟精神
疾病患者的合法摧益

”
等提 出了具镬指尊

意完芷由此形成了中囡政府精神街生政策
的基本框架 ·自2005年 以束 9财 政部 支
持 了

Ⅱ
中央支持地方董性精神疾病监管治

瘵辜案
Ⅱ
(焉 弘,劐 津,何 燕玲,等  (201))9

在全囤60徊 示轭逼 P+l展 社匡精神疾病康
馊工作和提供封有暴力等危除性的聋困患
者的鼍瘵救助等 ,至 2010年 底 9示 鲍匡

搌大到了近160徊 地市,簧 除覆盍人口33
俺、铿聋由686蒿 增畏到超遇7000蓠 ;国 家
精神疾痛 菅瓠纲路 糸铳圃始 了建彀 ·自
2009年 起董性精神疾病的管理服袼也 已
锂被舾人囤家基本公共衡生服耪乏中·除精

神辜科署僚服捞外 ·心理谘韵和心理治瘵
社匡精神衙生服旃和家庭警瘠服硌等多棰
服潞形式己在苛多地方f+l展 或董新恢馒生

擒 ·2010年 以朱 9国 家精神衙生工作新

的+年 琨斟 (20lⅡ 2020年 )已 在制定中
9目 檩是要提高精神衙生艘糸的服硌能力
9加 豫法律和政策保障 9逐 步促逛基本精

神衙生服耪均等化 ·膏琨封崴重精神疾病

患者的
“
瘾治盍治

灬‘

荔保障和落霄上±1· 政策和琨劐 9园 家精神
衙生立法工作加怏 了迮度 920"年 国家
精神街生法己在囫搿院镬得通遇 9正 式提
交全圃人大常委曹窭畿 ·通合中圄新的形

势飧展要末的精神衙生管理 、防治和保障
艚糸建铍工作已缏拉 Pfl序 幕 ·

Abs(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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