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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疼痛医学发展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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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原理研究》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疼痛医学杂志》主编，《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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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我

于 1979 年首次到美国波士顿参加“国际麻醉药物研

究学会”（International Narcotic Research Conference，

INRC）会议，其后又有机会参加“国际疼痛学会”（In-

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IASP）和

“国际药理学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Basic and Cli-

nical Pharmacology，IUPHAR）会议。其中 IUPHAR

在中国有相应“中国药理学会”，INRC 和 IASP 则没

有相应的学术机构。疼痛学会以其基础临床相结合

（多学科）的特色，加上与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科学研

究所业务的一致性，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从而萌生

了创建“中国疼痛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CASP）的念头。经过与中国有关学者

和领导多年酝酿，决定于 1989年 9月在北京举行“第

一届东西方国际疼痛会议”。IASP秘书长John Loeser

教授专程赶来，代表 IASP祝贺CASP成立。到会 164

人，以针刺镇痛原理研究者和治疗软组织疼痛有关医

务人员为主，成为 CASP 成立的见证人和奠基会员。

次年，CASP 即被批准为 IASP 中国分会。

当 CASP 向民政部申请成为一级学会时，时任

中华医学会会长的陈敏章部长建议我们成为“中华

医学会”下属的“疼痛学分会”，但仍然维持CASP作

为 IASP 中国分会的地位。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麻

醉科、骨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及康复科等医务人

员和学者参与，迅速扩大了学会的队伍。

通过 3 年的工作，我们逐浙体会到，疼痛学分会

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多学科性质。疼痛医师既

需要有综合的医学知识，又需要掌握非常专业的操

作技能，“兼职”的疼痛科医师难以胜任。为了发展

中国的疼痛医学，疼痛科医师必然要向专科医师方

向发展，而专业人才培养成为首要任务。为此我们

采取了 3 个步骤：（1）创建《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

举办系列性疼痛医学培训班；（3）编写疼痛医学《诊

疗指南》、《操作规范》及编译有关专著。

成立“中华”系列医学杂志一般需要试刊数年，

等待审批若干年，而我们深感时间宝贵，决定创立“中

国”系列疼痛杂志，即《中国疼痛医学杂志》，1994 年

申请，1995 年即出刊。创刊伊始，投稿即非常踊跃，

为了保证质量，我们花费了极大精力对有可能录用

的稿件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特别是统计学问题和英

文摘要，更是精雕细刻，有时加以重写，作者对此也

非常配合。这种深度的互动，使许多作者与编辑部

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也达到了我们创刊时“通过办刊

培养队伍”的初衷。经过十载培育，随着全国医学界

科学水平的普遍提高，无论作者和审稿队伍都显示

出长足进步，令人深感宽慰。

1995 年法国 Uppsa 疼痛研究所向中国卫生部陈

敏章部长建议，与中国一个疼痛有关的研究所合作，旨

在协助中国提高临床疼痛医学水平。陈部长建议法方

与北京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华医学会疼痛

学分会进行合作。在此框架下我们安排了两个项目。

（1）在北京医科大学校医院的二楼开辟“中法疼

痛诊疗中心”。该中心不仅有疼痛门诊，而且有 15

张病床可以收治疼痛患者。既有临床工作，也有科

研和干部培养，成为医、教及研结合的新型机构。先

后前来工作和进修的有宋文阁、傅志俭、赵松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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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刚、吴鎏桢、安建雄、支满霞、张本国、赵英、刘延青、

王昆、熊东林及李全成等 20 余位医师，其后大多成

为各地疼痛医学界的骨干人才。

（2）全国性的疼痛医学提高计划。以中法疼痛

诊疗中心为基地，我们每年聘请 10 ～ 15 位专家举

办为期 3 天的高级研讨会，对当前我国疼痛医学存

在的问题和需求进行深入研讨，取得共识，最后将研

究结果用培训班的方式加以推广。每年的研讨题目

各不相同，如：疼痛治疗并发症的产生机制、防范与

治疗；颈椎病、疼痛疾病的微创介入治疗等。高级研

究会的某些重要结论，同时在《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中加以介绍，以便更多的读者得以共享。这种每年

一度的系列活动对提高我国疼痛医学水平，培养疼

痛医学队伍，起到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疼痛医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人员来自各个有关科室。他（她）们无论从医学背景、

诊断思路及治疗手段等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基础和理

念。为使疼痛患者得到最可靠的诊断和最有效、快

速、价廉的治疗，需要多学科医师密切合作、不断磨

合，而取得共识，共同提高，这正是“疼痛科”的优势

所在。过去是一位患者盲目地从一个科到另一个科

轮回就医，现在是几个医师为一位复杂难治的疼痛

患者会诊解决问题。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必须要

有两个条件：一是来自各科的医护人员之间要有一

个良好的合作氛围，二是要有一个公共的蓝本可供

遵循。21 世纪初期，中华医学会要求每一个分会编

写两本手册，一是诊疗指南，一是操作规范，这正是我

们所需要的“蓝本”。我们立即响应中华医学会的号

召，组织疼痛学界有关专家开始编写。《规范》于 2004

年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指南》于 2007 年由人民

卫生出版社出版，这两部手册集中了当代疼痛医学界

的智慧，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产物，对促进疼痛医学发

展，规范疼痛医学的诊疗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

日后编写中国自己的《疼痛学》打下了良好基础。

如果说疼痛学会成立以来前十年的探索主要是

着眼于技术的规范和人才的培养，那么进入 21 世纪

以后我们逐渐认识到，要真正取得疼痛医学的大发

展，为慢性疼痛患者提供最佳服务，主要还是一个组

织问题。现代的疼痛医学已经不是某一科的医师分

出一部分时间“兼职”、“顺带”从事这一事业所能解

决的问题。以麻醉科医师为例，临床麻醉任务很重，

需要解决的主要是围手术期保证生命指标稳定和消

除疼痛（急性疼痛）问题，很难抽出时间钻研例如糖

尿病后期末梢神经病理痛、带状疱疹后痛等各种各

样的慢性疼痛问题，其他专科医生也有同样情况。当

然，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认为一名麻醉科医生也可以

专业化从事疼痛诊疗，这是完全合理的。实际上，现

有的疼痛学教授，大多是从麻醉科、骨科及康复科转

来的。但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如一

名青年麻醉科医师要晋升职称时，他经过多年专心

致志的努力得以重点掌握的疼痛医学知识和技能被

搁置一边，仍然是按一般麻醉科医生所需要的知识

和技能来衡量其级别，这种状态显然很难调动其钻

研疼痛医学的积极性，更遑论存在“非法行医”、“特

种治疗操作不能恰当定价”等矛盾。长此以往，疼痛

医学势将陷入萎缩，甚至消亡。

有鉴于此，疼痛学分会从 2004 年开始就积极向

卫生部医政司反映，希望能成立独立的疼痛科。医

政司非常重视这一建议，进行了多方面调查，听取了各

方面意见。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其他发达

国家大多只有疼痛门诊，由麻醉科和康复科医师兼任，

只有某些大医院才有疼痛科，少数国家有疼痛专业医

师考试办法。我国如果率先设立疼痛科，是否显得在

国际之间“超前”？时机尚不成熟？简而言之，对成立

疼痛科的必要性存在怀疑，对走在世界前列表现犹豫。

在一次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吴阶平院

士的深入交谈中，我向吴院士求教，如何才能走出这

“敢为天下先”的第一步，解决我国当前实际存在的

大批慢性疼痛患者求医难的问题。吴院士态度非常

明确：“既然有实际需求，医院组织机构就应该有相

应改变”。他介绍了当年成立“泌尿科”时遇到的一

些困难，又举出麻醉科从外科分出的历史背景，鼓励

我们坚持不懈，继续努力。经广泛联系，包括吴阶平、

韩启德、裘法祖、王忠诚、吴孟超、汤钊猷、顾玉东、郭

应禄、孙燕、王世真、胡亚美、樊代明、陈可冀、沈自尹、

秦伯益、杨雄里、陈宜张及韩济生等 18 位院士亲笔

签字写了支持信。医政司王羽司长认真阅读了大量

资料，亲自参加了全国已经成立疼痛科的科主任会

议，听取临床第一线医师的意见、困难和需求，经过

两年余多方调研与思考，最后卫生部做出决定：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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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二级以上医院成立一级临床科室“疼痛科”，专治

慢性疼痛（区别于以治疗急性疼痛为主的麻醉科）。

卫生部文件（227 号文件）于 2007 年 7 月 16 日向全

国发布。2007 年 10 月 14 日，世界镇痛日前夕，在中

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 2007 年年会上召开新闻发布

会，吴阶平副委员长、韩启德副委员长，卫生部陈啸

宏副部长、尹大奎副部长，医政司王羽司长、科技司

刘雁飞司长、中华医学会吴明江副会长兼秘书长以及

美国疼痛医学会候任主席 Dubois 教授等分别讲了

话，对我国成立疼痛科表示祝贺，对全国疼痛医学工

作者加以鼓励。国际疼痛学会主席 Jansen 博士特为

此发来贺电。近 500 名国内外疼痛学工作者和各界

有关人士见证了中国卫生系统这一开创历史的盛举。

疼痛科的成立，是疼痛学会历届同仁代表广大

疼痛医学从业人员和疼痛患者，与兄弟学会以及有

关领导合作努力的结果，是中国疼痛医学发展中迈

出的重要一步，但决不是最终一步。

遥望前景，百业待举。要鼓励有条件的医院将

疼痛门诊及早成为独立的疼痛科；为创建一支疼痛

专业医师队伍，要开展专业医师考试制度；为开展各

种诊疗措施，要设定合理的收费标准；与此相应，要

及时修订疼痛学诊疗指南和操作规范；在教学上要

编写疼痛教科书；要在医学生教学计划中体现疼痛

学内容；在各级科研基金申请系统中增设疼痛与镇

痛项目，以便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在研究生培养体系

中要有疼痛医学科目⋯⋯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不仅要团结越来越大

的疼痛医学专业队伍，也要向麻醉科、骨科、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及康复科等兄弟科室学习，共同打造“抗

痛联盟”，向着“为民除痛”的神圣目标迈进，任重而

道远！我们必须以建立和完善“和谐社会”为终极目

标，为疼痛患者又好、又快、又省地预防和治疗疼痛，

迎接中国疼痛医学光辉灿烂的明天！

收稿日期：2010-01-25

（责任编辑：钟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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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痛是慢性疼痛生物学疾病之一，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对其治疗的方法目前多而杂，但疗

效难保。治痛方案应根据患者具体病情，进行个体

化的设计、实施及调整，直至医患双方均获满意为止。

癌痛诊治与其他慢性疼痛诊治一样，应综合介导下

微创手术结合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以及姑息放疗、化

疗、姑息手术等措施，积极主动的予以实施，把治疗

的重点放在缓解疼痛、改善功能及提高生活质量的

基点上，让患者能够有尊严、有信心和有生活质量保

障的度过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限于篇幅，本文仅

在合法合情合理架构内，就规范的应用镇痛药治疗

癌痛的相关问题作一简述。

1 何谓合法合情合理应用镇痛药

合法用药是因为治疗癌痛所用的麻醉性镇痛药

是“双刃剑”，用于疼痛患者是“药”，用于上瘾者就是

“毒”。国家为安全用药计，先后制定、颁发了诸多相

关文件，如卫医发[2007]38 号、卫医发[2007]39 号及

卫生部长 53 号令等。作为临床医师必须要学习法

规及掌握法规和运用法规，旨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服务好疼痛患者。

合情用药是因为每位疼痛患者的病情、心身状

况等都不相同，一定要以个体化的原则设计并落实

仅适合该疼痛患者的治疗方案，使之能获得较为满

意的治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