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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腔镜技术的发展ꎬ 临床上越来越多的妇科手术在腔镜下进行ꎮ 肠管损伤是妇科腹腔镜手术并发症之
一ꎬ 因其发生率较低ꎬ 部分患者术中难以发现ꎬ 而延迟诊断可造成严重不良后果ꎮ 肠管损伤可分为手术器械对肠管的机
械损伤和热损伤两种ꎮ 盆腹腔组织粘连是腹腔镜手术发生肠管损伤的主要危险因素ꎬ 既往盆腹腔手术史、 盆腹腔炎性疾
病等均可导致组织粘连ꎻ 此外ꎬ 手术医师经验也会影响肠管损伤的发生几率ꎮ 早期识别肠管损伤和正确及时的处理方式
对于降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至关重要ꎬ 其中恢复肠壁解剖结构、 避免肠漏是关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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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是妇科各种良恶性疾病的标准治疗方

少ꎬ 住院时间缩短且康复加快ꎬ 临床上应用广泛ꎮ 虽

式ꎬ 相比传统经腹手术ꎬ 术中失血量和术后疼痛减

然优点明显ꎬ 腹腔镜手术仍伴有多种并发症ꎬ 尤其是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２０１５ＢＡＩ１３Ｂ０４)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 (２０１７￣Ｉ２Ｍ￣ １￣ ００２)
利益冲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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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腹腔镜术中肠管损伤问题

诸如膀胱、 输尿管、 肠管及大血管等严重致命损伤ꎮ
其中ꎬ 妇科腹腔镜手术导致的肠管损伤处理困难ꎬ 给

３

损伤类型

患者带来严重伤害ꎬ 因此不容忽视ꎮ 本文就妇科腹腔
镜术中的肠管损伤问题进行综述ꎮ

１

腹腔镜手术中肠管损伤源于手术器械ꎬ 损伤的类
型分为两种: 机械损伤和热损伤ꎮ 机械损伤即手术操

流行病学

作时各类金属器械或缝针造成的肠管损伤ꎮ 热损伤源
于腹腔镜手术器械经热传导ꎬ 导致肠管局部组织坏

妇科手术中肠管损伤的发生率与手术类型有关ꎮ

死ꎬ 严重者可发生肠管穿孔ꎬ 造成肠漏ꎮ 热损伤可发

美国妇科腹腔镜医师协会对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

生于操作中的器械对肠管组织的无意间触碰或抓取、

术中肠管损伤发生率为 １％ [１] ꎮ 一项纳入 ９０ 篇文献、

是肠管损伤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３] ꎮ

术进行相关调查ꎬ 发现并发症的总体发生率为 ６％ꎬ
４７４ ０６３ 例妇科 腹 腔 镜 手 术 的 系 统 综 述 分 析 结 果 显
示ꎬ ９０ 篇文献中肠管损伤的发生率各不相同ꎬ 总体
而言ꎬ ７６９ 例中即有 １ 例 发 生 肠 管 损 伤ꎬ 腹 腔 镜 绝
育术的肠管损伤率为 ０ ０３％ ꎬ 而与子宫切除术相关

电极绝 缘 失 效 等 [９] ꎮ 热 损 伤 可 占 肠 管 损 伤 的 ２９％ꎬ

４

诊断
早期识别肠管损伤和早期干预对于降低其发病率

的肠管 损 伤 机 率 为 ０ ３９％ ( １ / ２５６ ) [ ２] ꎮ 近 期 Ｓａｎ￣

和死亡率至关重要 [１０] ꎮ 若手术过程中出现气腹建立

科手术中胃肠损伤的发生情况ꎬ 结果总体发生率为

排除肠管损伤ꎮ 在锐性切除或者钝性分离组织后检查

ｇｕａｎｄｅｅｋｕｌ 等 [ ３] 统计了泰国一所教学医院 １０ 年内妇

０ ３８％ (１０４ / ２７ ５２０) ꎬ 且腹腔镜手术发生胃肠损伤
的概率低于开腹手术ꎬ 这一结果可能与腹腔粘连严重
而中转开腹有关ꎮ 研究认为最常见的损伤部位是小
肠ꎬ 其次为结肠和直肠

２
２ １

[３￣ ４]

ꎮ

周围肠管ꎬ 注意有无出血、 血肿以及肠管内容物ꎮ 气
泡实验可协助检查可疑肠管损伤 [１１] ꎮ

肠管损伤的延迟诊断可造成严重后果ꎬ 患者死亡

率可达 ３ ２％ [２] ꎮ 肠损伤的症状通常在术后 １２ ~ ３６ ｈ

内出现ꎬ 但也可能在 ５ ~ ７ ｄ 后出现 [１２] ꎮ 患者症状大

危险因素

多呈现非特异性ꎬ 如腹痛、 经口摄入不耐受、 腹胀、
恶心、 发热等ꎬ 这些都可能造成延误诊断ꎮ 如果患者

盆腹腔粘连
盆腹腔粘连是肠管损伤的最重要因素

出现持续性恶心呕吐、 术后高热或腹痛加重ꎬ 应注意
[４]

ꎮ 盆腹

腔粘连 发 生 的 几 率 并 不 固 定ꎬ 约 为 ２０％ ~ ９３％ [５] ꎮ
Ｋｕｍａｋｉｒｉ 等

[６]

认为接受过盆腹部手术的患者行妇科腹

腔镜手术时ꎬ 肠管损伤发生率可达 １３ ４％ꎬ 术中粘连
松解步骤是造成肠管损伤的重要原因ꎮ 子宫内膜异位
症、 严重盆腹腔炎症、 盆腹部放射治疗等均可造成肠
管周围组织粘连ꎬ 增加后续腹腔镜手术发生肠管损伤
的风险ꎮ 一项对 ２５ ０００ 例子宫切除术后患者的研究
显示ꎬ 存在盆腹腔粘连的患者中有 ４５％ 接受过剖宫
产ꎬ ２８％有小肠或盆腔手术史ꎬ ６５％ 合并有子宫内膜
异位症

２ ２

困难、 重复多次插入气腹针ꎬ 应仔细检查肠管表面以

[７]

ꎮ

有无肠管损伤的发生 [１０] ꎮ 后期更为严重的症状包括
腹膜炎、 脓肿形成和感染性休克ꎬ 这些症状的出现增
加了患者的死亡率ꎬ 密切的临床观察尤为重要ꎮ
术后及时给予相关辅助检查有利于确定是否发生
了肠管损伤ꎬ 但目前并无特异的诊断方式ꎮ 口服造影
剂行 ＣＴ 检查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１１] ꎮ 炎症标志物如白
细胞计 数、 降 钙 素 原 和 Ｃ 反 应 蛋 白 等 可 协 助 排 除
感染 [１３] ꎮ

５

处理
腹腔镜肠管损伤的修复取决于损伤大小、 性质以

手术医师经验
对于所有的妇科手术而言ꎬ 手术医师所接受的培

及手术医师的经验ꎮ 无论何种损伤原因ꎬ 修复原理大

训及其手术经验影响着手术结果ꎮ 经验丰富者对于盆

致相同: 恢复肠壁的解剖结构ꎬ 避免出现肠漏ꎮ 通常

腹腔脏器解剖结构了解更清楚ꎮ 而谨慎的操作可大大

需要缝合来完成修复ꎮ

降低盆腹腔器官损伤的概率ꎮ 国际妇科内窥镜检查协
会的调查发现ꎬ 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发生肠损伤的概
率较低

[８]

ꎮ

５ １

轻症患者的处理
轻度肠管损伤可通过腹腔镜手术予以修复ꎮ 有研

究建议ꎬ 对于血流动力学稳定的轻症患者首先考虑肠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４ ３２３

协 和 医 学 杂 志

管修补术而非结肠造口术ꎬ 修补术后出现腹腔脓肿、
伤口裂开等概率更低ꎬ 且手术效果好 [１４] ꎮ

气腹制造过程中ꎬ 当肠管损伤由 Ｖｅｒｅｓｓ 针造 成

时ꎬ 由于 Ｖｅｒｅｓｓ 针的直径较小ꎬ 缺损处可由肌层覆
盖ꎬ 通常可以采取保守治疗ꎻ 当肠管损伤由 Ｔｒｏｃａｒ 造

症ꎬ 避免肠管损伤重在预防ꎮ 组织粘连是其主要危险
因素ꎮ 临床工作中应重视术前患者评估并进行充分的
肠道准备ꎬ 正确选择手术方式ꎬ 术中规范操作ꎬ 早期
识别肠管损伤并给于及时有效的处理ꎮ

成时ꎬ 大部分可行单层或双层修补ꎬ 将 Ｔｒｏｃａｒ 留在原
位有助于识别损伤部位

[１５]

ꎮ

发生在小肠浆膜浅层的损伤ꎬ 可使用 ３￣ ０ 可吸收

线 ( 如 Ｖｉｃｒｙｌ) 进行单层或双层缝合ꎮ 小肠浆肌层及

直径小于 １ ｃｍ 的小肠壁全层损伤可使用 ２￣ ０ 或者 ３￣ ０
可吸收线ꎬ 单层或双层缝合ꎮ 污染程度轻微的结肠、

参
[１]
[２]

直肠损伤可考虑肠管修补术ꎬ 其原则与小肠修补术
类似 [１１] ꎮ

当肠管损伤直径小于 ２ ｃｍ 时ꎬ 可以横向或纵向

[３]

５ ２

重症患者的处理

肠管损伤较严重或者肠损伤诊断延迟的情况下ꎬ
应行开腹手术以进行全面评估ꎮ 裂伤超过管腔直径的
一半ꎬ 或肠管损伤影响肠系膜血液供应时 ( 无论裂
伤的长度如何) ꎬ 均需进行节段性肠管切除和吻合术

或造口术 [１２] ꎮ 节段性肠切除术在热 损 伤 中 更 常 用ꎮ
双极器械引起的肠损伤程度可较容易识别ꎬ 但单极器

[４]
[５]
[６]

械造成的损伤往往难以评估 [１７] ꎮ 在具有腹腔筋膜室

膜ꎬ 当感染源得到控制时再予以关腹

[１８]

ꎮ

[７]

６

[８]

预防
预防肠管损伤应贯穿患者就诊的始终: ( １) 充

[９]

分了解患者的现病史及既往手术史ꎬ 对患者进行详细
的体格检查ꎻ (２) 根据患者病情ꎬ 采取个体化手术
方式ꎻ (３) 熟练掌握手术器械使用方法ꎬ 术前做好

[１０]

充分利用钝性及锐性分离技术ꎬ 必要时可中转开腹ꎬ

[１１]

仔细排查肠管损伤情况ꎮ

７

小结
总之ꎬ 肠管损伤是妇科腹腔镜手术中的严重并发

３２４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１９

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ｂｅｎｉｇｎ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ꎬ ２００９ꎬ (３): ＣＤ００３６７７.

Ｌｌａｒｅｎａ ＮＣꎬ Ｓｈａｈ ＡＢꎬ Ｍｉｌａｄ ＭＰ. Ｂｏｗｅ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ｇｙｎ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２５: １４０７￣ １４１７.

Ｓａｎｇｕａｎｄｅｅｋｕｌ Ｎꎬ Ｖａｌｌｉｂｈａｋａｒａ Ｏꎬ Ａｒｊ￣Ｏｎｇ Ｖａｌｌｉｂｈａｋａｒａ Ｓꎬ
ｅｔ 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 １￣ ５.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ｏｒｔ Ｍꎬ Ｈｅｉｊｎｓｄｉｊｋ ＥＡꎬ Ｇｏｕｍａ ＤＪ. Ｂｏｗｅ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Ｊ]. Ｂｒ Ｊ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０４ꎬ ９１:

１２５３￣ １２５８.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Ａꎬ Ｄｅ Ｗｉｌｄｅ Ｒ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Ｊ ].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５: ７１￣ ８３.

Ｋｕｍａｋｉｒｉ Ｊꎬ Ｋｉｋｕｃｈｉ Ｉꎬ Ｋｉｔａｄｅ Ｍ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２０１０ꎻ １７: ４８０￣ ４８６.

Ｈｅｓｓｅｌｍａｎ Ｓꎬ Ｈｏｇｂｅｒｇ Ｕꎬ Ｊｏｎｓｓｏｎ 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ｃｅ￣

ｓａｒｅ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ａ
ｅ１￣ｅ８.

Ｎｄｕｋａ ＣＣꎬ Ｓｕｐｅｒ ＰＡꎬ Ｍｏｎｓｏｎ ＪＲ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Ｊ].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Ｓｕｒｇꎬ １９９４ꎬ １７９: １６１￣ １７０.

Ｖｉｌｏｓ ＧＡ.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ｓｉｎｇ Ｓａｆ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Ｊ].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 Ｃａ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０: １３３７￣ １３４７.

Ｅｉｓｎｅｒ ＩＳꎬ Ｗａｄｈｗａ ＲＫꎬ Ｄｏｗｎｉｎｇ ＫＴ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ｗｅ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 Ｊ].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９. ｄｏｉ: １０.

器械检查ꎻ (４) 术中注意细节与手术技巧ꎬ 面对存

在盆腹腔粘连的患者ꎬ 应仔细解剖ꎬ 注意肠管位置ꎬ

Ｎｉｅｂｏｅｒ ＴＥꎬ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Ｎꎬ Ｌｅｔｈａｂｙ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Ｊ]. Ａｍ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１７: ５６４ꎬ

此外ꎬ 腹腔内冲洗、 广谱抗生素的应用以及引流
等操作可减少感染的发生ꎮ

献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ｌａｐａｒｏｔｏｍｙ [ Ｊ]. Ｊ Ｍｉｎｉｍ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综合征发病风险、 出现严重腹膜炎症状、 诊断延迟的
病例中ꎬ 腹部可以暂时保持打开状态而不关闭腹部筋

文

ａｔ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 １０￣ｙｅａｒ

修复肠管ꎬ 但建议横向闭合以减少肠管狭窄的风险ꎮ
如果损伤直径超过 ２ ｃｍꎬ 应给予横向修复 [１６] ꎮ

考

[１２]

１０９７ / ＧＣＯ.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５２. [Ｅｐｕｂ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Ｇｌａｓｅｒ ＬＭꎬ Ｍｉｌａｄ ＭＰ. Ｂｏｗｅｌ ａｎｄ Ｂｌａｄｄ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３３: ３１３￣ ３２２.

Ｃｏｓｓｏｎ Ｍꎬ Ｌａｍｂａｕｄｉｅ Ｅꎬ Ｂｏｕｋｅｒｒｏｕ Ｍꎬ ｅｔ ａｌ. Ｖａｇｉｎａｌꎬ ｌａｐ￣

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ꎬ ｏｒ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ｉｅｓ ｆｏｒ ｂｅｎｉｇ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 Ｅｕｒ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Ｒｅｐｒｏｄ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０１ꎬ ９８: ２３１￣ ２３６.

妇科腹腔镜术中肠管损伤问题
[１３]
[１４]

Ｘｉａｏ Ｚꎬ Ｗｉｌｓｏｎ Ｃꎬ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ＨＬ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ｍｅｄｉ￣

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ｉｎｔｒａ￣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ｓｅｐｓｉｓ ｏｒ ｉｎｊｕｒｙ￣ａ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９: ３７３.

Ｓａｒｔｅｌｌｉ Ｍꎬ Ａｂｕ￣Ｚｉｄａｎ ＦＭꎬ Ａｎｓａｌｏｎｉ 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ａｂｄｏｍｅ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ｓｅｐｓｉｓ: ＷＳ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Ｅｍｅｒｇ Ｓｕｒｇꎬ

[１５]
[１６]

２０１５ꎬ １０: ３５.

Ｓａｓａｋｉ ＬＳꎬ Ｍｉｔｔａｌ Ｖꎬ Ａｌｌａｂｅｎ Ｒ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ｃｏｌｏｎ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Ａｍ Ｓｕｒｇꎬ １９９４ꎬ ６０: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 Ｊ ]. Ａｆ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７]
[１８]

１７: １２３７￣ １２４５.

Ｂｒｏｓｅｎｓ Ｉꎬ Ｇｏｒｄｏｎ Ａꎬ Ｃａｍｐｏ Ｒꎬ ｅｔ ａｌ. Ｂｏｗｅ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ｇｙ￣

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Ｊ]. Ｊ Ａｍ Ａｓｓｏｃ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０: ９￣ １３.

Ｕｌｋｅｒ Ｋꎬ Ａｎｕｋ Ｔꎬ Ｂｏｚｋｕｒｔ Ｍ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ｒｇｅ ｂｏｗｅｌ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 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Ｃｌｉｎ Ｃａｓ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２: ８４６￣ ８５１.

５２２￣ ５２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 ０３￣ ２９)

Ｅｌｂｉｓｓ ＨＭꎬ Ａｂｕ￣Ｚｉｄａｎ ＦＭ. Ｂｏｗｅ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ｇｙｎｅｃｏ￣


封面故事

关注手术并发症
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 ( 八年制) ２０１４ 级

刘芃昊

是否会低估手术并发症而产生过度医疗值得深思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发表在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上的一篇文章
比较了宫颈癌行腹腔镜与开腹根治手术的死亡及
复发风险ꎬ 结果出人意料地显示ꎬ 一直 “ 为人称
道” 的腹腔镜手术效果并不及传统开腹手术ꎬ 一
度引发热议ꎬ 将手术并发症的探讨和思考推上了
风口浪尖ꎮ 经过规范培训ꎬ 外科大夫的诊疗思路

本期封面主体形象为一只垂落在病床旁输液
的手ꎬ 这只手虚弱无力且周围布满了胸引管、 尿
管等各种管路ꎬ 采用彩铅手绘的风格诠释了术后
患者最真实的状态ꎬ 从侧面反映手术对患者在带
来极大生存获益的同时ꎬ 亦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创
伤ꎬ 从而引发读者对手术并发症的思考与共情ꎮ
手术是否是最优选择? 如何严格制定并执行
手术适应证? 如何权衡手术获益与并发症? 如何
避免或减轻手术并发症? 需要临床医生时刻保持
警醒和思考ꎮ 北京协和医院老院长、 卓越的外科
大夫黄家驷教授曾说过: “ 能用非手术疗法治疗的
疾病就一定不要拿起手中的手术刀” ꎮ
在手术及其辅助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ꎬ 我们

及手术水平毋庸置疑ꎬ 但当涉及医疗抉择时往往
会陷入两难境地ꎬ 很大程度上与医生的主观经验
与智慧等因素有关ꎬ 也是为何人工智能不能完全
替代医疗工作者决策的关键所在ꎮ
２０１８ 年底ꎬ 我有幸作为封面创作人员参加了
« 协和医学杂志» 以 “ 手术并发症” 为主题的选题
策划会ꎬ 聆听了与会专家高屋建瓴的选题设想和
精彩纷呈的讨论ꎬ 很是钦佩ꎮ 公开讨论这一话题ꎬ
一方面需要勇气直面临床工作中不愿面对的问题ꎬ
另一方面也需要足够的影响力以引发业内一线工
作者及管理者的讨论与思考ꎮ
在封面定稿过程中ꎬ 通过与编辑部及美术指
导戴申倩老师商量ꎬ 将本期风格设定为 “ 真实与
争议” ꎬ 将通常不愿展现给大众的临床真实而难以
直视的情景以艺术化的手法呈现出来ꎬ 用冷峻的
笔触、 直观的冲击直抵读者心灵ꎬ 引起共情ꎬ 从
而激发术者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审视临床手术及操
作相关并发症的问题ꎮ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４ ３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