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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减少手术创伤始终是快速康复的决定性因素ꎬ 这一点在目前的加速康复外科研究尤其是复杂手术ꎬ 如妇科
肿瘤手术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ꎮ 尊重学习曲线、 全面规划手术方案、 总结失利经验、 开展前瞻性研究是解决此问题的主
要方案ꎮ 本文着重讨论妇科肿瘤手术创伤对术后加速康复的影响及可能的改进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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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快速康复ꎬ 或加速康复外科 (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

症和医疗费用 [１￣ ２] ꎮ ＥＲＡＳ 在妇科手术中对住院天数、

生和护理人员的关注ꎮ ＥＲＡＳ 的理念强调ꎬ 通过术前

的证实 [３] ꎬ 包括产科 [４] 、 盆底手术 [５] 、 妇科肿瘤手

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ＥＲＡＳ) 近年来日益受到外 科 医
咨询、 避免术前灌肠、 术中使用局部麻醉、 术后早期
进食、 避免过多静脉补液、 减少不必要引流管放置等
措施可减轻手术应激ꎬ 加速术后恢复ꎬ 降低手术并发

术后疼痛等临床结局的改善作用已经得到多中心研究

术 [６] 、 微创手术 [７] ꎮ ＥＲＡＳ 不仅具有明显的卫生经济
学效益 [８] ꎬ 患者也有较好的满意 度 [９] ꎮ 在 ＥＲＡＳ 的
理念下ꎬ 产生了大量日间手术ꎬ 不仅用于妇科良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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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ꎬ 还用于妇科肿瘤和盆底手术 [１０] ꎮ 本文着重讨论
妇科 肿 瘤 手 术 创 伤 对 ＥＲＡＳ 的 影 响 及 可 能 的 改 进
措施ꎮ

良性手术以及开腹手术是目前妇产科领域

ＥＲＡＳ 研究的 主 要 对 象ꎮ 在 妇 科 恶 性 肿 瘤 手 术ꎬ 尤
其是微创妇科肿瘤手术中对 ＥＲＡＳ 的效果仍然存在
争议ꎬ 究其原因还是手术的复杂性和高风险影响了

１

ＥＲＡＳ 的实施与效果评定 [ ３４] ꎮ 微创手术有巨大的异

妇科肿瘤加速康复外科指南和争论

质性ꎬ 从简单的探查术、 诊断术、 活检术ꎬ 到复杂
目前已有多个妇科肿瘤 ＥＲＡＳ 指南和清单

ꎬ

的根治术、 分期术、 廓清术ꎬ 手术创伤存在巨大的

应推荐ꎮ ２０１９ 年指南还新加入了患者报告结果、 盆腔

这种异质性对 ＥＲＡＳ 的实施和评估必然产生重大影

多新条目[１１] ꎬ 系统性地执行和评估 ＥＲＡＳ 已成为妇科

适宜在相同手术类型中进行风险比较ꎬ 并充分考虑

[２ꎬ １１￣ １５]

ꎬ 均根据不同证据级别提供相

层级差异ꎬ 复 杂 程 度 和 并 发 症 风 险 亦 有 天 壤 之 别ꎬ

廓清术、 盆腔热灌注、 出院路径以及评估和报告等诸

响 [ ３５] ꎮ 因此ꎬ 对 于 复 杂 手 术 实 施 ＥＲＡＳ 的 情 境 下ꎬ

包括肿瘤手术方案

[１６￣ １９]

ꎮ 妇科肿瘤 ＥＲＡＳ 项目甚至还延伸

医生的学习曲线ꎬ 从而减少临床研究偏倚ꎬ 充分阐

ꎮ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于 ２０１９ 年亦成

出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的结论ꎬ 无法指导复杂多变

肿瘤治疗的共识

[２０]

至术前患者的锻炼和康健指导
域

[２２]

[２１]

以及卫生经济学领

立了专门的 ＥＲＡＳ 学组ꎬ 可见对该问题的重视ꎮ

尽管如此ꎬ ＥＲＡＳ 在妇产科手术中的应用仍有很

多未知之处

[２３]

ꎬ 在复杂手术治疗如妇科肿瘤手术中

释 ＥＲＡＳ 的效果ꎮ 如果忽略这些问题ꎬ 则 有 可 能 得
的临床问题ꎮ

２ ２

全面规划手术ꎬ 规避手术风险
手术永远存在风险ꎬ 实施手术永远是在利大于

ꎮ

弊的前提下进行的决策判断ꎮ 为了保证 ＥＲＡＳ 的实

ꎮ 但系统性回顾

全面规划设计ꎬ 充分考虑到所有的意外和最大的风

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在讨论 ＥＲＡＳ 的众多研究中ꎬ

尽管实施 ＥＲＡＳ 的患者满意度较高ꎬ 亦需根据患者

视ꎬ 这可能是目前 ＥＲＡＳ 研究中最大的悖论和矛盾ꎬ

居或 年 龄 较 大 者 对 术 后 当 天 出 院 的 感 受 会 差 很

少手术创伤始终是快速康复的决定因素ꎬ 如不能避免

实施 ＥＲＡＳ 的安全性亦需进一步证实 [ ３６] ꎮ 美国妇产

仍存在不同看法

[２４￣ ２８]

ꎬ 特别是对卵巢癌的治疗

[２９￣ ３０]

研究发现ꎬ 在卵巢癌治疗中ꎬ ＥＲＡＳ 对于初始手术和
中间型手术的恢复并无明显区别

[２５]

施ꎬ 规避手术风险ꎬ 消除医患矛盾ꎬ 应对手术进行

并未得到更多有关卵巢癌手术实施 ＥＲＡＳ 的效应信

险ꎬ 这一点对 任 何 级 别 的 医 师 来 说 都 是 必 备 素 质ꎮ

手术创伤对于术后康复的影响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

具体情况区别对待ꎮ 研究发现ꎬ 日间手术患者中独

息

[３０]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较少ꎮ 在临床实践中ꎬ 笔者认为减
和减少预期或计划外手术创伤ꎬ ＥＲＡＳ 的大部分举措
则不仅无益ꎬ 还可能产生负面效应ꎮ

２
２ １

妇科肿瘤手术执行加速康复外科的要点
尊重学习曲线ꎬ 减少研究偏倚
手术学的学习曲线是每个外科医生必须经历的过

程ꎮ 尽管个人天赋或能力具有差异ꎬ 学习曲线或长或
短ꎬ 但为了达到可接受的熟练程度和安全阈值ꎬ 手术
医生无不需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培训ꎮ 已有研究发
现ꎬ 不同妇科肿瘤团队施行 ＥＲＡＳ 的实践和效果具有

多 [ １０] ꎮ 对于不同年龄和功能评分的妇科肿瘤患者ꎬ
科医师协会指南认为ꎬ 实施 ＥＲＡＳ 前应仔细审查手
术和护理框架及流程ꎬ 并将 ＥＲＡＳ 植入卫生系统以
获得持续效果 [ ２] ꎮ

支持 ＥＲＡＳ 的证据很多ꎬ 严密实施 ＥＲＡＳ 的好处

亦很多ꎬ 但 ＥＲＡＳ 的地位永远是辅助手术、 以手术为
中心的ꎮ 不能因为 ＥＲＡＳ 而去破坏和干扰已经成熟实
施、 卓有成效的临床路径和方案ꎬ 而应采用 ＥＲＡＳ 的
理念修订、 改善和弥补现有的临床路径及方案ꎬ 并在
修订、 改善和弥补的过程中ꎬ 尊重传统手术学经验ꎬ
因为经验也是一种证据 [３７] ꎮ 现有的循证医学材料和
证据则应在全面规划的前提下审慎地改造、 植入和运

ꎮ 因此ꎬ 在施行 ＥＲＡＳ 之前ꎬ 应把

用ꎬ 以避免新证据在老传统中 “ 水土不服” ꎬ 避免新

评估 ＥＲＡＳ 效果之时ꎬ 应将医生的学习曲线作为重要

一朝一夕、 一人一事就能够实现的ꎮ 经历 ６ 年的多中

很大的异质性

[２４]

医生的学习曲线作为重要的变量予以考虑和平衡ꎻ 在
的因素予以分层和校正
习曲线的问题

[３２]

[３１]

ꎮ 而 ＥＲＡＳ 本身也有其学

ꎬ 多学科合作下的 ＥＲＡＳ 对于重大

肿瘤手 术 才 能 发 挥 有 益 价 值
ＥＲＡＳ 实践成功的关键 [３３] ꎮ
５５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９

[１６]

ꎬ 医生的拥护亦是

事物在老环境下 “ 夭折短命” ꎮ 这种系统性工作并非
心研究已经证实ꎬ 如果能够在术中和围手术期严格遵
循妇 科 手 术 的 ＥＲＡＳ 指 南ꎬ 可 改 善 患 者 的 临 床 结
局 [３] ꎮ 而一项德国妇科医生的调查发现ꎬ 仅有 １ / ３ 的
被调查者会遵循 ＥＲＡＳ 相关指南 [３８] ꎮ 很难想象ꎬ 在

减少手术创伤始终是妇科肿瘤手术快速康复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管理混乱、 缺乏规范准入制度的手术中心能够很
好地推广和延续 ＥＲＡＳꎻ 即便能够强行推广ꎬ 也不过
是手术风险增加的导火索ꎮ

２ ３

总结失利经验ꎬ 开展前瞻研究

ＥＲＡＳ 可以降低手术并发症ꎬ 但不能完全消除手

术并发症ꎮ 除了手术学本身的机会性风险之外ꎬ 手术

创伤与 ＥＲＡＳ 的相关性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ꎮ

参
[１]
[２]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存在巨大挑战的课题ꎮ 从这样的
相关性研究中ꎬ 不仅可深入了解 ＥＲＡＳ 促进术后康复
的机制ꎬ 还可阐释手术学 创 伤 对 ＥＲＡＳ 的 效 应 与 后
果ꎬ 诸如镇痛与住院时间的关系等 [６ꎬ ２７] ꎮ 手术的失

[３]

[４]

贵的经验ꎬ 尤其是失利的经验ꎬ 对于复杂性、 高风险

[５]

手术而言具有更加宝贵的警示和帮助作用ꎬ 为高质量
的前瞻性研究提供切入点ꎮ 这些内容包括: 患者心理
因素与生活质量的变化及其对手术预后和生存结局的

[６]

影响 [３９] ꎻ 围手术期饮食与禁食应激对肠道微环境的
响ꎬ 等等ꎮ 这些研究涉及临床、 护理、 病 / 生理和分
子机制等多个方面ꎬ 无论阴性结果还是阳性结果ꎬ 均

３

[７]

[８]
[９]

少手术创伤始终是 ＥＲＡＳ 的决定性因素ꎬ 这一点在目
前的 ＥＲＡＳ 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ꎬ 在诸如妇科肿
瘤等复杂手术中尤甚ꎮ 作为外科医生ꎬ 我们应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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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ꎮ

ＥＲＡＳ 成功和失利的教训都会为临床实践提供宝

献

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ｏｒ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 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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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ｓｔ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３０]

[Ｊ]. Ｉｎｔ Ｊ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Ｃａｎｃｅｒ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７: １０４６￣ １０５０.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Ｋꎬ Ｋｏｋ ＰＳꎬ Ｓｔｏｃｋｌｅｒ 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

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Ｓｙｓｔｅ￣
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ｒｉａｌｅｄ [Ｊ]. Ｉｎｔ Ｊ Ｇｙｎｅｃｏｌ

[３１]

Ｃａｎｃｅｒ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７: １２７４￣ １２８２.

Ｐｉｓａｒｓｋａ Ｍꎬ Ｇａｊｅｗｓｋａ Ｎꎬ Ｍａｌｃｚａｋ Ｐꎬ ｅｔ ａｌ. Ｉｓ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ＥＲＡ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４００ Ｃｏｎｓｅｃ￣

ｕｔｉｖｅ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Ｊ Ｃｌｉｎ Ｍｅｄ. ２０１８ꎬ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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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ｈｓｉｒｉｗａｔ Ｖ.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
ｇｅ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ｏｐｅ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
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１: １６９￣ １７８.

[３３]

Ｋｕｍａｒ Ａꎬ Ｎｅｓｂｉｔｔ ＫＭꎬ Ｂａｋｋｕｍ￣Ｇａｍｅｚ Ｊ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

[３４]

Ｃｕｒｔｉｓ ＮＪꎬ Ｔａｙｌｏｒ Ｍꎬ Ｆｒａｓｅｒ Ｌ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１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ａｊｏｇ. ２０１９. ０７. ０３９. [Ｅｐｕｂ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术中的应 用 及 研 究 进 展 [Ｊ]. 实 用 妇 产 科 杂 志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 ２２￣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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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ＥＲＡＳ) ｉ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ｄ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５１: １１７￣ １２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５２: ５０１￣ ５０８.

双婷ꎬ 马佳佳. 加速康复外科在妇科及妇科恶性肿瘤手

ｉ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Ａ ＮＯＧＧＯ￣ＡＧＯ∗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１４４

Ｂｉｓｃｈ ＳＰꎬ Ｗｅｌｌｓ Ｔꎬ Ｇｒａｍｌｉｃｈ 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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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Ｎｅｌｓｏｎ Ｇꎬ Ｄｏｗｄｙ ＳＣꎬ Ｌａｓａｌａ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ＥＲＡＳ (Ｒ) ) ｉ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 Ｐｒａｃ￣

ｐｏｒｔｅｄ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ｎ 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Ｎｅｌｓｏｎ Ｇꎬ Ａｌｔｍａｎ ＡＤꎬ Ｎｉｃｋ Ａꎬ ｅｔ 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ｏｐ￣

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

[２７]

１４０: ３１３￣ ３２２.

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 ＥＲＡＳ ( Ｒ)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
[１９]

[２６]

Ｎｅｌｓｏｎ Ｇꎬ Ａｌｔｍａｎ ＡＤꎬ Ｎｉｃｋ Ａꎬ ｅｔ 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 ＥＲＡＳ ( Ｒ)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ｅｙｅｒ ＬＡꎬ Ｓｈｉ Ｑꎬ Ｌａｓａｌａ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ｒ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ｓ.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６: ７８２￣ ７９０.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ｉ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Ｃａｎｃｅｒ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９: １８１￣ １８７.

ｓｕｒｇｅｒｙ ( ＥＲＡＳ ) ｃａｒ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１９: ５３３￣ ５４４.

Ｍａｒｃｕｓ ＲＫꎬ Ｌｉｌｌｅｍｏｅ ＨＡꎬ Ｒｉｃｅ ＤＣ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ｎｃｏｌｏｇ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ＳＱＩ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１７]

[２５]

ＥＲＡＳ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ꎬ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ꎬ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Ｒ) ) ａｎｄ ＥＲＡＳ ( (Ｒ) ) ＵＳＡ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ｖａｒｉａｎ / ｔｕｂａｌ / 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ＧＯ￣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Ｊ]. Ｉｎｔ Ｊ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Ｅｌｉａｓ ＫＭꎬ Ｓｔｏｎｅ ＡＢꎬ ＭｃＧｉｎｉｇｌｅ Ｋ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ｎ

( ＲＥＣＯｖＥＲ )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Ａ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ＥＲＡＳ

Ｐｉｏｖａｎｏ Ｅꎬ Ｆｅｒｒｅｒｏ Ａꎬ Ｚｏｌａ Ｐ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 ＮＳＧＯ￣ＭａＮＧ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Ａｎｔｅｎａ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ｉｎ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

[２４]

[Ｄ].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ꎬ ２０１５.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Ｊ].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５２: ４８６￣ ４９１.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 Ｉｎｔ Ｊ
[３５]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３: ２３１￣ ２３４.

Ｓｐａｎｊｅｒｓｂｅｒｇ ＷＲꎬ ｖａｎ Ｓａｍｂｅｅｃｋ ＪＤꎬ Ｂｒｅｍｅｒｓ Ａꎬ ｅｔ ａｌ.

减少手术创伤始终是妇科肿瘤手术快速康复的决定性因素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ｐｅｎ ｃｏｌｏ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 ＥＲＡ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Ｊ].
[３６]

[３９]

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９: ３４４３￣ ３４５３.

ｄｅ Ｎｏｎｎｅｖｉｌｌｅ Ａꎬ Ｊａｕｆｆｒｅｔ Ｃꎬ Ｂｒａｔｉｃｅｖｉｃ Ｃꎬ 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ｏｎ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Ｊ].

谭先杰. 郎景和院士谈价值医学[Ｊ].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３８]

Ｐｌｅｔｔ Ｈꎬ Ｒｉｃｃｉａｒｄｉ Ｅꎬ Ｂｏｍｍｅｒｔ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科杂志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１: １￣ ４.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ａｉｒ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ａ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ＥＲＡ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ｙ￣
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ａ ＮＯＧＧＯ￣ＡＧＯ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１４８ ｇｙｎ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Ｊ]. Ａｒｃｈ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Ｏｂｓｔｅｔꎬ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ｉｅｓ

[Ｊ]. Ｊ Ｌａｐａｒｏｅｎｄｏｓｃ Ａｄｖ Ｓｕｒｇ Ｔｅｃｈ 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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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ｔｕｒｋ ＪＣꎬ Ｋｒｉｓｔｏ Ｇꎬ Ｇｏｌｄ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８６３￣ ８７０.

Ｙｅｕｎｇ ＳＥꎬ Ｈｉｌｋｅｗｉｃｈ Ｌꎬ Ｇｉｌｌｉｓ Ｃ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ｔａ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ＥＲ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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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康复再思考
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 ( 八年制) ２０１５ 级
今年 ４ 月ꎬ 我有幸作为封面创作人员参加了
« 协和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刊的选题策划会ꎬ
聆听各方专家对加速康复外科 (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ＥＲＡＳ) 理念的独到见解ꎬ 深受熏陶ꎮ
面对学术热点ꎬ 与会专家回归理性的声音引人深
思ꎬ 故以本次专刊为契机ꎬ 再次探讨 ＥＲＡＳ 定不会
辜负学界之期许ꎮ
从古希腊神话中的康复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
(Ａｓｃｌｅｐｉｕｓ)ꎬ 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古代康复医学ꎬ
自古以来人类对于康复的追求从未停止ꎮ 到了现代
社会ꎬ 医疗水平的提高让人们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康
复ꎬ 而是追求更加快速而舒适ꎮ 于是丹麦外科医生
Ｋｅｈｌｅｔ 和美国外科医生 Ｗｉｌｍｏｒｅ 提出了 ＥＲＡＳ 的理
念ꎬ 即采用一系列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围手术期
优化措施ꎬ 减少患者生理及心理应激ꎬ 实现术后快
速康复ꎮ ＥＲＡＳ 至今已开展 ２０ 余年ꎬ 在诸多外科领
域推广应用的同时ꎬ 也面临着一些困境ꎮ 在加速康
复同时是否增加了风险? 对加速康复效果应如何进
行客观评价? 加速康复路径还有哪些可能性值得探
索? 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和地域落实? 值得医学探路
者们进一步深入探讨ꎮ 而如何用最小的医疗成本与

王招荐

机体创伤换取患者最大的健康利益ꎬ 将是每一位医
者成为良医、 大医前的必修课ꎮ
本期封面创作过程中ꎬ 抽象而涵盖面广的主题
给封面设计带来了一定难度ꎮ 经过一次失败的尝试
后ꎬ 我决定以 “ 抽象” 攻 “ 抽象”ꎬ 一方面从传达
理念着手ꎬ 淡化画面具象感ꎬ 精简元素ꎻ 另一方面
在简化的同时丰富色彩ꎬ 采用背景的水彩渲染为读
者留出更多思考与想象的空间ꎮ 最终封面主体由人
侧脸剪影与抛物线形双箭头组成ꎬ 各式各样的拼图
排列成侧脸轮廓ꎮ 拼图代表多学科合作ꎬ 人的侧脸
体现医学的人本属性ꎬ 二者合一寓意通过多学科合
作共同促进患者康复ꎮ 抛物线形双箭头的灵感来源
于 ＥＲＡＳ 协会标识ꎬ 抛物线形轨迹代表了机体从手
术创伤至恢复的过程ꎬ 体现出 ＥＲＡＳ 对治疗方案的
优化———减少机体创伤与应激ꎬ 实现术后快速康
复ꎮ 康复是美好、 愉快的ꎬ 因此全画风格活泼ꎬ 色
彩鲜明ꎬ 以冷色调的蓝传达客观与理性ꎬ 以暖色调
的粉、 黄烘托人文关怀ꎬ 与 ＥＲＡＳ 的特质相适应ꎮ
画面中的剪影既是静待康复的患者ꎬ 亦是正在冥思
的医者ꎬ 拼图模块各司其职、 相互配合ꎬ 是 ＥＲＡＳ
多学科合作特点的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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