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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结合

张伯礼

中医药走向国际的前提是世界需要中医药，而科技是中医药走出去的翅膀，翅膀越硬飞得越高、

飞得越远。

20 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做了一个调研，结论是现代的医学针对疾病的模式不可为继。提出维护

健康是医学的主要目的，从疾病治疗转向预防为主，发现和发展人类自我健康能力是医学的任务，让

人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是医学研究的重点內容。中医药学在养生保健、治未病等方

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受到群众欢迎，需求旺盛，也将推动中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健康是个人也是家庭的财富。现在慢病约占整个疾病负担的 70%，而慢病的特点是难以治愈，长

期服药，甚至终身治疗，形成了重大的医疗负担，不仅在中国，全球都是如此。

健康产业面临重大需求和发展机遇，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推动供给侧改革，发展

健康产业，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世界经济社会大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从土地革

命、工业革命、商业革命、IT 信息革命到现在的健康产业，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朝阳产业。

在中药现代化进程中，中药大健康产业悄然形成，市场规模已经达 1.5 万亿元。中药大健康产业

是以中药工业为主体，中药农业为基础，中药商业为枢纽，中药知识经济产业为动力的新兴产业，包

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与提取物、中成药、中药保健品、健康食品 / 饮品、中药化妆品、日化产品、中

药加工装备等等，已经形成横跨一、二、三产业的跨行业、跨区域的长产业链，对调整产业结构、增

加就业岗位、农民脱贫致富、维护生态、服务医改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综合效益。

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提出了中医药事业发展和大健康产业

的规划和具体任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拓展了中医药

的服务领域，提出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加快发展中医医疗服务、支持中医药特色康复服务、

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培育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旅游、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产业以及服务贸易七大

任务。《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的发布，将夯实中药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中药健康

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还需要走“提质增效”的道路，落实“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目前，我

国医药制造水平普遍处於“工业 2.0”水平，实现了管道化、机械化。下一阶段，要推动制造技术升级，

推动中药生产技术水平向“工业 3.0”“工业 4.0”迈进，实现数字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发展。中医

药走向国际的前提是世界需要中医药，而科技是中医药走出去的翅膀，翅膀越硬飞得越高、飞得越远。

中医药国际化是一个过程，基点在內，练好內功，才能把中医药研究的功课做好。

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结合，将产生原创性成果，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将引领生命科学

的发展，为我国解決医改难题作出贡献。本文据作者在“中国科学报”发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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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決

张伯礼，中医內科学专家，全国名中医，200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中

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务院医

改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第十一届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教学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任《中国中药杂志》《中医杂志》《环球

中医药》《天津中医药》等期刊主编。

张伯礼院士从事中医临床、教育和科研工作 40 余年，致力於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医药

防治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主持完成了三项国家“973 计划”及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成

果丰硕。开展血管性痴呆（VD）系统研究，制定了 VD 证类分型标准和按平台、波动及

下滑三期中医证治方案；明确了中风病证候和先兆症动态演变规律，建立了综合治疗方案，

提高临床疗效；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组织完成

了国內首个中药对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的循证研究，建立了中医药大规模临床研究系列方法

和关键技术，为开展循证中医药研究奠定了方法学基础；开创了以组分配伍创制现代中药

的新理论和技术途径，建立中药组分库，成功研发了多个组分中药，引领中药现代化发展；

开拓了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领域，搭建系列技术平台，培育了中药大品种群，推动了中药

产业技术升级。

张伯礼教授重视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提出“強化中医临床思维”的理念，提出了“中

医思维、临床技能、职业素养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主持制定了第一个《中国 決

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在全国组织开展中医学专业认证。积极推动中医教育走向国际，

组织多国专家起草的《世界中医学本科（CMD 前 ) 教育标准》被颁布执行，在全球五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组织全球专家编写国际通用系列中医药教材，组建“一带一路”

世界中医师资培训基地和中医全球远程教育中心，保障世界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捐款设

立了“勇搏”基金奖，帮助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

作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积

极建言献策，在中医药立法、大中药健康产业

培育、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中药资源

纳入国家战略管理与建设等方面，向全国人大

及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议案、建议三十余项，推

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多年来，张伯礼教授获得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

者、国家突贡专家、何梁何利基金奖等荣誉。

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內的国家奖

7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0 项，发表论

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 30 余部，培养毕业研

究生 200 余名，获全国“百篇优博”3 篇，

提名 2 篇。

中
医
大
儒—

—

张
伯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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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2017 年 11 月 13

日批準全球首个“数字药物”，这款內建传感器的

新药能将病患的用药情況通知医师，不仅有助於解

決许多病患未按时服药的老问题，更象征制药界以

及物联网的应用已迈入新阶段。

所谓数字药丸（Digital Pill），顾名思义就是

将药物与数字科技结合，药丸上载有传感器，在进

入人体後传输讯号至病人身上的讯号接收器贴片，

相关信息再被传送给医疗人员。由於许多研究显示

约有半数病人並不会完全遵照医师指示服药，使治

疗效果不佳，並造成医疗资源之浪费。而电子药丸

有助於需长期频繁用药的族群定时服药，协助医疗

机构追踪病人服药状況，並在临床试验中持续观察

病患用药後的生理反应。

此次获批準的新药是日本大冢制药的“数字

版”安立复（Abilify MyCite），原始的技术则是

来自硅谷普罗透斯数字健康公司（Proteus Digital 

Health）。这个用於治疗精神疾病的药锭植入了芯

片，服用後芯片会与患者的胃酸混合，之後会传递

类似心跳的讯号至病患穿戴在身上的贴片，贴片会

纪录病患是否服药以及服用的时间，也会连接至病

患的手机应用程序（App），並自动将信息传送给

医师，让医师得以监控病患的用药状況。

安立复被广泛用於治疗精神分裂、狂躁型抑郁

癥和其他精神疾病，原本是大冢制药大卖药品，但

2015年专利期限到期後，同类的学名药充斥市场，

价格甚至只有正品的 1/20，导致其销量大跌。新

推出的植入微型芯片的安立复 MyCite，其芯片外

壳的铜和镁都是人体需要的元素，至於芯片的硅含

量极低，而且会在数天內排出体外。此外，传感器

还可监测病人的活动和睡眠，有利於医护人员诊断。

据《时代》杂志报导，已经服用安立复並转用安立

复 MyCite 数字药丸的患者，一般不会感受到两者

药效有何差別。

FDA 希望数字药物搜集的信息，能协助医师

和病患管理治疗过程。对制药公司和医疗体系来说，

病患不依从处方是个普遍的问题，不仅会造成药品

需求下滑，若病患因错过治疗时机而导致病情加剧，

也会加重保险公司等支付医疗费用者的负担。专家

估计，病患不依从的问题，每年大概会带来 1,000

亿美元的医疗成本。创投公司十分看好数字医药业

的发展。创投基金 Rock Health 的数据显示，去

年创投公司共投资 42 亿美元在美国 296 家研发数

字药物的新创公司，金额较 2011 年增长三倍。

不过，数字化药物仍有几个挑战亟待解決，例

如制药业者得先了解病患与医师是否有意采用这类药

物，而保险业者又愿意支付多少钱，毕竟数字药物

价格较高。据《纽约时报》报导，愿意服用安立复

MyCite的病人，要先签同意书，準许医生和部分家人

接收传感器的数据，並可随时通过手机程序改变设定。

虽然安立复 MyCite 可能会吸引那些害怕或不

愿打针的患者，但並不是所有的病患都同意被监测。

因为这涉及个人身体隐私，有些病人直接表明，自

己可不想体內不时有什麽电子信号放出来，被医护

人员随时进行监测。也有医护人员表示，通常精神

疾病的患者对外界较为防备，对个人隐私也特別敏

感，而且有些病人会认为自己根本沒病而拒绝服药，

当然也就更不想被药物监测。就如哈佛医学院讲师

沙帕塔利指出，尽管数字药物有机会改善公共卫生，

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加深不信任，而非增进信任。

作者单位/台湾聯新成長學院

全球首例数字药物获美 FDA 批準

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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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況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 活检时癌癥就已经全部取出来了。对於一

个 1.5 厘米的肿瘤来讲几乎不可能。

2. 外科医生沒有切到肿瘤。影像和病理的证

据都证明外科医生並沒有切错地方。

3. 最初A 医院的病理诊断是错的。

为了明确原因，B 医院要来了病人在 A 医院

的活检病理切片进行对比。结果发现，A 医院活检

时所谓的“癌癥”正是这种貌似癌癥的良性病变。

也就是说，A 医院的误诊，导致一个根本就沒有癌

癥的女性切除了部分乳房和一个淋巴结。

我们当然可以指责 A 医院某医生医术不精。

事实上，医术固然有高低之分，但即便是顶级医院

的顶级医生，也难免有疏忽犯错的时候。何況在病

第二诊疗意见

张晓彤　方　蕾　邓乔健

作者单位/张晓彤：美国克利夫兰诊所
           方  蕾：美国靳方律师事务所
           邓乔健：菩提医疗

几年前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名 40 岁的女性，体检时发现左侧乳

房有个 1.5 厘米的肿块，在社区 A 医院经活

检诊断为乳腺癌。随后病人決定去同城的大

医院 B 医院进行手术，B 医院根据 A 医院

的诊断为病人做了部分乳房切除和前哨淋

巴结切除。然而，切下的组织中並沒有发现

癌症，只是在活检部位发现一些貌似癌症的

良性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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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诊断中很多时候並不是黑白分明，有时候的确真

伪难辨。

我们也可以指责 B 医院为什麽手术前沒有预

先审核 A 医院的诊断。虽然某些医院，例如克利

夫兰诊所，要求所有来本院就医的癌癥病人必须经

由本院病理科核实诊断，事实上真正能做到这点的

医院不多，成本太高。

如果该病人在手术前能咨询专家获得第二诊疗

意见，这个手术很有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什么是第二诊疗意见？

简单讲，是指病人去看原主诊医生以外的另一

个医生，寻求更多诊疗信息或者听取不同意见。

第二诊疗意见（Second Medical Opinion）是

患者的一种权利。理论上来讲，如果患者自付费用

的话，任何情況下患者都有权利寻求第二诊疗意见。

在美国，患者寻求第二诊疗意见往往是以下几种情

況：

1. 被诊断出影响生活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

需要接受手术或者毒副作用比较大的药物治疗，例

如各种恶性肿瘤、严重的过敏、关节置换等；

2. 患有罕见的疾病；

3. 对现有诊断或者治疗方案有疑问；

4. 医保机构的要求。医保机构通过第二诊疗

意见来減少不必要的或错误的医治（主要是減少手

术），以此来降低医疗开支。

第二诊疗意见有必要吗？

很多情況下寻求第二诊疗意见很有必要！医海

浩渺无涯。现代医学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突破，

但在很多领域，尤其是一些严重而复杂的疾病和罕

见疾病，无论诊断还是治疗上都存在著很大的未知

性和不确定性。而医生之间在专业知识、行医经验

和判断能力方面也有差別。另外，即使诊断意见一

致，治疗方案也可能有差別。新的药物和治疗手段

层出不穷，更新迅速。医生的知识、经验甚至个性，

都有可能影响到治疗方案的制定。

梅奥诊所今年最新的研究显示：在该中心寻求

第二诊疗意见的患者中，有 20% 的原始诊断是错

误的。克利夫兰诊所提供的第二诊疗意见中大约

25% 与初始诊疗意见不一致。

第二诊疗意见的好处

第二诊疗意见的好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通过寻求第二诊疗意见，患者会更加了解

自己的病情和选择，有能力做出更为明智的決定。

2. 确认诊断是否正确？是否完成所有相关的

检查？是否有其他诊断应该考虑？

3. 确认推荐的治疗方案是否最优？是否已经

讨论过所有的治疗方法？预期的结果如何？

总而言之，第二诊疗意见可以帮助患者对自己

的疾病更为了解。在第二诊疗意见和原始诊疗意见

一致时，患者会更放心也更信任尊重自己的主诊医

生，在治疗过程中会更配合。当第二诊疗意见和原

始诊疗意见不同时，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自然也会

有助於避免错误或不必要的治疗。

患者的顾虑和医生的态度

患者在作出重大医疗決定之前是否寻求第二诊

疗意见往往取決於医患关系、患者的个性、经济状

況、当地医疗资源、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

患者最常见的顾虑之一是担心寻求第二诊疗意

见可能会冒犯他们的现任主诊医生。那麽，医生们

怎麽看这件事？

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医生並不会感到被冒犯。

医生们很清楚疾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新的诊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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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层出不穷，专业化分越来越细。医生们也更理解

重大手术和毒性药物对病人生活多方面的影响。实

际上很多医生在決定诊疗方案时经常会咨询更有经

验的医生同仁。

说到底，医学的底线是把患者的健康放在首位。

作为一名医生，被第二诊疗意见证实自己的错误或

不足，虽然有损颜面，但是比起对患者可能造成重

大伤害乃至危及生命或对簿公堂，实在算不上什麽。

任何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的医生都很愿意看到別

的专家的意见。而另一名医生的确认带给医生的是

內心的平静。

克利夫兰诊所的骨科 Dr.Schaffer 在一篇建议

患者寻求第二诊疗意见的文章中这样鼓励患者：“得

到一些额外的有关诊疗的信息只会更有帮助，你是

你自己最好的代言人”。

第二诊疗意见不等於正确的意见

换一双眼睛，换个思维，也许会产生与初诊不

同的意见。但是，要知道，第二诊疗意见並不一定

就是正确的诊疗意见。到底哪个是正确的，还是两

个都不正确？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寻求第二诊疗意见为诊疗提

供了更多的信息，有助於病人更好地做決定，但是

第二诊疗意见的準确率，对病人最终的诊疗有多大

影响，结果如何都是未知数。相关文献和研究极少，

难以确定。

外科病理诊断的第二诊疗意见服务相对比较成

熟，尤其是癌癥的病理诊断。一方面病理诊断是癌

癥的金标準，直接影响到治疗，必须慎重而且力求

精準。另一方面，有术後标本来确认最终诊断，所

以第二诊疗意见的準确性可以进行评估。梅奥诊所

的一组数据可以供大家参考：

71,811 个由梅奥诊所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病

例，其中457例（大约0.6%）与初始诊断有重大出入。

这 457 例有重大出入的病例中，有 85% 被证明第

二诊断是正确的，另外 15% 的病例的最终诊断更

接近初始诊断。

美国第二诊疗意见的现状

在美国，第二诊疗意见始於上世纪七十年代，

其发展的主要推手是患者和医保机构。近 20 年，

互联网成功地逾越了地理上的障碍，链接起了世界。

一些美国医疗机构（如麻省总院、克利夫兰诊所等）

十几年前就开通了专门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网路

渠道。例如克利夫兰诊所始於 2004 年的线上第二

诊疗服务可以为 1,260 种疾病提供远程第二诊疗意

见，已经惠及成千上万的患者。如今，该诊所大约

30% 的咨询来自美国境外。当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

可以远程提供第二诊疗意见，比如多发性硬化癥就

需要见到患者本人才行。

随著美国医疗开支的增大，美国医保机构对第

二诊疗意见越来越重视，加上越来越多的国外患者

希望得到美国专家的第二诊疗意见，这些需求催生

了很多主要从事第二诊疗意见服务的专门机构。这

些机构以独资或融资的形式，购买或自搭互联网平

台来收集、汇总患者病历及各种检查报告，再由其

雇用的或者签约的医生来评估患者病情给出第二诊

疗意见。

第二诊疗意见服务价格缺乏统一性，各机构

自行決定，但总体相对低廉。根据医生所花的时

间以及途径（电话、视频、面谈）的不同，收费

也不同。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每次综合评估收

费 565 美元，读影像结果收费为 250 美元。克利夫

兰诊所的第二诊疗意见收费 565 美元，如果同时需

要病理诊断意见，收费 749 美元。网上专门机构

Secondopinionexpert.com 的收费标準在 300-600

美元之间，ConsultingMD 支付其签约医生的费用

从 400 美元到数千美元不等（所有以上价格来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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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信息）。

大多数美国医保机构对一些特定诊断（如肿瘤、

关节置换、器官移植以及罕见疾病等）会建议甚至

要求患者在医疗服务网络內（签约医院和医生）寻

求第二诊疗意见，並报销花费。但这些医保机构通

常只承担一次在服务网络內的第二诊疗意见的花费。

如果患者自行到非签约医疗机构或医生那里寻求第

二诊疗意见，或者患者不满意第二诊疗意见而进一

步寻求第三诊疗、第四诊疗意见，则不在保险覆盖

范围之內。如果第二诊疗意见与原始诊疗意见不符，

往往需要更多的诊疗意见，医保机构则会酌情处理。

美国有关第二诊疗意见的州法

在美国並不是每个州都有明确的州法来保护患

者获得第二诊疗意见並通过医保报销所需开支。有

七个州（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路易斯安那州、

密苏里州、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建立了针对第二诊疗意见的州立法规。其中，佛罗

里达州相关的州法最具体，它不仅对第二诊疗意见

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患者向主诊医生以外的医生

咨询诊疗意见。该医生具备患者所需的专业技能，

且该患者咨询的原因是对目前主诊医生的诊疗方案

的适当性和必要性存有異议。佛罗里达州相关的州

法还允许患者向不在其医保机构签约的医生寻求第

二诊疗意见。

第二诊疗意见的州法还规定了患者在何时何种

情況下有权利获取第二诊疗意见。各州的具体情況

有所不同。另外，相关州法还会规定哪些医护专业

人员可以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第二诊疗意见的州法

可以是该州劳工补偿法规或该州医疗健康保险法规

的一部分，或两者兼有。而对於不同的第二诊疗意

见的处理，或第三 /四诊疗意见，各州几乎沒有明

确的法律法规指导。

第二诊疗意见中的医患关系

因为提供第二诊疗意见不具体承担诊疗後果，

很多医生认为第二诊疗意见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果真如此吗？

“医患关系”的建立是医疗事故诉讼案成立的

重要要素之一。在多数情況下，向患者提供第二诊

疗意见的机构 / 医生往往会要求患者签署合同协

议。该合同协议明确规定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医生

与患者之间不存在医患关系，因为该医生往往只是

根据患者既往的病历和检查结果针对某一项具体的

诊断或治疗提供的意见。尽管有合同限制，但针对

是否有“医患关系”的存在，法院仍然会根据事实

证据，对个案进行裁決，尤其是在下面提到的，通

过远程医疗提供网络远程第二诊疗意见的情況下。

从法律角度来看，为患者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

医生与为患者提供初始诊疗意见的医生对该患者应

具有同等的医护责任。因此，如果原告患者能夠举

证证明与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医生之间存在“医患

关系”，且该医生在提供第二诊疗意见中存在“疏

忽”。那麽，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医生也有可能在

医疗事故诉讼案中作为被告之一而被起诉。这也是

一般美国从事第二诊疗意见服务的机构会为其医生

购买涵盖第二诊疗意见的医疗事故险的原因之一。

远程医疗中的第二诊疗意见

越来越多的患者通过远程医疗，跨州或者跨越

国界寻求第二诊疗意见。除了远程医疗中医生执业

许可的问题外，医患关系是否存在是裁決提供远程

第二诊疗意见的医生是否对其行为负法律责任的另

一个关键。有诸多的法案针对评判医患关系是否存

在作出了裁決。例如，德州法院在 Teladoc,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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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exas Med.Bd. 一案中裁定，只有当远程医疗

服务提供者为患者进行面对面诊疗和/或体检时，

医患关系才由此建立。如果在非正式无报酬的情況

下咨询医生，且被咨询的医生並沒有要求排查测试

或查阅检查结果，也沒有对患者的实际治疗有所帮

助，在这种情況下，是沒有医患关系存在的。

在向国际病人提供远程第二诊疗意见时，必须

遵守当地国家或地方管辖区域的医疗保健法律法

规，且必须要有当地国家或地方管辖区域內的合格

有效的行医执照许可。据悉，中国还未制定关於第

二诊疗意见的法律法规，但在 2017 年 5 月颁布了

针对远程医疗的法律法规。

寻求第二诊疗意见的患者注意事项

对於患者来说，在寻求第二诊疗意见之前，除

了充分理解第二诊疗意见的性质，还额外要考虑和

做好以下这几点：

1. 要和自己的现任主诊医生沟通，获得理解

和支持，甚至可以请自己的医生推荐提供第二诊疗

意见的专家。

2. 了解自己医保机构的相关规定。如果医保

机构有限制，要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医生中寻找专

家来提供第二诊疗意见。

3. 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机构 / 医生的水準很

大程度上決定了第二诊疗意见的可信度和价值。建

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內，选择最权威的医院/医生。

4. 第二诊疗意见所使用的平台是否简便易用

且能及时提供第二诊疗意见？如何能和医生及时並

有效地沟通？

5. 要尽可能将自己相关的病历和各种化验、

影像、病理报告收集全，並根据第二诊疗意见服务

平台的要求发出。

6. 收到的第二诊疗意见如果与初始诊疗意见

有出入，要以清醒和冷静的态度对待。这样的情況

往往需要寻求第三诊疗、第四诊疗意见，然後再做

出选择。

写给中国的患者

如今出国看病不是什麽新鲜事儿了，远程国际

医疗服务也就在键盘和指尖，这些都是患者的福音。

对於考虑赴美就医的患者，得到一个美国医生

的第二诊疗意见对決定是否赴美就医无疑有很大帮

助（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美国医生也有可能转变为

患者赴美後的主诊医生）。除了上述注意事项，中国

患者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仅是病历、各种化验、影

像、病理报告这些文件，跟医生的交流也是问题。可

喜的是随著国內患者的增多，目前美国各大医疗机构

基本都提供中文翻译。患者也可在美国行医的华人医

生中寻找专家来提供第二诊疗意见，在美国的执业医

生队伍中有超过六千名中国医学院校的优秀毕业生。

如果患者沒有计划赴美就医，那麽，获得自己

国內现任主诊医生的理解和支持尤为关键。一方面

是因为你需要医生的帮助来收集完整的病历和检查

结果，另一方面，由於美国医生受各种限制，主要

是法律限制，无法直接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所以

其第二诊疗意见只有被患者的主诊医生接受和认可

才可以被采用。

结束语

在患者被诊断出重病大病或罕见病时，寻求第

二诊疗意见往往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做出決定，同

时減少误诊、漏诊的几率。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第二诊疗意见的局限性，尤其是在第二诊疗意见和

原始诊疗意见明显不同时可能带来的困惑甚至延

误。在寻求第二诊疗意见时，一定要事先和自己的

主诊医生、和家人沟通协调，从而理性对待第二诊

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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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加拿大，人们都会想到

国旗上的枫叶和不远万里到中

国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

献出生命的胸外科手术专家白

求恩。白求恩大夫对工作的高度

责任心，对患者的热忱和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激励了一代

又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六十多年

後的今天，一位加拿大华裔医师

再次用行动诠释了白求恩的国

际主义精神。近期世界华人医师

协会加拿大办事处在世界华人

医师协会副会长和北美医学联

合会会长张恒志医师的大力协

助下，在溫哥华完成了对这位连

续十几年自费赴中国贫困地区

医疗援助的加拿大医师的专访。

关玉莲（Susan Kwan）医

师出生於中国香港，曾就读於

香港大学医学院並获得加拿大

及英国的皇家內科学院院士及

胸肺科学院院士。关医师目前

担任加拿大 BC 省本拿比综合医
作者单位/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加拿大
           办事处

——加拿大华裔医师关玉莲专访

陈东风   蒋曹阳

院 (Burnaby General Hospital)

重癥监护病房主任，BC 省疾控

中心的呼吸专科顾问並开设肺

专科诊所为加拿大 BC 省患者服

务。在工作之余，关医师还热心

服务於溫哥华地区的公益事业，

积极参与 BC 省器官移植协会、

加拿大肝臓基金会、加西医学会

及中侨互助会的活动及义务讲

座，为患者指点迷津。在每年九

月份的溫哥华“健康一日谈”活

动中，关医师都会主持肺部疾病

和癌癥的讨论，深受当地民众的

欢迎。由於她对社区公益事业的

傑出贡献，关医师於 2012 年在

加拿大被授予英女皇钻禧勋章

（Diamond Jubilee of Queen 

Elizabeth II）。

关医师赴中国边远地区的

医疗援助始於 2005 年。因加西

医学会的高级顾问叶嘉谟先生

考察国內的医疗服务後发现，中

国一线城市和边远地区的医疗

水平差距甚大，医疗资源分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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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医师年会

重不平衡。当关医师

了解到这一情況後感

慨万千，決定尽自己的

一份力量来支持祖国贫困

地区的医疗事业。

心动就有行动，关医师於

2006 年利用宝贵的个人休假时

间相继去到河北省赤城县和內

蒙自治区化德县人民医院为当

地医生做专题讲座並指导医生

查房、会诊和病例分析。此後

的每一年，关医师和她的团队

都会抽出三周左右的时间，自

费赴国內经济及医疗条件比较

落後的地区提供医疗和人道主

义援助。十几年来，关医师的

医疗援助足迹遍及十五个省，

包括河北省赤城县、內蒙古自

治区化德县和赤峰市克什克腾

旗、青海省湟源县、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和达坂城、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巴马

瑶族自治县等地区。关医生为

当地医务工作者进行的常见病、

呼吸道疾病、肺癌、妇产科、

急诊救护和高原病等专题讲座，

总计培训超过 2,000 人次。关医

师为改善一些內地特困地区的

医疗条件还专门委托人员向当

地医院和学校捐赠了救护车、X

光机、病床、医学图书和医疗器

械等物品。在回忆十几年的经

历

时，关医生也面临过亲情与爱

心之间的考量。在 2007 年关医

生母亲被查出身患癌癥需要照

料时，关医师几经纠结是否要

暂停几年。在母亲的鼓励之下，

关医师毅然在亲情与公益之间

选择了帮助更多的人，而把这

项善举坚持下去。在专访中，

关医师也和我们分享了这十几

年经历中几段美好的回忆。

凝聚友谊的丝巾

加拿大BC省本拿比综合医

院医护人员同事得知关医师在

中国医疗援助活动後非常敬佩，

也纷纷表达赴中国

当义工的意愿。当

时一位重癥监护病

房的同事刚从尼泊尔

休假归来，带回一条有民

族特色的丝巾。关医生就提议

大家把內心的话写在丝巾上由

她把这份心意带到中国。真挚

的情感化成英、法、中、罗马

尼亚、希伯来、土耳其、柬埔

寨、阿拉伯、越南、芬兰、马

达加斯加等国文字，並由关医

师带到了青海省湟源县人民医

院。当地的医务人员大受感动，

又在上面增添了藏文、蒙古文、

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的文字。

关医师和湟源县人民医院王世

康院长带著这条由 35 种文字组

成，凝聚著中加两国医务工作

者深情厚意的丝巾来到塔尔寺

和布达拉宫祈福，祝愿中加两

国友谊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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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梦想

26 岁的维族姑娘帕提古丽

因先天缺失双前臂和髋骨发育

不全，行动必须依靠帮助。2015

年 9 月，在当地残联的安排下，

关医师和叶先生来到帕提古丽

的家里，见到的是一个阳光自信

普通话流利的女孩。她的脸上看

不到生理上的不幸而带来的沮

丧。帕提古丽向关医生展示了她

的维吾尔族刺绣作品，每一针一

线都融入了她对生活的积极态

度。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独立走

出家门从而減轻妈妈的负担。关

医师被这位维族姑娘的坚強所

感动，決定与叶先生将她的梦想

化为现实。关医生和团队为帕提

古丽量身定制了假肢和周密的

康复计划。经过一百多天的康复

训练後，帕提古丽终於有生以来

第一次独立走出了家门，並且能

夠步行长达三公里。2017年9月，

帕提古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

新疆大学心理系的学生。在关医

师和其团队的

帮助下，这位

当初只奢望能

走出家门的维

族姑娘正在向

新的梦想奋进。

重拾童年快乐

2013 年 6 月，关医师和叶

先生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棉

乡南梁小学协助设立了助学金，

並捐赠了 200 套课桌椅等教学设

备。在学校考察期

间，坐在教室第一

排的一名学生引起

了他们的注意。这

位名叫马晓燕的回

族小女孩的脸上看

不到童年应有的阳

光和快乐。年仅 6

岁的她不久前在车

祸中失去了右腿，

只能依靠双拐才能行走。这飞来

的横祸也使本来就生活窘迫的家

庭雪上加霜。关医师找到马晓燕

的爷爷，表示一定会联系相关医

学专家进行会诊，让她重新站起

来。关医生拿出身上所有的现金

给了老人並叮嘱他一定要克服困

难，坚定信心，让孩子继续学习，

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经

过 9个月的精心评估和筛选，关

医师和叶先生出资为马晓燕定制

了假肢並鼓励她坚持康复训练。

2014 年 11 月，当中国少数民族

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於硕受关医

师和叶先生委托来到南梁小学看

望马晓燕时，她已经能夠像正常

人一样行走。在关医师和其团队

的帮助下，马晓燕重拾童年的快

乐，脸上洋溢著自信的笑容。

采访结束之前，关医师表示

非常欣慰能有机会尽自己所能

为需要帮助的人献上爱心。一个

人的力量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所

以她希望能借助世界华人医师

协会这个平台，建立起海外华人

医师为中国及其他医疗条件比

较落後的国家地区服务的渠道。

同时也鼓励有意愿的海外华人

医师尽快把心愿化成行动。让我

们追随关医师的脚步，将大爱传

递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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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Dr.Virginia Apgar，可能大家还有些陌生，但如果提起新

生儿阿普加评分，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应该耳熟能详。而这一广泛应

用的新生儿评分系统正是命名於它的发明者——美国麻醉科教授 Dr. 

Virginia Apgar。

毕业於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立志要做外科医生的她，在上个世

纪三十年代，男性医生一统天下的领域里，只能进入麻醉科。当时的

麻醉操作由护士掌管，隶属於外科之下，还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连

像样的麻醉住院医生培训计划都沒有。Dr.Apgar 分別在威斯康辛州

和纽约完成麻醉住院医训练後，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被聘为主任医生，

也是医院里唯一的一名麻醉医生。麻醉学科的重要性被逐渐认可，她也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

上首位女性正教授。

阿普加评分系统的诞生

说起阿普加评分系统的诞生，不得不提她的其他天赋。Dr. 

Apgar 才华横溢，拉得一手好琴，还能夠手工制作小提琴。至今流

传著她的趣味轶事——她朋友为她望风，她偷偷地从哥伦比亚大学

女生厕所门前的电话亭里获取木头，作为小提琴的原材料。哥伦比

亚大学保存著她制作的四把琴，时不时地拿出来演奏一场四重奏。

後来，她的兴趣逐渐转向产科麻醉。天天在产房里待著的她，

在产科麻醉工作中深刻认识到评估新生儿临床情況缺乏统一标準。

1949 年一个普通的清晨，Dr.Apgar 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咖啡厅里

绝不允许在我面前停止呼吸，

一个都不行！

作者单位/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医院

荣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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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著咖啡，脑子里构思著一首曲谱。一个医学生来到她身边询问评估新生儿的重要临床指标。

她随口列举了一些要点，突然灵光乍现，意识到为什麽不建立一个客观的新生儿评分系统？

阿普加评分系统借鉴了音乐的理念，五个评分点就像五个音符，每一个音符只有三个音调，

分別为 0、1 和 2。曲子的停顿处就是评估的时间点。最初的阿普加评分系统只有一分钟一个

时间点，五分钟时间点是後来加上去的。1952 年，阿普加系统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和任何新

生事物一样，起初受到了阻力。Dr.Apgar 做了大量的临床研究来推广和证明阿普加评分系统

的科学性，她的研究也是最早阐述五分钟阿普加评分和新生儿临床预後的相关性。65 年後的

今天，即使有这样那样的负面声音，不同延伸版本或扩展版本的阿普加系统被提出，我们仍

然在临床上运用Dr.Apgar 最初提出的新生儿评分系统。

脐动脈导管置管的发明者

她的另一项发明很少有人知道，她是第一位脐动脈导管置管的

发明者。脐动脈导管置管术以及由此衍生的脐静脈导管置管术是新

生儿科最重要的中心导管置管术，拯救了千千万万新生儿的生命，

对新生儿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有著广泛兴趣的她於 1959 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来到霍普金斯

大学获得公共卫生管理硕士学位，随後致力於小儿先天畸形的预防，

成为国家婴儿麻痹基金会的主任，也就是如今鼎鼎大名 March of 

Dimes 的前身。

她一生获奖无数，1994 年以她头像出版的邮票（见上图）是人们对她的傑出成就表示敬

意的最好证明。

迄今为止，Apgar 医生一直为我们医护人员“抢著”纪念。她是一位麻醉医生，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专门设立了“Virginia Apgar 医生荣誉教授”，表彰对产科麻醉作出卓越贡献的

产科麻醉教授；美国新生儿科学会专门设立了“Virginia Apgar 医生荣誉演讲”，以纪念这

位新生儿科学的奠基人；2015 年“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和“美国新生儿科学会”联合出版

“Apgar 评分系统”的临床指南；美国《华尔街日报》在 Apgar 医生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

公布了 Apgar 医生亲自教护士如何做 Apgar 评分的珍贵视频。她真正成为人类历史上、活在

人们心中，且至今还对现代医学产生影响的好医生。

Virginia Apgar 医生名言：“绝不允许在我面前停止呼吸，一个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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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

艾滋病流行给人类带来了恐惧

和死亡，世界面临著一种新的未

知的病毒，有人曾将艾滋病称为

“爱之病”，曾几何时，人类在

艾滋病病毒面前束手无策，显得

如此的渺小。然而，人类与艾滋

病的斗爭终於结出了硕果，科学

进步，广泛科普教育与预防，开

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使 HIV 病

患能夠获得治疗。目前，绝大多

数人可以有正常的寿命，从而长

期健康地生活著，可以继续工

作，可以有家庭。

2017 年早些时候，美国联

邦机构发起了旨在減少对 HIV

偏见的全国性运动，用“U=U”

代表“不可检测到病毒就等於不

可传染给別人（“Undetectable 

Equals Untransmittable”）。

然而，这场斗爭是长期的，

新病例仍不断出现，人们不能放

松警惕。

下面是人类与 HIV 抗爭的

编年史。

1980年以前

人们普遍认为，艾滋病病

毒起源於 1920 年前後刚果民主

共和国的金沙萨（Kinshasa），

当时艾滋病病毒从黑猩猩传染

给人类。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了艾

滋病病毒或艾滋病。人们对艾滋

病病毒知之甚少，艾滋病病毒传

播沒有伴随明显的临床癥状。

尽管在 1970 年以前有零星

的艾滋病病例，但现有数据表

明，目前的流行病始於 70 年代

中後期。到 1980 年，艾滋病病

毒已经蔓延到五个大洲（北美、

南美、欧洲、非洲和澳大利亚）。

在此期间，可能已经有 10-30

万人受到感染。

20世纪80年代

1981年

1981 年，在洛杉矶五名以

前是健康的年轻男同性恋者中

发现了一种名为卡氏肺囊虫肺

炎（PCP）的罕见肺部感染病例。

同时，有报道称在纽约和加利福

尼亚州发现了一种名叫卡波西

肉瘤（Kaposi’s Sarcoma）的

罕见恶性肿瘤。

向艾滋病宣战：
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历史概述

风城黑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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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12 月，在注射吸毒

者中发现了第一例 PCP 病例报

告。

截至 1981 年底，在同性恋

男性中，有 270 例报告有严重免

疫缺陷，其中 121 人死亡。

1982年

1982 年 6 月，南加利福尼

亚同性恋男子中的一组病例表

明，免疫缺陷的原因是通过性生

活传染的，因此该综合征最初

被称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或

GRID）。

6 月晚些时候，血友病患者

及海地人报告了这种疾病，许多

人认为这起源於海地。

9 月份，疾控中心首次使用

了“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

陷综合征）这个词，艾滋病病例

也在一些欧洲国家报道了。

在乌干达，医生报告了一种

新的致命性消耗性疾病，称为

“Slim”。

到目前为止，已经成立了

一些艾滋病特定组织，其中包

括美国的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

（SFAF）和英国的特伦斯希

金斯信托基金（The Terrence 

Higgins Trust）。

1983年

1983 年 1 月，据报道患有

性病的男性，其女性伴侶中患有

艾滋病，表明可以通过異性性行

为传染艾滋病。

1983 年 5 月，法国巴斯德

研究所的医生报告发现了一种

叫做淋巴结病相关病毒（LAV）

的新型逆转录病毒，可能是艾滋

病的原因。

6 月份，首次有关儿童艾滋

病的报道提示可以通过偶然接

触传播，但後来排除了这一点，

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可能直接在

出生之前、之中或出生後不久就

感染艾滋病。

到 9月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确定了所有主要的传播途径，

並排除了偶然接触，如食物、水、

空气或表面接触的传播。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公布

了第一套针对卫生保健工作者

和专职卫生专业人员的预防措

施，以防止“艾滋病传播”。

11 月，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举行首次会议，评估

全球艾滋病形势，开始国际范围

內监控。

到 1983 年底，美国的艾滋

病病例已经上升到 3,064 例，其

中有 1,292 例死亡。

1984年

1984 年 4月，国立癌癥研究

所宣布他们已经发现了艾滋病

的病因，即逆转录病毒 HTLV-

III。在与巴斯德研究所的联

合会议上，他们宣布 LAV 和

HTLV-III 是相同的，也是艾滋

病的可能原因。为了筛选病毒，

希望在两年內开发出一种疫苗。

7月份，疾控中心表示，“避

免注射吸毒和分享针头也可有

效地预防病毒传播”。

10 月份，旧金山的洗浴房

和私人性爱俱乐部因高风险的

性行为而被关闭。纽约和洛杉矶

在一年之內就效仿了旧金山措

施。

到 1984 年底，美国共有艾

滋病病例 7,699 例，艾滋病死亡

3,665 例。欧洲 762 例。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因人们

对 HTLV-III/LAV 的关注而建

立起第一个“针头和注射器项

目”。

1985年

1985 年 3 月，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FDA）第一次批

準商业化血液检测 ELISA 检测

病毒抗体。美国血库开始对供血

进行筛查。

4 月份，美国卫生与人类服

务部（HHS）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在亚特兰大乔治亚州

举办了第一次国际艾滋病大会。

通过输入治疗血友病的污

染血液制品而得了艾滋病的美

国印第安纳州少年瑞恩·怀特

（Ryan White）被禁止上学。

10 月 2 日， 演 员 哈 德 森

（Rock Hudson）死於艾滋病，

成为第一个死於艾滋病的名人。

他留下 25 万美元成立了美国艾



医学人文

18 World Journal of Chinese Doctors

滋病研究基金会（amfAR）。

12 月，美国公共卫生局发

表了第一条防止母婴传播病毒

的建议。

到 1985 年底，全世界每个

地区至少报告了一例艾滋病病

例，共计 20,303 例。

1986年

1986 年 5 月，国际病毒分

类委员会说，导致艾滋病的病

毒将被正式称为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HIV），而不是 HTLV-

III/LAV。

1986 年底，有 85 个国家向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 38,401 例

艾滋病病例。按地区分，非洲

2,323，美洲 31,741，亚洲 84，

欧洲 3,858 和大洋洲 395.35。

1987年

1987 年 2 月，世卫组织启

动了“全球艾滋病方案”，以提

高人们对 HIV 的认识，提供基

於证据的政策，向各国提供技术

和财政支持，促进非政府组织的

参与，促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

合法权利。

3 月份，FDA 批準了第一

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齐多夫定

（AZT）作为 HIV 治疗药物。

4 月份，FDA 批準了免疫

印迹血液检测试剂盒，这是一种

更特異的HIV 抗体检测试剂。

7月份，世界卫生组织证实，

在母乳喂养期间，艾滋病病毒可

以通过母亲传染给儿童。

10 月份，艾滋病成为联合

国大会辩论的第一个疾病。

12 月份，世界卫生组织报

告了 71,751 例艾滋病病例，其

中有 47,022 例在美国。世界卫

生组织估计，全球有 5-10 万人

感染艾滋病病毒。

1988年

1988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 12 月 1 日为第一个世界艾滋

病日。这为美国全国范围內的艾

滋病病毒和艾滋病护理系统奠

定了基础，後来由赖安·怀特

CARE法案资助。

1989年

1989 年 3 月，有 145 个国

家报告了 14.2 万个艾滋病病例。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

有高达 40 万的病例。

6 月份，CDC 发布了第一

个预防 PCP——一种机会性感

染的指南，这是艾滋病患者死亡

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报告的艾滋病病例数达

10 万人。

20世纪90年代

1990年

1990 年 4 月 8 日，18 岁的

Ryan White 死於艾滋病相关疾

病。

6 月份，旧金山举行的第六

届国际艾滋病会议抗议美国的

移民政策，阻止艾滋病病毒攜带

者入境。非政府组织抵制了会

议。

7 月份，美国颁布了《美国

残疾人法》（ADA），禁止歧

视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內

的残疾人。

10 月份，FDA 批準使用齐

多夫定（AZT）治疗艾滋病儿童。

到 1990 年底，已经正式报

告了 30.7 万多例艾滋病病例，

估计实际接近 100 万例。全世界

有 8百万至 1千万人被认为是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

1991年

1991 年，视觉艾滋病艺术

家核心小组启动了红丝带项目

（the Red Ribbon Project），

为艾滋病感染者及其照顾者同

情心的象征。

11 月 7 日，职业篮球运动

员艾尔文、（魔术师）约翰逊宣

布患有艾滋病病毒並退役，计划

向年轻人介绍这种病毒。这一消

息帮助消除了在美国和其他地

方广泛存在的 HIV 作为“同性

恋”疾病的刻板印象。

几 个 星 期 後， 摇 滚 乐 队

Queen的主唱Freddie Mercury宣

布他有艾滋病，並在一天後去世。

1992年

计划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

1992 年国际艾滋病大会因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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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艾滋病病毒攜带者规定而

迁往阿姆斯特丹。

网 球 明 星 亚 瑟· 阿 什

（Arthur Ashe）透露，他在

1983 年因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

病毒。

5 月份，FDA 批準了一个

10 分钟的检测试剂盒，可供医

疗专业人员用来检测HIV。

1993年

1993 年 3 月，美国国会绝

大多数投票保留了艾滋病病毒

攜带者进入该国的禁令。

疾控中心将肺结核、复发性

肺炎和宫颈浸润癌列入艾滋病

危险指标。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 70 多

万人被认为攜带这种病毒。

到 1993 年底，全球估计有

250 万艾滋病病例。

1994年

1994 年 8 月，美国公共卫

生局建议使用 AZT 来预防艾滋

病病毒母婴传播。

12 月，FDA 批準了艾滋病

病毒口服检测试剂——第一个

非血液病毒检测。

1995年

1995 年 6 月，FDA 批準了

第一个蛋白酶抑制剂，开启了高

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

的新时代。HAART 一旦进入

临床，艾滋病相关死亡和住院率

方面立即下降了 60％ -80％。

1995 年底，估计有 470 万

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东南亚为

250万，撒哈拉以南非洲为190万。

1996年

1996 年，联合国艾滋病联

合规划署（UNAIDS）成立，主

张全球采取艾滋病疫情行动，並

协调整个联合国对艾滋病病毒

和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溫哥华举行的第十一届国

际艾滋病大会強调了鸡尾酒疗法

HAART 的有效性，大家乐观

其成。

FDA 批準了第一个家庭测

试工具包；测量血液中 HIV 水

平的病毒载量测试；第一种非核

苷转录酶抑制剂（NNRTI）药

物（奈韦拉平）；第一次 HIV

尿检。

在东欧、前苏联、印度、越

南、柬埔寨和中国等地都发现了

新的艾滋病病毒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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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96 年底，估计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达 2,300 万人。

1997年

1997 年 9 月，美国食品及

药物管理局批準 Combivir，两

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组合，作

为一个单一的日常片剂，使感染

艾滋病病毒的人更容易服用药

物。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

全世界有 3,000 万人感染艾滋病

病毒，等同於每天 16,000 例新

感染。

1999年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艾滋病是全球第四大死亡原

因，也是非洲的头号杀手。估计

有 3,300 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自艾滋病流行以来，有 1,400 万

人死於艾滋病。

2000年代

2000年

7 月份，艾滋病方案团队与

五家制药公司谈判，以減少发展

中国家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价

格。

9 月份，联合国通过了千年

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扭转艾滋病

病毒、疟疾和结核病蔓延的具体

目标。

2001年

2001 年 6 月，联合国大会

呼吁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以

支持各国和各组织通过预防、治

疗和护理，包括购买药物来阻止

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印度的西普拉等仿制药生

产商开始为发展中国家生产普

通的艾滋病病毒药品，几家主要

的制药商同意进一步降低药品

价格。

世界贸易组织於 11 月宣布

了《多哈宣言》，允许发展中国

家生产仿制药物来对抗像艾滋

病病毒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

2002年

2002 年 4 月，全球基金批

準了第一轮赠款，共计6亿美元。

艾滋病规划署 7 月份报告

说，艾滋病现在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的主要死亡原因。

同样在 7月份，南非宪法法

院命令政府在治疗行动运动的

法律挑战之後，向所有艾滋病病

毒呈阳性的孕妇及其新生儿提

供艾滋病药物奈韦拉平。

11 月 份，FDA 批 準 了 第

一个快速 HIV 检测，準确率为

99.6％，20 分钟出结果。

2003年

2003 年 1 月，美国总统布

什宣布成立美国总统艾滋病紧

急救援计划（PEPFAR），这是

一项耗资 150 亿美元的五年艾滋

病防治计划，主要针对艾滋病病

毒感染人数较多的国家。

12 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了“3x5”计划，即到 2005 年

将艾滋病病毒治疗降至 300 万

人。

2006年

2006 年，男性包皮环切被

发现可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艾

滋病病毒传播风险降低 60％。

此後，世卫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

规划署強调，在艾滋病病毒感染

率高，男性包皮环切率低的地区

应考虑男性包皮环切。

2007年

2007 年 5 月，世界卫生组

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

了新的指导方针，建议在医疗机

构推行“提供者发起的”艾滋病

病毒检测，旨在扩大对艾滋病病毒

状況更广泛的了解，並大大增加

艾滋病病毒治疗和预防的机会。

2010年代

2010年

2010 年 1 月，禁止艾滋病

病毒攜带者进入美国的旅行禁

令被解除。

7月份，CAPRISA004 杀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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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剂试验获得了成功，结果显

示杀微生物凝胶使女性感染艾

滋病病毒的风险降低了 40％。

iPrEx 试验的结果显示，接

受预防性暴露预防（PrEP）的

男 - 男性接触者中，HIV 感染

率下降了 44％。

2011年

在 2011 年，HPTN052 试 验

的结果显示，早期开始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使血清不一致的夫

妇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风险降低了

96％。

8 月 份，FDA 批 準 第 二

个一体化固定剂量复合片剂

Complera，扩大了 HIV 感染者

的治疗方案。

2012年

2012 年 7 月，FDA 批準了

HIV 阴性人群的 PrEP，以防止

HIV 的性传播。

大部分有资格接受治疗的

人第一次接受治疗（54％）。

2013年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於

2013 年报告说，自 2005 年达到

高峰以来，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

人数已经下降了 30％。

估计有 3,500 万人感染了艾

滋病病毒。

2014年

2014 年 9 月，联合国艾滋

病规划署新的“快速通道”目标

呼吁大规模扩大艾滋病病毒预

防和治疗方案，以防止 2,800 万

新感染，並在 2030 年之前将艾

滋病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的流行

病终止。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还启

动了雄心勃勃的“90-90-90”

目标，其目标是在 2020 年实现

9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诊

断；90％被确诊者接受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90％接受治疗者达到

病毒抑制。

2015年

2015 年 7 月，艾滋病规划

署宣布，有关艾滋病病毒和艾滋

病的千年发展目标已经提前六

个月达到了。千年发展目标是阻

止和扭转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有

1,500 万人得到了治疗。

9 月份，世界卫生组织推出

了新的治疗指南，建议所有感染

艾滋病病毒者都应该接受抗逆

转录病毒治疗，不管其 CD4 细

胞计数如何，並在诊断後尽快进

行治疗。

10 月份，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署根据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发布了 2016-2021 年

战略，要求加速全球艾滋病应对

行动，实现关键的艾滋病预防和

治疗目标，实现零歧视。

2016年

俄罗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人数达到 100 万。新公布的数据

还显示，欧洲所有新的艾滋病病

毒诊断中有64％发生在俄罗斯。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宣布，

有 1,820 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其中包括 91 万儿童，比

五年前翻了一番。然而，获得更

高的抗病毒治疗意味著更大的

耐药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就处理

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发布了一

份报告。

几十年来，在防艾滋病的路

上，我们人类取得了进步，但脚

步还不能停……本文据作者在

“美国医人”微信公众号发文编

辑。

参考文献

1.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and Prevention 

(CDC).Epidemiologic notes and Reports 

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 among 

persons with hemophilia A[J].MMWR 

1982;31(27):365-367.

2.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Opportunisticinfections and Kaposi's 

Sarcoma among Haitians in the United 

Sta tes [ J ] .MMWR 1982;31(26) :353-

354,360-361.

3.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Update on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United States[J].

MMWR 1982;31(37):507-508.



22 World Journal of Chinese Doctors

养生文化是从东方古老的

黃河长江流淌出来的文化，具有

东方人的生命认识形式和实践

方式，且充满著东方人的精神和

气质。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

漫长的岁月，有著自已的学术渊

源、特点和规律，较世界其他同

类文化而言，由於有著古代哲学

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更加显

得博大精深，无疑使之构成了极

为成熟的、具有完整结构的独特

体系。它著眼於人与天、寿与夭、

形与神、动与静等有关人生养护

的各个方面，提出贵生、元气、

摄生等一系列基本特点，形成阴

阳学说、五行学说、太极八卦理

论、精气神理论、臓腑理论、经

络理论等一系列基本方法和手

东方的生命观——谈中医养生

烯　效

段。无病用於预防，有病用於诊

治，病後用於康复。这标志著中

国人已不再甘心做大自然和自

身各种恶性因素的奴隶，显示出

爭取主动取得生命自由的可能。

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

便有了企求长寿的意念。《诗经》

里有三十处用到“寿”字，而“万

寿无疆”一词，则出现过六次。

医学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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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人文思潮兴起，

中华养生学萌芽，先秦诸子著作

中，几乎家家都有关於健身长寿

的探讨。後经华佗、董仲舒、嵇

康、孙思邈、葛洪、陶弘景等人

阐扬，特別是道家、儒家和医家

文化相继参预，中华养生学终於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从山顶洞人在同伴尸体旁

虔诚地撒下一把把矿物质红粉

时，我们确实看见了人类的祖先

赋予生与死的思索和观念的信

息。由此，人对於病的哀愁、生

的欲望、死的恐惧，为最基本的

人性考验。同样，热爱生命，依

恋生活，追求人生快乐，亦乃是

人类的天性。在祖先们看来，人

生的幸福並非仅仅是财富的占

有、名誉地位的获得；生命的健

康、家庭的美满、孝敬父母、追

求安宁、长寿则占有重要的地位

和比例。

基於此种思想，各种不同的

养生手段和方法诞生了。以气功

为例，它主要通过人类的特殊意

念活动、呼吸吐纳运动、按摩、

叩齿等和一定身体姿势或动作

要求，来对人类的生命和意识进

行自我体验、自我修复、自我调

节、自我开发的特殊身心运动形

式。它的分类方法是多样的。从

动作上分，有动功和静功之別。

从姿势上分，有立式、坐式、卧

式、行走式及混合式等。从功

能上分，有治病功法和养生功

法两大类。从功法机制上分，

则有外呼吸和纯精神修炼两大

类。而从文化形态上分类，更

有道、儒、释、医、武等各具

不同特色的气功功法流派。可

以说它在一开始便是在中国传

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发展起来

的，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各种成

分和因素的渗透和影响，体现

著中国古代特有的（如天人相

应观、动静观、运动观等）各

种观点於一身，使之能夠在如

此广泛的地域和如此漫长的时

间內传播和发展，构成了气功。

较之其他养生术更具丰富多彩、

姿态万千的特点，它以神奇的

功效、久远的历史，也许还有

围绕它的那些如梦如幻、若真

若假的神秘传说，永恒地激发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想象和兴趣，

唤起人们经久不衰的热情。今

天，气功对很多中国人乃至一

些外国人来说，即便它仍然弥漫

著神秘奇幻的色彩和气息，但也

不再是陌生而高深莫测的东西

了。清晨黃昏，公园內外，花前

篱傍，人们热烈地谈论著它，虔

诚地实践著它。从大学神圣的殿

堂到科学院严肃的实验室，人们

动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和方

法来探测它的秘密，窥视它那神

奇的魅力所在。可以说，在中国

整个养生文化体系中，还沒有哪

一类方法內容引起现代社会如

此普遍的关切和浓厚的兴趣。

在中国传统养生学中，还有

休逸养生法，即情趣高雅的娱乐

养生，是指在闲遐、业余时间里，

通过各种动静结合的娱乐活动方

式，以畅娱性情，活动肢体，积

极休息，丰富美化生活，並在轻

松愉快的环境中获取精神营养，

达到养神健形、益身延年的目的。

自古以来，读书、吟诗、歌

咏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內

容。古人认为特別当老年人在闲

居之时，更应当培养这方面的兴

趣爱好，而且十分強调读书要读

有益於身心健康的书，反对读那

些低级庸俗不健康的书。

琴棋书画，也是古人颇为称

许的兴趣爱好，值得我们大力提

倡，尤其是老年人离退休後培养

一些琴棋书画的爱好，可从中

得到益处和乐趣。我国古代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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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弈者长寿”之说，把下棋的

好处归纳为有精神寄托、可养情

怡性，能夠锻炼思维和使身心舒

畅四个方面。古今棋手高寿者不

乏其人。长期学习书画的人，不

但能修身养性，使之达到气血畅

通、精力旺盛，还能陶冶情操，

心灵也随之境化，疾病自然而然

也就随之減少。如中国当代书画

家中齐白石就是一个很具代表

性的人物，他六十岁变法，确

立了自成一家的金石书画风格，

80-90 岁时书画艺术达到了顶

峰，这与长期习书作画有著密不

可分的关系，这样的例子在书画

界中何止齐白石一人。

当今对於久居闹市的人来

说，郊外漫游也不失为一种很

好的健身养生运动，既能运动肢

体，又能陶冶性情，於身心大有

益处，所以古人很倡导开展这一

活动。《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

载有“时值春阳，柔风和景，芳

树鸣禽，邀朋郊外，踏春载酒，

湖头泛棹，问柳寻花，听鸟鸣於

茂林，看山弄水”的郊游情景，

可见古人对此是有很高兴致的。

我国古代许多文学家如王羲之、

白居易、苏轼等，不但本人终生

喜爱旅游，而且纷纷从养生学角

度呼吁人们去接近大自然，为此

写下了不少名言佳句，留给後人

以无尽的玩味。

今天，随著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节奏也随

之加快，这就要求我们具备良好

的身体素质来适应这一变化。在

日常的生活中注重修身养性，培

养自已的业余爱好，加強自我保

健意识，所有这些我们是否可从

古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启示呢？

让我们溫故而知新，为人类的美

好愿望共同努力吧！本文据作

者在“北中医博物馆”微信公众

号发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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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接收病人住院时，医生都会问这样一

个问题——“在极少数发生的紧急情況下，如果你

的心臓停止跳动，或你无法自主呼吸，你希望我们

做胸外按压和气管插管来进行抢救吗？”（英文叫

询问“Code Status”）。

刚开始问这个问题时，我非常不适应。病人住

院已很脆弱，再让病人思考最坏的情況，似乎有些

残酷。

其实在医学院时，老师就鼓励我们围绕这个问

题和家人进行一场讨论。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困难的

任务，因为在中国传统里，对死亡这个话题，通常

是避而不谈的。我试探地问了父母，並让他们问问

爷爷奶奶的意愿。意料之中，他们认为这样的话题

很冷酷、不吉利，更不能向年迈的爷爷奶奶提起。

“当你的心臓停止跳动，或无法自主呼吸时，你希

望医生怎麽做？”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病人，他八十多岁，沒有家

人，一个人住在公寓里。唯一的紧急联系人是认识

多年的邻居。他被送来医院时，骨瘦如柴，以每

分钟 40 次的频率喘著气（正常呼吸频率为每分钟

12-18 次），问诊时只能艰难地说几个词。

很快诊断出他得了严重肺炎。虽然用上最好的

抗生素，病情还是急剧恶化，他开始神志不清。由

於身边沒有家属又联系不到邻居，根据医院政策，

我们为他紧急麻醉，做气管插管，用上了呼吸机。

他的邻居第二天赶到医院，由於病人沒有预先

指令（Advanced Directive），他成了唯一可以做

決定的人。我们告诉他病人年迈体弱，肺炎严重，

好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能靠呼吸机暂时维系生

命，延长不可避免的死亡结局。

我们问邻居，这是病人想要的吗？他十分纠结，

不知道病人会想要怎麽样的決定。他不想让病人觉

得自己放弃他了，但又不想让他受苦。最终邻居決

定撤下呼吸机，让病人沒有痛苦地去世。但在他纠

结考虑的那四天里，病人全身插满了管子，靠呼吸

机和各种药物，无意识地维持著生命体征。

还记得另一个住院治疗的老人。她是个作家，

患有卵巢癌晚期。她的肿瘤导致小肠梗阻，无法进

食，插著鼻胃管排气。进院时，她就明确表示不要

抢救。住院五天，小肠梗阻不见好转，她选择临终

关怀，出院，在家里享受安宁疗护（Hospice）。

出院那天，她微笑地告诉我，自己唯一的心愿是把

手头上的一本书写完，然後就可以沒有遗憾地走。

作为医生，每天见证著各种各样的离別。在接

这个          的问题，

你有考虑过吗？

冰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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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上万个住院病人，问了上万个病人这样的问题

後，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个很人性化，而且有必要

的问题。

“当你的心臓停止跳动，或无法自主呼吸时，

你希望医生怎麽做？”

选择不外乎两种。如果想要做胸外按压和气管

插管，那麽你是 FULL CODE。如果不想要这些

超出常规范围的抢救，那麽你是 DNR/DNI（Do 

Not Resuscitate/Do Not Intubate）。

你可能觉得奇怪，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

哪有不抢救的道理？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措施

本身有很大的副作用。

胸外按压指通过按压胸部，间接挤压肋骨下的

心臓，让血液得以循环。有效的胸外按压需要每小

时做 100-120 次，按压深度达 5 厘米。按压的人

如果动作到位，一分钟就会累得气喘吁吁，所以需

要多人不停轮换。按压的过程中，胸骨和肋骨的断

裂率高达 90% 左右（男性：86%，女性：91%）。

气管插管指无法自主呼吸时，从口或鼻插入管

子到主支气管中，为肺部提供氧气。气管插管的副

作用包括口腔和牙齿的损伤，长期插管後还可能导

致气管软骨软化，声带损伤。有些人可能无法在拔

管後自主呼吸，那时就面临著拔管还是不拔管的问

题。

这些试图把人从鬼门关上抢救过来的措施，成

功率如何呢？

很低！

多个研究显示，成功率在 17% － 20%。如果

年龄大於 85 岁，只有 6% 的人存活到出院，更不

用提生活质量的下降。

按照病人的主要病癥来看，癌癥、肝硬化、艾

滋病、肾衰竭的成功率相对较低；单纯的心臓疾病，

如急性心梗、心力衰竭等则成功率相对较高。

有家医院曾把胸外按压和气管插管的实际操作

做成一个短视频，解释给病人看。病人看完後，选

择 FULL CODE的概率大大下降。

即使沒有以上的极端措施，很多人在重危病房

待过後会有类似於“创伤後心理压力紧张综合征”

（PTSD）的表现：出现做噩梦、怕水（溺水窒息

的感觉）、焦虑、认知能力下降等癥状，医学上称

为 PICS（Post-critical Care Syndrome）。

有些人事先考虑过这些问题，在患重病时可

以从容地给出回答。更有考虑周全的，立下生

前预嘱（Living Will）或预先指令（Advanced 

Directive），用於意识不清无法做決定时。预立医

嘱里面可以声明是否做胸外按压和气管插管；更详

细的，可以声明在永久无法进食的情況下是否插食

管，是否进重危病房，在休克时是否用使血压增高

的药等。预立医嘱里也可以指定健康代理人，代理

病人做決定。

2014 年，一则新闻轰动美国。年仅 29 岁的美

国教师布莱尼·梅納德得了脑癌，只剩下 6 个月的

生命。梅纳德希望在生命的最後时刻有尊严地死去。

当时全美只有俄勒冈州有“尊严死法案”（Death 

with Dignity Act），可以合法地在医生协助下有

尊严地去世。梅纳德为此从加州搬到了俄勒冈州。

7 个月後，她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在事先选

定的那天，平和地在家中去世。2016 年，美国加

州通过了类似的“临终选择法案”（End of Life 

Choice Act）。

最好的情況，不是在生死的关头做決定。特別

是在病人已经无法做決定的情況下，把这样重大的

责任放在家人身上。

最好的情況，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一个

怎样的离別，並提前和家人沟通好。这听上去有些

冷酷，这样的对话也可能会很困难，但卻是非常必

要的。

我们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怎样来到这个世界，

但可以，也有权选择怎样离开这个世界。本文据作

者在“冰球说医”微信公众号发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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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下雨天，诗诗在校园口摔了一跤，擦

伤了膝盖，也就来求医。诗诗是一位十八岁的女生，

刚刚考完中学文凭试，已经收到大学的录取信，那

天是我第一次遇见诗诗。

医生微笑说：“沒事的，只是轻微的皮外伤，

护士为妳换一换敷料，过几天就会好了。”

诗诗低著头，沒精打釆的，在她身上，完全沒

有一丝阳光少女的气息。

医生看著一脸愁绪的诗诗，溫柔地说：“很痛吗？”

诗诗慢慢地抬起头来，凝望著医生。

这一秒钟，我感受到诗诗正在观望、犹豫。毕

竟整个诊疗过程，是医患双方在讯息和情感上的互动，

我们经常提醒医生要多观察病人，卻容易忽略病人也

会留意医生的一举一动。若能感受到被关怀，值得信

任，病人自然会打开心窗，在有需要时便寻求帮忙，

愿意让医生同行一段路，也是一种珍贵的缘份。

不断重复的轻生念头

诗诗：“医生……妳……妳会看情绪病吗？我

应该有抑郁癥，但我不敢去精神科排队，既然今天

来了这儿……我就问一下。”

医生：“诗诗，妳为什麽觉得自己患上抑郁癥

呢？”

诗诗：“因为我八岁已经想自杀！那时候我个

子小，就想过从窗户钻出去。这几年每次看到报章

报导有人跳桥、堕楼，我就有冲动跟著跳！我知道

我是有问题的，而且这感觉越来越強烈，但我不敢

告诉別人。”

沒想过，眼前的小妮子，已经被求死的想法煎

熬了十年之久，而且那种情绪病不被接纳的传统观

念，一直阻碍著她求助。

医生：“诗诗，那麽这十年，妳是如何熬过来

的呢？”

诗诗的泪珠终於流了下来，我递上纸巾。

医生：“过去十年来，妳多次出现轻生的念头，

但每次都決定活下来了，想必是有一种更強烈的信

念，一直拉著妳、保护著妳吗？”

诗诗哭著说：“我想起妈妈……我想起爸

爸……”

医生：“爸妈知道吗？”

诗诗：“不知道的，我不想他们担心。医生，

我不能死，爸妈从小到大也很疼我，如果我死了，

他们的心肯定会伤透了。我还要照顾他们，守在他

们身边直到终老。”

这边厢，诗诗仿佛是一位反复寻死的脆弱女孩；

那边厢，诗诗卻是一位心系父母的坚強孝女。这一

刻，我想起《孝经》，子曰：“夫孝，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传统中国孝道

孝道是传统中国儒家思想非常重视的美德，在

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孝是“无

罗思敏

作者单位/香港理工大学医疗保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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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孔子所指的“无违”，並不是无违父母的意

见，而是无违於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就是这个意思。不少人有感於当代的青

年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很陌生，但那种根深蒂固

植根在心底的价值观念，又岂会是穿穿牛仔裤、吃

吃汉堡包就能抹掉呢？

除了轻生念头，诗诗还有失眠、失去兴趣、难

以集中精神及一些生理上的不适等癥状，经过临床

评估之後，她的确患上了抑郁癥。我处方开了抗抑

郁药，诗诗也很愿意接受治疗，情況开始稳定。沒

想到数次复诊之後，诗诗忽然拒绝服药，情绪较为

波动，我立刻见她。

诗诗哭著说：“医生，对不起，我已经沒再吃

药了。”

医生：“发生什麽事情呢？”

诗诗：“妈妈上星期发现了我的抗抑郁药，她

说精神科药物有副作用，对身体不好，会产生药物

依赖，还说我只不过是对自己要求高，一时想不开，

沒有情绪病，不用服药那麽严重。医生，对不起，

我不想我妈难过，所以我就停药了，但我感到那些

寻死的想法又回来了，我真的很害怕。”

究竟孝道是不是等於盲从父母的命令呢？我想

起曾子问孔子，“孝”是不是就等於“从父之令”，

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价值準则呢？

子曰：“父有爭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

义，则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

当不义则爭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意思

是说，如果子女发现父母有错，是应该作出劝喻，

以免父母继续犯错，可见盲从並非孝的本意。我在

诗诗的同意之下，约见了诗诗的母亲。

不是寻常的傻事

诗妈妈：“医生，是我要她停药的，她所谓的

抑郁癥，只不过是近期快要念大学有点紧张，我跟

她聊聊就会沒事了。”

医生：“诗妈妈，妳知道诗诗从小时候已经受

情绪困扰吗？这可不是一个短时间。”

诗妈妈紧张地回应：“不可能！她六岁学小提

琴，八岁学古筝，这麽多年来我一直陪著她练琴，

她把所有的乐曲奏得很轻快，我的女儿不可能患上

抑郁癥的，不可能！”

时间停顿了两秒钟。

医生：“妳知道她经常有轻生的念头吗？”

诗妈妈：“她是提及过，我已经劝她別再想这

些傻事了。我的女儿那麽乐天，她不会想这些的。”

医生：“当患上感冒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住要

打喷嚔；当患上抑郁癥的时候，轻生的念头也不是

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这绝对不是寻常的傻事。”

诗妈妈的神情软化了一点。

医生接著问：“诗妈妈，妳知道为什麽妳的女

儿一直也能抵抗著这种寻死的负面思维吗？”

诗妈妈：“是因为……她想著我吗？”

医生：“是的，她想著妳，她说要照顾父母，

守在你们身边直到终老。”

诗妈妈红了眼睛：“傻孩子……傻孩子……”

我继续向诗妈妈灌输抑郁癥的医学知识，纠正

她对抗抑郁药的一般误解，令她明白女儿服药的原

因，以及在医生处方和监察之下服药的安全性。

医生微笑道：“诗妈妈，妳的一句话，可能比

我讲十句更有效。”

诗妈妈抒怀地说：“医生，谢谢妳，让我来跟

她说吧。”

在诗妈妈的支持之下，诗诗的康复情況理想，

负面思维已经減退，进入治疗巩固期了，大家心里

也感到安慰。孝是传统的概念，但其现代意义应该著

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尊重，而不是单方面的顺从，

而且包含著明辨是非的科学精神 1。过去几年我曾接

触过数位曾有轻生念头的青年人，对於孝的一份坚持，

的确挽救了不少宝贵的生命。正是：“身体发肤，受

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卷九。

参考文献

1. 李亦园 . 文化与修养 [M].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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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生尤其外科医生，大家都喜

欢呈现案例，成功案例。而普罗大

众们对医学和医生其实是有所期

许的，大家都希望听到手术成功

生命被救的好消息，为每一次成

功治疗鼓掌。渐渐的，医学被神

化，医生也陷入一种沾沾自喜的

迷失中，这是需要我们自我警醒的。

其实大多数时候，非医学专业的人

都很难想象我们是怎样在工作。我们也有挫败、

犹豫、无力、纠结、痛苦和忧伤。如果讲 Happy 

ending 的故事是皆大欢喜的话，失败案例卻是需

要勇气才能说出来的。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恰恰是一个沒有幸福结局的故事。

患者晓玲（化名），女，7岁。6年前被确诊为“复

杂先心病，肺动脈闭锁/室缺/体肺大侧支血管”，

因为自身肺动脈发育极差，无法耐受根治手术，我

们先期为她做了一次姑息手术，期望手术能刺激自

身肺动脈的发育，可惜效果不夠理想。经过 6 年时

间，肺动脈才勉強达标。孩子父母是本分人，每年

坚持带孩子来随访。看著他们一次次殷

切望向你的眼神转为黯淡失望，我

內心所受的煎熬不比他们少一分。

这次终於达标，大家摩拳擦掌，

準备放手一搏。

手术从早上做到晚上。这是

全球学术界公认的工程浩大的手

术，我们像捡柴禾一样将侧支血管

一根根游离收集起来，汇总吻合後形成

新的肺动脈，和右心室连接，爭取达成先心病

的根治。手术进展很顺利，血压心率都很平稳，看

来我们柴禾捡得很不错，心臓很快适应了新的循环

设定，值得大家举手加额。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很愉快，孩子恢复得不错，

準备转出 ICU。幸福生活似乎在向她招手，这时

候发生的一件事永远地改变了这一切。孩子忽然发

生消化道出血，消化科医生被请来了。內镜下止血，

成功。正当大家松口气时，24 小时後再次发生消

一个失败案例背后的深思

赁　可

作者单位/中国医师协会胸心外科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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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大出血（食道）。这次出血異常凶猛，病人迅

速陷入休克，腹胀如球。当消化科医生再次站在床

旁时，他已经来不及召唤更多帮手，当机立断再次

內镜止血。可是这次沒有那麽幸运……出血汹涌，

加压输血都跟不上，血压低无可低，瞳孔已散大，

生命在一点点溜走。最後关头我们祭出了一个古老

方案：双囊三腔管暂时压迫止血。这一措施为大家

贏得了一点时间，血压暂时回升，我们決定将孩子

送入介入导管室，寻找可能的出血血管並栓堵。“罪

犯”血管很快被找到並被栓堵消灭，但是……发现

了更严重的情況：食道似乎破裂了！

到此刻为止，大家已经连续战斗了18个小时，

疲劳饥饿而沮丧。食道破裂的高病死率令大家谈虎

色变，尤其在当时的情形下。和孩子父母谈了这个

情況，他们很悲恸，谁又不是呢？妈妈情绪陷入崩

溃，爸爸在孩子可能神经系统受损再也无法醒来的

巨大担忧下，也考虑到家庭难以承担後续治疗的高

额花费，痛苦地決定放弃激进的治疗方案。一时间，

空气中弥漫著压抑、挫败的气息。大家机械地做事，

回避著彼此的眼睛。终於，有小夥伴发消息给我说，

她知道也许後续努力是徒劳的，也知道即使不考虑

神经系统的问题孩子也会因严重感染、脓胸、食管

气管瘘、多臓器衰竭等並发癥而生机渺茫。但还是

值得一试不是吗？咱们的信条不是“每一个孩子都

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吗？努力的结局，也许和消极

保守的治疗方案沒什麽两样，我们最终无法挽救孩

子的生命，但是对孩子父母的意义不一样，对团队

每一个人的內心不一样。就这样，我又找到孩子父母，

劝说他们再试一次。至今我都记得，听著我说话的

他们，黯淡的目光一点点燃起希望，变得热切起来。

征得孩子父母同意後，大家都动了起来。一位

很优秀的胸外科医生同意为孩子主刀进行急诊手

术，我们连夜再次把孩子送进急诊手术室。右侧开

胸，探查清创，食管修补；仰卧开腹，大网膜游离，

空肠造瘘；再次开胸，转移大网膜固定填充食管床。

通宵手术，结束时天边已泛鱼肚白。挂在每个人脸

上的，是疲惫而期待的微笑。接下来的一周里，在

ICU夥伴们的悉心照料下，孩子居然醒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不想多讲。正当大家期

盼著更多好消息时，接踵而至的卻是连串的 bad 

news。呼吸机忽然开始漏气，我们意识到发生了

气管食管瘘。纵隔感染溃烂在加重，瘘口迅速扩大，

连放置一个带膜的气管支架都变得不可能。大家心

里清楚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是当初做急诊修补

手术时就预料到的大概率事件，但这次大家沒有沮

丧。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改变所有事，有时候需要做

的是Cross our fingers,hoping for the best……

她是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中离开的，走的时候

很安静，只有她母亲拉著她的手嘤嘤低诉：“不要

怪爸妈一次次扯著你看病、手术，妈妈是想万一有

机会……”是啊！我们都想给她更多机会。最後关

头呼吸治疗师们还在自发召集讨论，爭取找到适合

她的特殊通气参数；ICU医师还在发起全院大会诊，

张罗可能的带膜支架植入方案……

此事过後，我给参加救治的主要同事发消息，

感谢他们的坚持和付出。那位消化科医生的压力是

很大的，我说：“若不是你当机立断、仗义出手，

孩子当时就沒了。我敬佩你的担当！”确实，他有

大把的理由可以消极对待，比如说需请示上级，比

如推托床旁內镜条件不理想。自我保护式治疗的结

果是病人生的希望在医疗流程中一点点泯灭，而他

某种潜意识层面的阴影或许会投射到以後的职业生

涯中，锐气若失，虽卓越者亦逐渐流於平庸，非患

者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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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里的年轻医生，给那位向我建言的 ICU

师姐写了一段掏心窝的话（见下图）：

疗似乎是必然结果和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医护只是

体制的受害者吗？我们的行为也会投射到体制坚冰

中，冲破它或者加固它。

还记得梭罗的那句名言吗？“大多数人都生活

在平静的绝望中”。所谓听天由命，不过是习以为

常的绝望。我们逐渐适应了这种感觉，並加入到群

体无意识中去，因为在那里才能找到安全感。电

影《肖申克的救赎》中，Red 是这样描述“体制化

（Institutionalize）”的：“这些监狱高墙很有趣。

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

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

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仔细想想，这样的高墙

只在监狱中才有吗？

有一位叫菲利普·津巴多的社会学教授，曾经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

验”。然而这个实验被提前叫停，而且以後再沒人

敢重复。为什麽呢？津巴多教授把斯坦福大学的一

个教学楼改造成一个监狱，然後招募了一批大学生，

把他们随机分成两个角色：狱警和犯人。为了让他

们很快进入角色，狱警真的穿上了制服，犯人经历

真的抓捕过程。让人始料不及和震憾的，是这些原

本纯真的大学生被环境催眠、适应自己新角色的速

度很快。不到一个星期，那些演狱警的学生，那些

开始还腼腆放不开的“菜鸟”，似乎真的认为自己

是正义的化身，开始对曾经的同桌、同窗呵斥辱骂，

棍棒相加；而演犯人的学生，则从辩解抗爭一步步

变得萎靡、认命，甚至在受多了打骂後真的认为自

己有罪，应该受到惩罚……

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因为失控而提前终止，仍

然揭示了情境是如何深刻地影响改变一个普通人

的。这些情境来自於某种规则、某种秩序，甚至就

是一件警服。此外它也是一种群众压力。何为群众

确实，在晓玲後期治疗的好几个时间节点，我

们都面临著“还能做什麽，还有沒有意义，能不能

承担由此带来的後果”之类的心理拷问和治疗抉择。

不管怎麽做，也许最後的结局沒有区別。但对你、

对我、对孩子本人，还有爱她的人，真的沒有区別

吗？我相信如果当初顺应了家长的要求选择姑息治

疗的话，整个团队的士气都会消沉低迷，然後大家

会各自心理建设：“不怪我，这是她的命……”似

乎治愈了，其实只是心安理得了，我们不知不觉间

已经选择了冷漠和麻木。这是一种太熟悉的感觉，

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年轻医生和护士（包括我们

自己），已经或正在被这样的文化毁掉？我们可以

狡辩说现在的医疗环境恶劣，举证倒置、互不信任，

医生连自己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自我保护式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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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当你身边的人都在做一件似乎不妥的事，你

不做，就会被孤立排斥，你就失去了安全感。当你

被迫做了，就会选择继续做下去，並找出一些理由

来解释安慰自己，让自己行为合理化。这就是著名

的“路西法效应”。

我们人是群体的动物，是顺从的动物。我们总

是对其他人有期望，我们也总是期望满足其他人的

期望。我们要如何改善和強化自主能力和自由意志，

使自己免受集体无意识的奴役？用津巴多教授自己

的话，要注意我们一般处境里有基本的二元性，就

是抽离和沉浸的对立，犬儒式的怀疑和投入式的参

与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这样思维相对抽离的人，

需要具有所谓“英雄行为”的人格。真正的英雄人

格是指人应该对僵化恶劣的情境保持警觉，具有抵

抗力。《肖申克的救赎》里的 Andy 就有这样的英

雄人格，最终奔向自由。Brooks被“体制化”吞噬，

自杀了；Red 差点被吞噬，如果不是遇到 Andy 的

话。所以你看，英雄人格的人是可以通过帮助来改

变他人的，这才是团队领导力的核心，古往今来的

领袖莫不如是，“未敢失其赤子之心”罢了。

既然情境对人的行为影响如此之巨，那麽打破

恶劣情境，构建积极健康的团队文化，就是 leader

们该想该做的，也是我们该告诉年轻人，让他们保

持精神內省的东西。“Carpe Diem”这句拉丁文

的意思，並不应只是被肤浅地理解成“及时行乐，

活在当下”，还有“不要让你的昨天影响到你”的

意思。我们的昨天，昨天的昨天会影响到我们吗？

会！不是有句话这麽说嘛：“最终，我们活成了当

初最讨厌的样子”。作为医生（护士）的我们，当

初最讨厌的样子是什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团队，

最不希望变成什麽样子？

有人担心晓玲的父母会对我们的治疗抱怨，会

欠费不缴。事实是，孩子爸妈一直对我们无条件地

信任和感激，最後离开之前对我们深深鞠躬，並在

一周後赶来医院结清了欠款。我们也为他们积极联

系寻找社会基金帮助（包括华西医院自己的“天使

基金”）。孩子父母可以平静坦然地面对生活，而

我们团队內部也展开了多次的学术讨论，並形成了

些意见共识。我想，此事过後，父母不同了，我们

也不同了。有一点还是一样，我们都在乎。Yes I 

care,we care ！

最後，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这次的分享。“Oh 

captain,my captain!”（哦，船长，我的船长！），

这是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 1865 年美国林肯总统

遇刺後所作，纪念这位“船长”。

“哦，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完成。

这船历尽风险，企求的目标已达成。

港口在望，钟声响，人们在欢欣。

千万双眼睛注视著船——平稳，勇敢，坚定。

但是痛心啊！痛心！痛心！

瞧一滴滴鲜红的血！

甲板上躺著我的船长，

他倒下去，冰冷，永別。

啊，船长！我的船长！起来吧，倾听钟声；

起来吧，号角为您长鸣，旌旗为您高悬；

迎著您，多少花束花圈，候著您，千万人蜂拥

岸边；

他们向您高呼，拥来挤去，仰起殷切的脸；

啊，船长！亲爱的父亲！

确实，我们的事业就像这条船。船长或许倒下，

但年轻的船员已成长，船已前行，我们的事业已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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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阿拉斯加

73 岁的 C 太太和 75 岁的 C 先生今天一同来做体检和慢病的随访。他们是土生土长

的湾区人，都来自大家庭，很多兄弟姐妹。他们结婚 50 多年，育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

十几个孙子孙女，家人分散在全美各地。

C 太太是 Homemaker（全职家庭执行长官和儿童青年教导员，这是我的理解和翻译），

她沒有在家庭以外参加过工作。C 先生属於普通工薪阶层，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2015

年才从一个五金杂货连锁店退休。

他们一直都很想游遍美国，但在年轻时沒时间沒财力，C 先生一直推迟退休想保持

拥有他们的房屋，又想游遍美国和去看望每一个家庭成员。他们终於认识到鱼和熊掌不

可兼得，於是在 2015 年初他们卖了住了 40 多年的房屋，买了一辆房车开始了游遍美国

的旅程。

这两年他们每年来 2-3 次随访，每次都打开手机与我分享他们在各地的照片。每次

他们都告诉我他们下一站去哪里。这次他们说阿拉斯加。我不过脑地说，“你们要坐游

轮去呀，太好了。”C 先生说：“不，我们开著我们的房车去，邮轮很奢华，我们负担不起。

但我们想去阿拉斯加看冰川。”他们离开后我 Google 了一下，从旧金山到阿拉斯加最近

的行车路线 3,000 多英里。

病人故事二则

细雨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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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太太今年 88 岁，除了高血压以外，沒其他的慢性病，住在离我们门诊 30 多英里

之外的一个银龄社区內，她和她的老伴听从他们儿子的建议，几年前就決定不再在高速

公路上开车了，所以出行不便。每年最多来诊所 1-2 次，偶尔电话咨询或电邮问答。有

时还得我们工作人员“千呼万唤”才来体检。她说她每天都按时按量吃药，但取 3 个月

的药总是吃一年或更久，血压控制从不达标。

看到 S 太太在日程表上，我有点吃惊，她大约 2 个月前才做了年度体检。不会是什

么急症吧，中风？沒見急诊室或医院的通报呀。

S 太太一如既往笑眯眯地坐在检查室。她说，“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两周前我

去公园写生回家的路上跌倒了，连皮毛都沒有伤，然后又自己走回家；上周二我在公园

里又跌倒了，不是我看不见，是我忙著欣赏红叶沒有看到路上一个小坑，就跌倒了，还

是毫发无损连个青块都沒有。他们（老伴和儿子）要把我送到急诊室去，我坚決不去，

所以今天他们就把我送你这儿来了。”

仔细问诊体验后，並沒有发现什么異常，又绕著圈子问了几个认知障碍筛查的问题，

她都回答得有条有理准确无误，和她谈了谈常见的中风症状，然后预约了脑部 MRI。S

太太看看预约单，又笑眯眯地看看我说，“我只有高中毕业文凭还沒有 PhD 的殊荣唉。”

她看我大惑不解的表情，就接著说前段时间她去我们美容皮肤科做了一个脸部的皮

肤手术，她注意到给她手术的 L 医生工作牌上有 MD 还有 PhD，就问 L 医生为什么读了

MD 当医生，又去读 PhD。L 医生说，“所以呀，我太太说我这个 PhD 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永久性的脑损伤）”。我俩大笑。S 太太又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努力

的，也特想读个 PhD，但是连生了五个孩子什么 D 都沒了”。我说，“不控制血压就大

大增加 L 太太所定义的 PhD 风险哦”。S 太太说，“在我还沒有 L 太太定义的 PhD 之前，

我得把我那幅画画完，沒准还能赶上年底社区艺术展”。本文据作者在“美国医人”微

信公众号发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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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个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2013 年 2 月 28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海南设立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先行区），

同时发布关於支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

九项政策，标志著先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中国

的版图上，博鳌乐城很小，但卻有著大担当。当前，

世界健康产业发展日新月異。世界卫生组织曾预测，

到 2020 年，医疗健康相关服务业可能成为全球最

大产业。在抢占世界健康产业发展高地之时，国家

选择了乐城。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位於海南省琼海市博

鳌亚洲论坛旁的万泉河南北两岸，面积 20.14 平方

公里，集医疗康复养生、生态节能环保、绿色国际

组织和休闲度假为一体，发展医疗、养生、科研等

国际医疗旅游相关项目，将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国际

医疗旅游目的地、医疗高端人才聚集区和健康领域

国际交流平台，成为国际国內一流的医疗旅游标杆

和医疗旅游度假天堂。

万泉河是海南的母亲河、中国的亚马逊河，有

著国人不能忘卻的“红色记忆”，河两岸热带雨林

景观和巧夺天工的地貌，令人叹为观止。在这里，

所有人都在认真地圆一个梦；在这里，人们将领略

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意境；在这

里，人们将享受到现代医学科学给人类解除病痛所

带来的欢欣。

先行者——
慈铭探路中国首个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当无人机缓缓升起，

循著康乐路飞往万泉河时，

透过监视器，

恍然看到一条金色的巨龙弓起龙脊，

披荆斩棘穿山越岭直取江海义无反顾，

那一刻，

真正体会到先行者的伟大，

和满满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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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规划常驻人口约

5.61 万，核心产业实现年产值 800-1,000 亿。目

前有意向在先行区投资的项目达 55 个，落地开工

20 个，有美、英、德、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

国台湾等地 30 家顶级医院合作机构，产业內容涉

及生殖备孕、整形美容、肿瘤防治、干细胞应用、

抗衰老、健康管理、康复疗养等。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拥有国务院赋予的 9

条优惠政策，有多个填补国內医疗旅游度假产业空

白的项目，汇聚著当前世界上尖端的技术、人才、

药品、器械，可以说是一座发展的“富矿”。每一

个先行者正在开动脑筋，精研细究，先行先试，积

极作为，奋力从“富矿”里挖出更多真金白银来，

更快地推动先行区的发展。这 9 项政策包括加快先

行区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注册审批；先行区可根据

自身的技术能力，申报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等前沿

医疗技术研究项目；卫生部门在审批先行区非公立

医院机构及其开设的诊疗项目时，对其执业范围內

需配备且符合配备标準要求的大型药用设备可一並

审批；境外医师在先行区內执业时间试行放宽至 3

年；允许境外资本在先行区內开办医疗机构；可适

当降低先行区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进口关税；适

当增加先行区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支持並指导先行

区引入生态、医疗、新能源等相关国际组织，承办

国际会议；鼓励先行区利用多种渠道融资，吸引社

会投资等。

海南省卫生厅厅长韩英伟认为，先行区获批的

医药卫生优惠政策突破了国家现行的管理规定。“比

如，进一步明确了先行区开展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

应用準入的途径。允许先行区申请开展干细胞临床

等前沿医疗技术项目研究，突破了‘明确禁止外商

投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的规

定”，对先行区的医疗服务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新时代下，慈铭韩博士共享健康医疗服务创新平台海南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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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朱华友表示，逐步取消合

资或合作医疗机构的境外资本股权比例限制，逐步

放开境外资本在先行区设立独资医疗机构，是国家

赋予先行区的一项重要优惠政策。目前，国家仅批

準香港、澳门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可以独资设

立门诊部，合作投资额度、比例不受限制。而先行

区的政策适用范围更大，不仅适用於香港、澳门投

资者，而且适用於其他所有境外投资者，可以获得

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机会。

新时代下，慈铭韩博士共享健康医疗服务
创新平台海南起步

慈铭体检开创了中国健康体检慈铭模式，慈铭

集团 15 年来在韩小红博士的带领下，在“中国健

康体检慈铭韩博士体检模式”的基础上，以“预防

为主”为民众提供健康服务。目前人群中最不健康

的1%和患慢性病的19%，消耗了70%的医疗费用，

慢性病已成为中国的主要死亡杀手。每年通过体检

查出的慢病患者多达 400 万，为了在体检查出疾病

後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健康的解決方案，韩博士和胡

波董事长全力打造了“慈铭韩博士国际医疗服务创

新平台”，在比较成熟的“慈铭健康体检模式”基

础上，开启了全生命周期健康医疗管理的产业链和

生态链工程建设，包括了从出生前的“试管婴儿辅

助生殖技术”到慢病管理抗衰老等项目，大大提升

了健康体检在国內外市场的竞爭力！

“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合作，先行区是中国国

际健康医疗服务的桥头堡，奏响了“博鳌亚洲论坛

的第二乐章”。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多次赴海南琼

海调研，指导落实。为此，慈铭集团投建了慈铭（博

鳌）国际医院，为“一带一路”民心工程做好準备，

也为医疗供给侧改革做实事，努力減少每年在国外

看病、买药的资金流出，支持大健康产业发展。

先行区首家通过海南省卫生计生委医疗机构校验审核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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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区首家通过海南省卫生计生委医疗机
构校验审核单位

慈铭博鳌国际医院定位为服务於国內外高端医

疗旅游及商务人群、符合 JCI 认证的星级酒店式管

理的国际化三级综合医院，並於 2017 年 11 月 14

日通过了海南省卫生计生委的审批，成为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內第一家通过海南省卫生计生

委审批的专业医疗机构！历时一年零三天。

医院占地 100 亩，总建筑面积 7.6 万平方米，

分三期建设，预计投资 10 亿元。一期工程建筑面

积 1.2 万平方米，分为住院部、门诊部、行政後勤

部、辅助生殖中心四个功能区，主要服务包括了辅

助生殖、慢病健康管理、肿瘤辅助新药三大重点项

目，让民众足不出国门即可享受国际化医疗服务。

辅助生殖方面医院将联手全球顶尖辅助生殖中

心美国纽约格莱宝美孕（GFG）及 HRC 生殖医学

中心，用国际医生、国际药物、国际医疗器械共同

为国人打造专属试管婴儿，确保高品质的妊娠率，

享受高端奢华、体贴入微的顶级服务，为不孕家庭

带来“生”的希望！医院将成为先行区內首家开展

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届时包括美国辅助生殖技术

协会主席Kevin Doody 教授在內的多位具有 20 余

年生殖医学工作经验的医技团队将为国人解決生育

难题，实现人类健康传承、家族健康传承！

慢病健康管理方面医院继承了健康管理行业领

导者慈铭奥亚健康管理医院“深度体检”“私人医

生服务”等私人高端定制健康服务品质，从生活行

为、运动饮食、心理干预等方面对健康状态进行一

对一长期监控。同时配合国际新药新技术，斥资

千万建造一整套符合欧盟的标準，高於国內现有标

準的 GMP 实验室，以专业的生物技术为基础，凭

借成熟的专家技术队伍、优良的细胞制备工艺、严

格的体外制备操作规程、细胞质量控制体系，力求

科学化、立体化、个性化地开展临床慢病治疗研究。

先行区国九条政策开辟了国际最新肿瘤新药特

殊通道，医院将引进国际肿瘤治疗技术，使用免疫

治疗药物、靶向治疗药物、新型小分子药物等。同

时，在临床应用指导上，特邀美国肿瘤医生，已经

与美国希望之城（COH）达成合作意向，与美国

善福德（Sanford）医疗集团达成合作，保证国际

新药在我院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国人预防及

战胜癌癥增加筹码！

链接世界  构筑梦想

先行区国九条中支持“境外医师在先行区执业

时间放宽至三年”，海南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支点，慈铭（博鳌）国际医院努力推动“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合作，加深我国与各国人

民的理解和友谊；架起海外华人医师参与健康中国

工程的“彩虹桥”，让华人医师成为中国健康事业

的参与者、合作者、实践者和生力军；引进华人医

师的好技术、好经验、好方法；在培训教育、学术

论坛、慢病防控、肿瘤治疗、中医诊治、检验病理、

营养养生、智能医疗等专项上爭取达成好的合作项

目落户先行区，形成特色，服务大众，取得实效；

希望更多的华人医师能成为慈铭（博鳌）国际医院

的智囊和外脑，积极参与国家相关政策、学科学术、

教育培训、科研教学工作，成为先行区急需的专家

和顾问。

慈铭（博鳌）国际医院项目自 2016 年 1 月入

驻园区以来，根据政策第八条“支持並指导先行区

引入医疗、生态、新能源等国际组织，承办国际会

议”的精神，积极在先行区申请设立“亚太生育力

保护研究院”和“一带一路医疗健康研究院”，成

立“卵子库”“精子库”“亚太母乳库”，以此保

护园区內辅助生殖机构的生育力，提升质量管理水

平。慈铭（博鳌）国际医院始终以“为人民健康服

务”为宗旨，以“人类健康传承，家族健康传承”

为理念，将不遗余力促使“亚太生育保护研究院”

的成立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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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克利夫兰诊所的医生

Dr.Peter Mazzone，也是肺癌

筛查指南制定委员会主席，专门

撰文，针对普通民众的常见问题

做了解释，帮助我们更仔细地了

解肺癌筛查。

背景知识

在美国，虽然肺癌的发病率

並不是最高的，但每年肺癌导致

的死亡人数比大肠癌、乳腺癌和

前列腺癌的总和都多。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肺癌早期通

常沒有癥状，而发现时常常已经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2013 年，美国疾病预防工

作组就建议在高危人群中通过

低剂量螺旋 CT 来进行肺癌筛

查，以期早发现早治疗。随後美

国癌癥学会和肺臓学会也推出

相关的筛查指南。几年之後，各

方面数据逐渐积累成型。

2017 年 10 月，肺癌专家们

聚集在多伦多，讨论並修订了肺

癌筛查指南，摘要已经发布，完

整的文章很快会发表在《胸腔杂

志》（The Journal Chest）。

“新指南超越了旧的版本”

Dr.Peter Mazzone说，“我们

不仅权衡了肺癌筛查的利弊，

还讨论了如何实施低剂量螺旋

CT的筛查，包括谁来筛查，

如何选择合适的患者，医生如

何跟患者进行共同決策，如何

进行操作以及如何处理異常结

果。”

如果只有少数的肺癌是可

以通过筛查发现的，而且筛查过

程本身也有一定的风险。那麽，

你到底还要不要做肺癌筛查？

如何权衡利弊？我们看看专家

的解答。

问：医生建议哪些人做肺癌

筛查？

答：如果你全部符合下面这

些情況，医生建议你进行肺癌筛

查：

1. 年龄在 55-77 岁之间；

2. 抽烟至少 30 包年（每天

吸烟的包数乘以吸烟的时间：30

包年可以是每天一包，吸烟 30

年或每天两包，吸烟 15 年）；

3. 过去 15 年一直有吸烟或

者戒烟不到 15 年。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你还需

要满足另一个沒有列出来的条

件：你的健康状況足以承受筛查

权威解读：肺癌筛查的利与弊

Gloria Zhang

作者单位/美国克利夫兰诊所

医学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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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将来可能需要的治疗。如果有

人坐在轮椅上戴著氧气，即便查

出来也无法承受治疗，他们通常

沒有资格也沒必要进行筛查。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不

建议常规一年一次的肺癌筛查。

如果有其他肺癌危险因素，或者

某些癥状，建议咨询医生。你的

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況

做決定。

肺癌可能会表现为以下这

些癥状，但这些癥状並不一定

是肺癌，更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

的。但是，一定要去看医生，查

明病因，及时治疗。

1. 咳嗽持续不退或恶化；

2. 深呼吸咳嗽或大笑时胸

痛往往更严重；

3. 声嘶；

4. 原因不明的体重減轻和

食欲不振；

5. 咳血或铁锈色痰（吐血

或痰中带血）；

6. 原因不明的呼吸急促，

感到疲倦或虚弱；

7. 持续或者反复发作的感

染，如支气管炎和肺炎；

8. 新发喘息癥状。

据估计，美国有近 900 万人

为肺癌高危人群，应该接受筛

查。对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现在

各种医疗保险大都会报销相关

费用。

问：肺癌筛查的效果如何？

答：只有一小部分被筛查的

人查出患有肺癌。

大约每 300 个人中有一人查

出癌癥。听起来这个比例很低，

但它其实大致等同於乳腺癌和

结肠癌筛查的效果，甚至更好

些。

问：肺癌筛查有潜在的危害

吗？

答：肺癌筛查有三个主要的

问题：

1. 在扫描过程中，有时会

在肺部发现一个很小的斑点或

结节，如果不筛查我们不会知

道。尽管其中 95％是良性的，

这还是可能会引起人们的焦虑。

另外，如果这个结节看起来可

疑，还需要额外的扫描和活检，

甚至手术去除它，只是为确定它

不是癌癥。

2. 扫描过程会产生低剂量

的辐射。筛查通常一年一次，所

以如果你反复扫描，这些辐射的

影响就会叠加起来。尽管由於反

复扫描而致癌的风险非常小，但

是沒有人知道随著时间的推移

对人体健康会有多大的影响。

3. 另一种可能性是过度诊

断和治疗。同为肺癌，但根据癌

癥的类型、大小以及其他特性的

不同，在不同的人体，疾病进展

可能会很不同。有些癌癥进展很

缓慢。对那些患有另一种更严重

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的人（如肺

气肿或心臓病），可能就沒有必

要去检查和治疗进展缓慢的癌癥。

问：肺癌筛查的好处是否大

於风险？

答：我们提供肺癌筛查的唯

一原因是：在权衡利弊之後，它

的好处仍然超过了潜在的危害。

而且，在一个高质量的医疗机

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危

害，並有效地管理检查结果。

如果在肺癌 I 期就确诊並治

疗，肺癌患者大约有 80％的机

会生存五年或更长。对於已经转

移的肺癌，五年生存率仅有大约

4％。肺癌在早期沒有癥状。所

以，如果沒有筛查，大多数人在

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肺癌晚

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筛查

就是为了在早期发现肺癌，及时

干预。

问：筛查还是不筛查，怎样

才是更好的決定？

答：克利夫兰诊所要求病人

做肺癌筛查之前必须进行一次

咨询，和医生共同做出決定。我

们会与病人讨论筛查的好处和

潜在的危害，根据每个人的具体

情況，做出个性化的決定。

人们需要了解他们患肺癌的

概率以及筛查的潜在好处。同样，

他们需要了解可能的危害，以便

更明智地做決定。很多人非常重

视筛选的潜在好处，乐於接受筛

选。有些人则担心潜在的危害或

者过度焦虑。你的医生可以帮助

你決定肺癌筛查是否适合你。

结束语

肺癌筛查有利有弊。高危人

群建议常规筛查，其他人群请咨

询医生。筛查不能取代戒烟，预

防肺癌，请远离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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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起人工智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人类围

棋冠军李世乭与柯洁先後被 AlphaGo 击败。而在

围棋之外，人工智能已经在人类生活工作的各个领

域展现著令人惊叹的潜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

医疗领域。

什麽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中研究、设计和应用智

能机器的一个分支，涉及的领域包括语音识別、图

像识別、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专家系统等。随

著人工智能概念的流行，越来越多的相关概念随之

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比喻成一棵小树苗的成

长。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相当於种子，它将決

定最终长出的是人工智能还是非智能应用；数据是

帮助树苗成长的养分，数据的质量与数量将決定这

棵树苗的生长状況；云计算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

计算资源基础的保障，是可随时进行配置的计算资

源共享池。

作者单位/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医学人工智能知多少？

原牧涵

语音识別  
Speech

Recognition

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

机器人
Robot

图像识別
Image

Recognition

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云计算、大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大数据

算法
人工智能

云计算



42 World Journal of Chinese Doctors

世界华人医师年会

42 World Journal of Chinese Doctors

世界华人医师年会

人工智能

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是可以用二维表结构进行逻辑表达

实现的数据，数据类型明确规定，可用数据库语言

进行操作。非结构化数据则是数据结构不规则或不

完整，沒有预先定义的数据类型，需要运用自然语

言处理（NLP）、数据挖掘等技术进行分析。值得

注意的是，医疗领域中超过 80% 的数据为非结构

数据，包括医学报告、影像等，这一部分数据的挖

掘对於实现医疗人工智能十分重要。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是实现人工智能的重要工具。按照算

法类型划分，机器学习又可分成回归算法、決策树

算法、聚类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等，当下被认

为最有潜力实现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可以认为是

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的发展。该算法強调从局部和全

局把握特征，从低层次特征逐步获得高层次特征，

可以类比於人类通过学习简单概念来表达抽象概

念。但该算法存在模型黑箱的问题，即人类难以理

解计算机提取的特征，因此无法完全知悉推理判断

的过程，这个问题可能在医学领域导致伦理困境。

医疗领域的人工智能

如果说医疗互联网的出现优化了医疗市场的

供需匹配，那麽医疗人工智能则是革命性地从供

给端对医疗服务加以改造。人工智能在生化医学

领域的应用始於上世纪六十年代。在2010年前後，

因计算能力与数据量的提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见

表 1）。

从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总体布局来看，大量

创业公司集中在应用层面，相对门槛比较低，但竞

爭非常激烈。传统 IT 巨头因其具有強大的计算能

力，並在数据资源、算法技术层面具有优势，通常

从底层切入，提供基础技术平台，但也有涉足应用

层面，例如 IBM Watson Health。

活跃在应用领域的初创企业

截至 2016 年，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按

领域可划分为八个主要方向，包括医学影像与诊断、

医学研究、医疗风险分析、药物挖掘、虚拟护士助

理、健康管理监控、精神健康以及营养学。其中医

学影像与诊断、医学研究、医疗风险分析和药物挖

掘四个方面吸纳投资总额超过 80% 以上，下面将

对这四个方面做简要分析。

医学影像与诊断

人工智能在诊断领域的应用主要针对的是放射

科医师增长速率不及影像数据增长速度，医疗人才

资源分配不均、基层医院误诊率高。人工智能可用

於对病例数据进行分析，为患者更可靠地提供诊断

建议，为医师节省时间，代表公司包括 Butterfly 

Network、Zebra Medical Vision 和 Enlitic。

药物挖掘

药物挖掘是人工智能最先应用於医学领域的方

向之一，主要针对传统制药研发周期长、费用高、

成功率低的特点，利用人工智能在临床前研究阶段

提高筛选效率，优化构效关系，在临床研究中提高

病人匹配效率，代表公司为Benevolent AI。

表1：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发展布局

六十年代 Dendral 专家系统帮助有机化学研究者通过分析质谱识別有机分子

七十年代 斯坦福大学研发 MYCIN 专家系统根据病人症状和化验结构进行诊断

1975 年 犹他大学开发首个知识库医院管理系统 HELP

1979 年 斯坦福大学研发 PUFF 用於解读肺功能检查报告，是首个应用於临床的人工智能系统

八十年代
GWU（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开发 APACHE 系统用於预测患者死亡率，是第一个商业化医
用決策支持系统 

2011 年 IBM Watson 进入 healthcare 领域，对医学数据进行分析

2016 年 2 月 Deep Mind 成立 Deep Mind Health

2016 年 9 月 Microsoft 成立 Hanover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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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研究

人工智能医疗研究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一

般认为是 AI 数据整合分析能力在基础研究领域的

应用，代表公司为碳云智能。值得注意的是，对於

健康领域研究而言，人工智能可以带来颠覆性的改

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其作用仍受限於基础医学

研究水平。人工智能的能力在於对海量数据进行整

合，发现研究者难以捕捉到的关联，但並不能凭空

创造知识。

医疗风险分析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专家系统就被应用於医

院病人风险预测。现今人工智能增加了对原始数据

进行预处理的能力，可以有效处理非结构化数据，

间接扩大了原始数据量，提高了预测的精準性，代

表公司为Apixio。

IT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布局

以 下 将 以 IBM、Alphabet（Google） 以 及

Microsoft 为例来分析传统 IT 巨头在医疗健康 AI

方面的布局与投入。

IBM Watson

IBM 於 2011 年推出 Watson for Healthcare

进行医疗数据分析，最初主要为政府提供雇员

健康管理服务，2012 年开展癌癥基因领域研究

（Watson for Oncology&Genomics），2015 年进

入生命科学领域（Watson Health Life Science）

加速药物开发，2016 年成立医学影像部（Watson 

Imaging）。目前来看，IBM Watson Health 最

深入地将认知技术应用於健康领域，在医学人工

智能领域实现了最成功的产品化与商业化。目前

Watson for Oncology&Genomics 已经攜手百洋，

进入中国。

Alphabet

2015 年谷歌重组创建 Alphabet，旗下子公

司中关注於健康领域的有 Verily 和 Calico，而

侧重於人工智能研究的则主要是 Deep Mind 和

Google 旗下的 Google Brain。Deep Mind Health

从 2016 年开始与英国 NHS 合作利用 160 万 NHS

病人数据开发疾病预警移动应用，同时还与医学

机构合作开展与寻找致盲病变以及癌癥识別相关

项目。Google Brain隶属於Google Research，其中

Healthcare 小组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於医学影像识

別，具体应用领域目前包括肿瘤识別和眼部病变识別。

Microsoft

Microsoft 的云服务平台 Microsoft Cloud 向

KenSci、Allscripts 等公司提供平台用於医学健康

相关应用的开发，平台上目前有四个人工智能产

品，主要集中於医学临床运营分析方面。2016 年

9 月，Microsoft 成立 Hanover 项目，目标是将人

工智能算法应用於医疗健康领域，最终开发搭建在

Microsoft Azure 上的云工具。Hanover 项目有两

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一是通过机器文献阅读，希望

在肿瘤治疗方面有所突破；其二是通过分析电子病

历（EMR），对於慢性疾病管理进行建模。

总结

本文简单梳理了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发展以

及现阶段的应用方向。可以看到，医疗人工智能在

当下正处於资本的追逐与政策的扶持之下，其中蕴

含的机遇是不言而喻的，它的发展应用可能对医疗

服务的形式产生革命性的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

当警惕其背後潜在的泡沫，一方面是存在少数企业

出於融资的目的混淆传统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的概

念；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近年来的爆发有赖於过去

数十年医疗数据的积累，若算法发展出现瓶颈、数

据资源充分利用而应用尚未达到人们预期，资本对

於人工智能的热情可能迅速回落。不同於房地产或

与艺术品投资，人工智能的发展标志著人类文明进

步的方向，因此对於这一领域，投资者的眼光应当

放得更加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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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中心（Ronald 

Reagan UCLA Medical Center， 以 下 简 称 为

UCLA 医学中心）成立於 1955 年，是洛杉矶加州

大学（UCLA）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同时承担著医疗、

科研和教学任务。该院连续 28 年名列“美国新闻

和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全美最佳医院排行榜上第 3-7 名之间。

UCLA 医学中心在 2008 年迁入了耗资十多亿

美元、由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父子设计的现址。新

楼共十层，建筑面积为九万多平方米。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UCLA 医学中心都算

得上是美国的大医院。本文依据公开的数据，对

UCLA 医学中心的医疗服务和财务做一介绍，供

国內医院领域決策者和业者参考。

数据来源

加州政府要求所有加州医院定期报告相关的服

务和财务数字。负责收集和审查数据的机构是州健

康计划和发展办公室（OSHPD）。这些数据一般

都要经第三方审计，相对準确，常常被行业和研

究机构用来进行各种分析。本文引用数据主要来自

UCLA 医学中心所递交的最新年度（2015 年 7 月

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报告。其他信息除特別

注明外都来自UCLA医学中心网站。

收入概況

UCLA 医学中心报告的该年度毛运营收入为

37.87 亿美元。扣除各种折扣（各种医保合同折扣

约占 97%，其他 3%为坏账、慈善和其他折扣）後，

加上按人头付费收入和其他非运营性（主要是投资）

收入，其实际全部收入为 18.44 亿美元。

在支出部分，UCLA 医学中心报告的全部支

出为 17.52 亿美元。收支相抵，UCLA 在该年度

的净利润为九千二百万美元。约为全部毛收入的

3%，实际全部收入的 5%。

表1：UCLA医学中心收支表

收入 美元

全部毛运营收入（划价收入） 3,787,130,471

折扣 2,097,718,700

按人头付费收入 12,664,268

实际运营收入 1,702,076,039

其它非运营性收入 141,807,518

全部收入 1,843,883,557

运营支出 美元

全部运营支出 1,748971,670

其它非运营性支出 2,792,266

全部支出 1,751,763,936

净利润 92,119,621

透过数据
美国大医院的服务和财务

邓乔健

作者单位/菩提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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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概況

一个年毛收入近 38 亿美元，净利润为九千多

万美元的医院，它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服务项目

呢？年度报告上，UCLA 医学中心将服务分为三

大类：住院服务（住院患者的床位、餐饮、护理等

基本服务）、门诊和急诊服务、辅助性服务（检验、

放射、药品等）。

UCLA 医学中心全年收住院次数为 23,414，

总住院天数为 167,886，平均住院周期为 7 天。

这个住院周期和大多数美国医院 4 天左右相比有

些长，这是因为 UCLA 住院患者中各种重癥监护

所占的比例高於普通医院。一年之內就获得 867

个器官也体现了 UCLA 医学中心的器官移植手术

数量。

UCLA 医学中心的年门诊次数为 53.5 万，急

诊次数接近 5万。

表2：UCLA医学中心医院服务主要数据

门诊 / 次 535,513

急诊 / 次 49,447

住院 / 次 23,414

住院天数 / 天 167,886

平均住院周期 / 例 7

新生儿生产 / 例 1,887

自然产 / 例 1,319

剖腹产 / 例 568

器官获得 / 例 867

收入分类

在毛收入上，以辅助性服务最多，约 23.7 亿

美元（63%）；住院服务居次（32%），约 12.4 亿

美元；门诊和急诊最少，为 1.8 亿美元（5%）。

辅助性服务项目众多，收入最高的几项为：患

者用药、手术和术後服务、临床检验、放射诊断和

医疗用品。

在住院部分，內科和外科普通病房收入相应最

多。其次为內科和外科监护病房、冠心病监护病房

和观察病房。

门诊收入要高於急诊。

表3：院內收入分类表

服务分类 毛收入（美元） 占毛收入比例

住院全部 1,236,206,205 32.6%

內科 / 外科普通病房 439,951,005 11.6%

內科 / 外科监护病房 305,259,087 8.1%

冠心病监护病房 132,486,719 3.5%

观察病房 111,519,835 2.9%

其他病房 246,989,562 6.5%

门诊 / 急诊全部 181,077,608 4.8%

急诊 67,700,831 1.8%

门诊 113,376,777 3.0%

辅助服务全部 2,369,846,658 62.6%

手术和术后 292,192,592 7.7%

医疗用品 197,559,139 5.2%

临床化验 341,931,779 9.0%

放射诊断 313,078,988 8.3%

患者用药 535,570,067 14.1%

其他 689,514,093 18.2%

全部 3,787,130,471 100.0%

病房（床）

UCLA 医学中心每年的住院服务毛收入为

12.4 亿美元。有这麽多的收入，又是一个全美甚

至世界顶尖的“大”医院，UCLA 医学中心有多

少床位呢？这些床位又是如何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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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上的数字清楚表明，UCLA 医学中心

的正式注册床位是466张，可供使用床位是462张。

在床位分配上，44%（203 张）床位为重癥监

护和观察类，259 张为普通內科 / 外科、儿科和产

科病床。和其他美国医院一样，这些普通病床並不

再按亚专科分配。

平均每张床每天的毛收入为七千三百美元。其

中冠心病和儿科监护病房的住院费超过每天一万美

元；产科最低，约四千二百美元。

UCLA 医学中心官方网站特意注明贝聿铭设

计的理念就是创造一个最有利於患者康复的环境。

其主要特点如下：

1. 所有病房都是单人单床，並且配备窗边长

座，这个长座可以随时转换为简易床，供家属休息；

2. 开放空间和充足光线；

3. 不同楼高低错开，以避免不同窗户之间的

直接对视；

4. 所有病房的门都是超宽的，所有病床都是

可以移动的，从而最大程度減少患者的上下床；

5.24 小时酒店式点餐送餐服务。

收入来源

美国医疗服务的价格是建立在医保的基础之上

的。医疗机构的毛收入（在划价基础上的）和实际

收入（医保合同价）差別很大。数字显示，UCLA

医学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为老年医疗照顾（就是联

邦政府为 65 岁以上老人提供的 Medicare），占总

毛收入的 34%；医疗照顾（州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

供的Medicaid）占 19%；商业医保（大多数民众）

占45%。其他如慈善、自费的外国患者则相对较少，

仅占 3%。

从合同折扣额来看，联邦政府（Medicare）和

州政府（Medicaid）作为官方医保项目，同时又有

著庞大的受保人群，因此享受著最大的折扣，分別

为 68% 和 73%。也就是说 UCLA 医学中心每一美

元的服务账面收费，在联邦政府那里只能拿到 32

美分；在州政府那里更可怜，只能拿到 27 美分。

在商业医保这边，平均折扣比率为 39%。要指

出的是，不同商业医保公司之间，根据其受保人数

表4：UCLA医学中心病床分布表

病床分布 注册病床 实际可使用病床 住院天数 收住院数 平均住院天数 毛收入（美元）毛收入/天 /床

內科 / 外科监护 84 83 32,.073 3,219 10.0 305,259,084 9,518

冠心病 33 33 12,359 553 22.3 132,486,719 10,720

儿科监护 21 21 6,851 467 14.7 72,739,858 10,617

新生儿监护 29 29 7,424 291 25.5 66,002,351 8,890

观察 37 37 14,436 2,557 5.6 111,519,835 7,725

內入 / 外科 204 201 74,712 11,613 6.4 439,951,005 5,889

儿科 41 41 13,929 2,683 5.2 79,679,448 5,720

产科 17 17 6,102 2,031 3.0 25,509,560 4,181

综合 406 462 167,886 23,414 7.2 1,236,206,205 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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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UCLA医学中心收入来源统计表

收入来源 毛收入 占总收入比率 折扣额 折扣比率

坏账，慈善，和其他折扣 107,882,516 3% 57,320,472 53%

老年医疗照顾合同折扣 1,272,064,524 34% 864,010,454 68%

医疗照顾合同折扣 705,136,646 19% 512,586,908 73%

商业医保合同折扣 1,702,046,785 45% 663,800,866 39%

折扣总额 3,787,130,471 100% 2,097,718,700 55%

不同和具体谈判结果的不同，其折扣比率范围也有

很大的不同。而各商业医保和 UCLA 医学中心的

合同条款是保密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商业医保是 UCLA 医学中

心（也是绝大多数）美国医院的主要经济支柱和利

润的来源。

其他信息

UCLA 医学中心的报告里还包括其主治医

生人数和住院医人数。UCLA 医学中心有 1,568

名全职主治医生（Attending Physicians），和

648 名专科和亚专科住院医生（Residents and 

Fellows）。有这麽多的全职医生是因为他们中的

很多人都同时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

除了这些全职医生之外，还有更多的其他医

生（私人开业或非 UCLA 拥有的医生集团）也可

以使用 UCLA 医学中心来服务自己的患者。另外

UCLA医学中心还雇用超过两千名的护士。

结语

UCLA医学中心报告给OSHPD的数字非常详

细，本文只就上述主要服务和财务部分做一汇总。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以下几点：

1. 所谓的美国大医院床位数並不大（美国全

国超过 1,000 张床的医院屈指可数）；

2. 美国大医院如 UCLA 医学中心以服务重病

为主，病床设置监护型比例高；

3. 医院设计和运营以患者为中心；

4. 医院服务收费昂贵；

5. 医保折扣幅度大。

在国內，目前在医疗产业总体布局上，还是医

院，尤其是公立医院一家独大，占绝对主导地位。

而医院之间往往也是比大比全，以至於千张床位以

上医院比比皆是，最大的医院使用床位已经接近万

张。

作为健三角（医院、医生、医保）中的一角，

医院是很重要的。要理顺健三角，关键的一点就是

要清楚认识和定位医院服务。医院要以患者为中心，

以服务重癥住院患者为主。医院之髓在於精。



快速反应系统的概念和国外发展状況

患者安全性是各国卫生医疗机构管理的主

要目标之一。快速反应系统（Rapid Response 

System，RRS）是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医院为改善

住院病人安全性产生的一种新机制，它根据病人客

观生命体征（呼吸、脈搏、血压、氧饱和度、神志）

的突然变化，预先识別普通病房里病情可能恶化的

高危病人，启动快速反应团队（Rapid Response 

Team，RRT）迅速介入，用重癥监护科（ICU）

的经验和技术处理这些病人，避免灾难性後果比如

心肺骤停。它在 1995 年由澳大利亚的一家医院最

早开始实施，此後逐渐被各个国家的医院接受。自

从 2004 年美国医疗卫生促进机构（The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推荐医院建立快速

反应团队，2008 年美国医疗机构认定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ssion）把RRS纳入国家病人安全目

标以来，快速反应系统已经成为美国医院规范化的

指标。到 2013 年，全美超过 65%的医院都建立了

快速反应团队 1，有些地方已经立法強制执行。大

量的文献报道表明实施快速反应系统能降低普通病

房病人的心臓骤停发生率和降低住院病人死亡

率 1-3。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保证

患者安全，提高患者满意度是公立医院管理、改革

和发展的重要內容。笔者认为国內医院应尽快建立

快速反应系统，这对提高住院病人安全性极其重要，

建立医院內快速反应系统
提高住院病人安全性

摘　要　快速反应系统是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医院为改善住院病人安全性产生的一种新机

制，它预先识別病情恶化的高危病人，启动快速反应团队迅速介入，用重症监护科的经验和技

术处理这些病人，避免灾难性后果比如心肺骤停。鉴於国內医院大內科已经不存在，各病房均

为亚专科的情況下，及时识別並处理那些不属於该亚专科范畴內的病情恶化极其重要。建立医

院內快速反应系统是对提高住院病人安全性的一个关键步骤。

关键词　快速反应系统，快速反应团队，患者安全性

潘天力

作者单位/美国加利福尼亚 Eden 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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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可能对缓解目前高度紧张的医患关系有所帮助。

快速反应系统的组成：
快速反应系统由四部分组成

系统传入分支：即识別病情恶化的病人並启动快速

反应系统。

如何识別病情正在恶化的病人？根据病人客观

生命体征和工作人员主观感觉制定启动快速反应系

统的标準。病人的呼吸、脈搏、血压、氧饱和度、

神志这五项客观生命体征中任何一项的变化加上工

作人员担心病人出状況这一主观感觉组成启动呼叫

的指标。表 1 为某医院制定的具体指标例子。各医

院大同小異，比如呼吸过快或过慢可能定为 >30

次 / 分或 <5 次 / 分。启动呼叫的人员通常规定是

病人的主管护士，也允许医院內任何人员，包括病

人家属以及病人本人。美国 31 家医院调查结果显

示，所有医院由主管护士启动呼叫（100%），30

家医院其他工作人员也可启动呼叫（99%），19 家

医院病人家属也可启动呼叫（61%），17 家医院病

人本人也可启动呼叫（55%）4。一天 24 小时內任

何时间都可以启动呼叫。

表1:启动呼叫的具体指标

客观指标

呼吸过快（>36 次 / 分钟）或过慢（<8
次 / 分钟）

氧饱和度过低（<85% 超过 5 分钟）

心率过快（>140 次 / 分钟）或过慢（<40
次 / 分钟）

血压过高（收缩压 >200 mmHg）或过
低（收缩压 <80 mmHg）

急性神志改变（昏迷或 Glasgow 评分
降低 2 分）

主观指标 担心病人出状況

系统传出分支：即快速反应团队（RRT）

快速反应团队由受过心肺早期复苏/高级生命

支持训练的不同学科人员组成，能夠提供 ICU 抢

救技术和呼吸道管理技术。表 2 为团队组成人员的

专业背景，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況加以改良，但

通常包括一名有 ICU 经验的护士和一名呼吸师。

不同医院根据具体情況安排或不安排医生作为队

员，英国由护士主导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以医生

为主导。在美国，快速反应团队大部分由 ICU 护

士或呼吸师主导，部分医院由医生主导 4。除某些

医院安排专职人员做这项工作外，大部分医院的快

速反应团队人员都是兼职，平时在各自岗位上工作，

听到呼叫後放下手头的工作，在数分钟內到达目标

病房，正确而迅速地处理恶化的病情並決定病人是

否需要转到ICU治疗，还是留在原病房继续治疗。

表2：快速反应团队成员及专业背景

团队成员 专业背景

ICU 护士
注册护士並且通过心肺复苏术认证后
或通过 ICU 护士学会的考试

呼吸治疗师
呼吸治疗专业大专或大学本科学习，
通过全国呼吸管理学会的考试

医生
可以是重症监护科医生，或普通病房
医生，或住院医生（均要有 ICU 经验）

过程改善

过程改善是指根据工作过程中每例数据结果来

评估快速反应团队的工作效果，提供反馈信息以取

得患者安全与质量控制的最佳效果，比如修正启动

呼叫的具体指标等。它由管理部门、快速反应团队

成员和质量控制专家一起做以下三方面的评估：

结果评估：分析医院內病人死亡率、呼吸骤停

率和心臓骤停率是否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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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评估：评估每例病人启动快速反应时机是

否妥当（过早或过晚），分析团队被呼叫的频率，

需要转到 ICU 治疗的病人数占被呼叫病人总数的

百分比，从病情出现变化到转入 ICU 的时间长短

等；

平衡评估：分析那些未启动快速反应系统的病

例，找出阻碍呼叫的因素，比如主管医生的过度自

信、沟通障碍、医院管理习惯问题等。5 这三方面

的评估对提高快速反应系统的质量至关重要。

管理监督

管理监督指的是医院提供必需资源，确保完善

的医疗服务，协调团队每日工作，负责培训团队工

作人员。

讨论与启示

快速反应系统与传统抢救系统的不同

传统抢救系统是在病人出现心跳呼吸骤停时实

施心肺复苏的一种机制，而快速反应系统是在病人

出现病情急性恶化时迅速介入，避免心跳呼吸骤停

的一种机制。根据统计，每 1,000 名住院病人需要

启动传统抢救系统 0.5-5 次，而需要启动快速反

应系统 20-40 次 6。

重要性

患者心臓骤停是住院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

占80%7。许多病人在心臓骤停之前数小时-数天（中

位数：6 个小时）都会出现警告癥状比如生命体征

紊乱 8。如果临床处理及时的话，某些疾病例如心

肌梗塞、中风、肺水肿、败血癥等，是会有良好结

果的 9。因此预先识別这类高危病人，及时介入，

扭转正在恶化的病情，就有可能防止心臓骤停，降

低住院病人死亡率。因此，建立医院內快速反应系

统作为普通病房患者的安全网络是保证住院病人安

全性的关键因素。

有效性

快速反应系统自从 1995 年在澳大利亚首先实

施，2004 年美国医疗卫生促进机构推荐医院建立

快速反应团队，2008 年美国医疗机构认定联合委

员会把 RRS 纳入国家病人安全目标，2013 年全美

超过 65% 的医院都建立了快速反应团队。迄今为

止，尽管尚有一些爭议，但是大量的文献报道表

明实施快速反应系统能降低医院內非重癥监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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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心臓骤停发生率和降低住院病人死亡率。

2010 年 Chan 用 meta analysis 方法系统性评估了

在 2008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发表的文章，得出结论：

实施快速反应系统降低非重癥监护科病人的心臓骤

停发生率，但沒有降低住院病人死亡率 10。2013 年

Winter 分析从 2000 年 1 月 1 日 -2012 年 10 月 30

日之间发表的文章，得出结论为：快速反应系统降

低非重癥监护科心臓骤停发生率，也降低住院病人

死亡率 3。2016 年 Solomon 等系统性评估了 2014

年之前发表的文献，得出结论为：实施快速反应团

队与降低医院死亡率（hospital mortality）、減

少非重癥监护科病人的心肺骤停有相关性 2。目前

尚无随机双盲对照结果证明其有效性是个遗憾，而

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在伦理道德上很难被接受。除此

之外，準确评价有效性的障碍可能还有快速反应系

统的标準化问题：其团队组成、呼叫标準，团队介

入处理的数据在各医院都不太一致。这些问题有待

於将来进一步研究。

对国內医院的启示

随著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医疗水平的日益提

高，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住院病人的年龄也愈来

愈大，其身上带著的慢性病也越来越多，许多病人

入院时有 5-6 个常见慢性病。而国內医院病房目

前都已经细分成各亚专科，病人根据入院时的诊断

入住某一亚专科病房，一旦这些不属於该亚专科范

畴內的慢性病病情在住院期间恶化，某一亚专科主

治医生对其他各亚科若不太熟悉，可能无法及时作

出鉴別诊断和处理，即使请其他科会诊，会诊医师

也不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內赶到。这样就会延误病

情，丧失抢救良机。建立医院內快速反应系统就有

可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另外，在某些特殊情況下，

病人病情恶化时当班护士无法马上找到主管医生，

此时呼叫快速反应团队就可以得到及时帮助，避免

灾难性後果，对住院病人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鉴

於国內护士训练与国外不同，呼吸治疗师这类专业

人员在医院里尚未普及，笔者建议快速反应团队应

该由医生来主导，比如 ICU 主治医生，而不是单

由护士与其他医务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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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师必须经过漫长的

学习和培训之路。所有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必须经

过美国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培）才能在美国

行医。同时美国承认大多数外国医学院毕业的医学

生学历，但所有外国医学院毕业生也必须经过美国

的住院医师规培才能在美国行医。美国住院医师培

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00 多年前，截至目前，美国

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和标

準的管理体系。

美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历史

萌芽期（1889年-1965年）

1889 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在美国开设了第一

摘　要　美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的建立

和完善经历了从 1889 年第一个住院医师规培基地的

诞生到如今 100 多年的历程。在经历了多年的萌芽

期、统一领导的过渡期后，全美住院医师规培的统

一管理始於 1981 年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

（ACGME）的建立。ACGME 统管全美的 26 个住

院医师培训专业，目前管理认证 800 个培训机构中的

150 个专业和亚专业的约 10,000 个培训基地。美国住

院医师规培体系通过循序渐进的教学和评估系统，专

业理论年度考试和住院医规培后资质认证考试，6 大

核心能力和里程碑的建立，新的规培基地认证系统和

统一监管，以达到培养全美同质化的、能独立行医的

临床医师为规培主要目的。美国的住院医师规培体系

是目前世界上最完备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系统。

关键词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历史与现状，同

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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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院医师培训基地（Residency Program）。规

培生为什麽叫住院医师呢？那是因为受训的医师

当时必须住在医院里面。从 1889 年 -1965 年的 70

多年中，美国住院医师培训是沒有一个统一的管理

和领导机构的，政府也不出资支持住院医师培训。

1900 年，美国医学会（AMA）开始为美国的医学

院、医学专业委员会、医院的实习医师（Internship）

以及各种医学专业训练建立标準
1。1914 年，

AMA 批準了 603 家医院、3,095 名实习医师的规

培基地，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和菲律宾以

及当时的中国北京协和医院。1928 年，AMA 开始

制定最早的住院医师培训基地标準，而且在 1920

年 -1940 年期间，各个专业委员会开始对专科医

师进行认证。1933年，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ABMS）

成立，主要是负责对各专业医师的认证和发放资质

证书（Certification）1。这种认证和发放资质证书

也只是对住院医师个人毕业以後是否在专业上合格

的一个标志，而沒有对住院医师培训过程以及培训

基地统一的管理和要求。

统一领导的过渡期（1965年-1981年）

1965 年美国国会通过 Medicare 联邦政府法

案。从此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正式资助全美各地的

住院医师培训费用，並与医学组织共同管理住院

医师培训 1。1972 年，毕业後医学教育联络委员会

（LCGME）正式成立，其功能是负责协调各个专

业委员会对住院医师培训管理的任务。这一组织的

成立标志著美国住院医师培训从各专业自己管理到

全国统一管理。此组织是美国毕业後医学教育认证

委员会（ACGME）的前身 1。

国家统一管理期（1981年至今）

此时期是以美国毕业後医学教育认证委员

会（ACGME） 的 成 立 为 开 始 标 志。1981 年，

ACGME 正式成立並且明确了其对美国医学院毕业

後教育认证的职责和统一管理权限，从此美国走向

了统一管理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道路。

从 1889 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成为美国第一家

住院医师培训基地到现在美国全国统一的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美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已经有 100 多年

的历史。但是住院医师规培真正由联邦政府开始统

一拨款资助也只有 50 多年的历史，而真正意义上

的全美统一标準规范化培训只有 30 多年的历史。

美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管理机构

美国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基地管

理是由美国毕业後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全权负责

的。其职责包括对各培训机构（Institution）、专

业基地（Program）的认证和準入，制定对各培训

机构以及专业基地培训标準，制定对住院医师和专

科医师规培的基本要求，从而保证所有 ACGME

认证过的基地能培养出合格的、全美同质化的住院

医师和专科医师。

ACGME概況

ACGME 是以制定美国毕业後医学教育标準为

己任，以培养同质化的临床医学合格人才为目标的

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美国的医师规培特別強调同

质化的培训，即希望全美所有 ACGME 认证基地

培训出来的住院医师质量在他们规培结束後都能做

到基本相同的知识与技能。

ACGME 自 1981 年成立以来，经过 30 多年的

发展，目前管理认证 800 个培训机构中 150 个专业

和约 10,000 个亚专业的培训基地（Residency and 

Fellowship Program）。ACGME 下设 28 个委员

会（Review Committee），其中包括 26 个专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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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Residency Review Committee，RRC）、

培 训 机 构 认 证 委 员 会（Institution Review 

Committee）和过渡期训练（Transition Year）认

证委员会。

ACGME中的专业委员会（RRC）

28 个专业委员会（RRC）是 ACGME 的重要

职能机构。RRC 的成员是由各专业的专家和住院

医师代表组成。ACGME 的 RRC 成员全部是对住

院医师管理有丰富经验並自愿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住院医师培训管理工作中来的专家。RRC

的职能是负责制定本专业的规培计划和具体要求，

比如各专业的里程碑（Milestones）都是由 RRC

来制定的；对各基地进行审核，对违反规定的给予

处理意见、警告直至有权取消基地规培的资格；负

责进行对新增的规培基地的评估和审议。

ACGME的认证收费

ACGME 每年要向每个专业培训基地收取认证

费用，每年每个专业基地要交给 ACGME $5,200

的认证费（如果一个专业基地只有 5 个或者更少的

住院医师，只需支付每年 $4,300 的认证费）。申

请新加入 ACGME 的专业基地，在申请时需缴纳

申请费 $6,200。如对 ACGME 的決定（比如对取

消基地资格提出申诉）有異议，申诉费为 $10,000。

美国目前有 26 个住院医师培训专业，各专业

根据本专业的具体要求规定了不同的培训时间，

见表 1。其中大部分与中国目前的住院医师培训专

业基本相同，区別是各个专业培训时间不同。另外

肠外科和胸外科是从普通外科分出来的外科住院医

师培训专业，血管外科（5 年培训时间）和泌尿科

也是从普通外科分出来的住院医师培训专业。美国

还有极少数的（只占总培养人数的 3%）联合住院

医师培训项目，其中包括：內科、儿科、精神科、

急诊科、家庭科（全科）、预防医学等学科的联合

培训。比如：內科 - 小儿科、內科 - 精神科、小

儿 - 急诊科、精神 - 家庭科、內科 - 预防医学科

等 15 个联合培训项目 2。这些联合规培一般需要至

少 4 年的时间完成。这些联合规培项目的住院医师

在完成培训後可以参加两个医学专科的考试（Board 

Examination）並获取两个学科的专业认证证书

（Board Certificate）。

表1：26个住院医师培训专业和培训时间

科室 培训时间（年）

麻醉 4

皮肤科 4

急诊科 4

家庭医师 3

內科 3

神经內科 4

神经外科 7

核医学 5

妇产科 4

眼科 4

骨科 5

耳鼻喉科 5

病理科 4

儿科 3

整形外科 6

康复理疗科 3-4

预防医学 3

精神病科 4

放射肿瘤科 5

放射科 5

普通外科 5

胸外科 6-8

泌尿外科 5-6

结直肠外科 7

医学遗传 3-4

过敏与免疫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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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要求和管理

美国对住院医师训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以

往美国的住院医师经常需要连续在医院工作 30 多

个小时，每周工作 80 多个小时以上。为了确保患

者安全，2003 年 ACGME 正式要求所有培训基地

保证住院医师每周工作时间有上限要求（Duty-

hour，平均四周期间，每周工作不得超过 80 个小

时）2。另外美国的规培对住院医师的培养和要求

是全方位的。2000 年 -2002 年间，ACGME 提出

住院医师必须达到的 6 大核心能力，以此为目标培

养高素质、可以独立行医的临床医学人才。

住院医师规范化教学和评估系统

美国各专业基地的具体训练计划不是由

ACGME 统一规定的。但是不管是什麽样的轮转计

划，ACGME 要求各专业基地培训的住院医师最後

能夠独立行医。为达到此目的，各个基地要对住院

医师严格监管，同时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对住

院医师实行渐进式培训模式（Gradually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此模式对不同年资的住院医师

有不同的要求，高年资的住院医师必须能夠有带教

低年资住院医师的能力，直至住院医师毕业时可以

独立行医。此外，ACGME 还要求每次住院医师轮

转以後，带教老师都要对住院医师进行评估，作为

出科考核的基本內容。住院医师已经不是纯粹的医

学院学生了，他们要学习的是怎麽开车，而不是单

纯学习交通规则，他们开车的能力怎麽样是不可

能通过考交通规则来考查的。因此美国的住院医

师在轮转以後，ACGME 不要求出科理论考试，

而是用评估的方式全面评估住院医师的临床工作

能力。评估的主要內容是後面要提到的 6 大核心

能力和里程碑。同时住院医师管理的患者或者是

与住院医师工作过的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对住院

医师进行评估。

美国的住院医师规培体系采用淘汰制，对不合

格的住院医师有一整套的评估管理制度。目前每个

规培基地还成立了住院医师评估委员会（CCC，

主要由带教老师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对住院医师

进行评估，並对他们的晋级或者留级、开除向基地

主任提出建议。根据 CCC 的建议，基地主任決定

对评估不合格的住院医师进行什麽样的帮助、口头

或书面警告（Warning）、重复轮转（Remediation）、

严重警告（Probation）和开除（Termination）的

处分。所有的书面警告、再次轮转、严重警告都要

存入住院医师的档案，跟随其一生。

美国的带教老师因为全都经过住院医师培训，

所以都有带教经验。基地对带教老师有明确的要

求，比如一对一的教学和讲课相结合，保持对住院

医师教学的兴趣和热情，保持对住院医师临床工作

的指导、监督、负责，保证在患者安全的前提下让

住院医师逐步独立工作，对住院医师的表现及时反

馈等。每次轮转以後，住院医师对自己带教老师的

工作也要有匿名的反馈和评估。住院医师对带教老

师的评估要进入带教老师的年终总结，並作为带教

老师晋升的重要依据。住院医师对自己的专业

基地和培训基地，每年也要进行评估，其中最

重要的是 ACGME 的住院医师调查（Resident 

Survey）。ACGME 从 2015 年开始又加上了带教

老师调查（Faculty Survey）。

以上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估系统形成了美国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360 度的评估系统。这种评估

反馈系统更是从根本上对保证住院医师培训质量，

保证对带教老师和培训基地的监督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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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和Board考试

前面提到美国住院医师规培沒有出科理论考

试，但是每年各专业住院医师必须参加本专业理论

年度考试（Resident in Service Examination，

RISE）。RISE考试是全美各规培专业的统一考试，

每个住院医师考试後有一个分数和本专业同年级

住院医师进行比较的百分比数，比如一个住院医

师的成绩百分数是 70%，说明这个住院医师与同年

资全美本专业的住院医师比较是在 70% 的水平上

（有 30% 的同年资住院医师成绩比他好，有 69%

的住院医师比他成绩差）。同样，专业基地也有自

己的分数和百分比数，这样就可以看出此专业基地

住院医师成绩与全美同一专业住院医师理论考试成

绩的比较情況。同时专业基地和住院医师个人还可

以自己跟自己以往的成绩做比较。ACGME 对各

专业基地 RISE 的成绩是有监控的（作为专业基

地考核的一个指标），而每个专业基地对住院医

师个人的 RISE 成绩也有监督，对考试分数太低

的住院医师，专业基地要对他进行帮助。

美国的住院医师专业资质认证考试（Board）是

每个住院医师毕业後参加的一个重要考试。经过了

ACGME认证过的规培基地里特定专业的规培医师必

须完成特定年限的相应专科规培，达到一定的标準，

得到规培基地主任的认可证明，同时必须具备申请州

行医执照的资格（美国行医执照是由各州医师认证委

员会来发的），才有资格参加相应被规培後的医学专

业资质认证考试。在美国行医必须经过住院医师培训，

但不一定需要通过Board 考试。但是美国现在几乎

所有的医院对医师行医资格的要求都需要有Board

的认证，所以对绝大部分毕业的住院医师来讲，通

过Board 的考试並得到认证是行医路上极为重要的

一环。各专业基地毕业住院医师的Board 通过率也

是ACGME评估规培基地的內容之一。

6大核心能力和Milestones

2000 年 -2002 年间，ACGME 要求所有培训

基地都以 6 大核心能力评估住院医师。同时美国医

学专业委员会（ABMS）要求所有住院医师必须具

有 6 大核心能力以後才能有资质认证考试（Board 

Exam）资格。6 大核心能力的提出是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中从“注重过程”到“注重能力培训”的

重大转变。6 大核心能力是指医学知识（Medical 

Knowledge）、专业素养（Professionalism）、看

表2：ACGME对住院医师6大核心能力的要求

核心能力 具体內容

医学知识
生物医学、临床医学、行为医学、流行病学知识，並且具有应用这些知识於临床工作
中的能力

专业素养 团队精神、专业责任心、对病人负责的态度、坚持道德底线、对病人一视同仁

看病能力
具有独立看病能力、掌握疾病的诊断、鉴別诊断、所有治疗的相关问题、愈后、临床
操作技能等

交流能力 与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沟通能力，同时在整个医疗团队中的沟通能力

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的能力 循证医学的应用、医疗信息、教学能力

医疗系统中的训练 医生在医疗系统中的作用，病人安全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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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能力（Patient Care）、交流能力（Communication 

Skill）、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的能力（Practice 

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医疗系统

中的训练（Systems Based Practice）。详细要

求，见表 2。这 6 大核心能力內容丰富，体现了

ACGME对一个合格医师全面和全方位的要求。

从这 6 大核心能力的要求中可以看出，一个合

格的住院医师在住院医师培训中不单单是要掌

握医疗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具备专业素养和

很好的交流能力。6 大能力要求的提出是美国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里程碑，对全美住院医

师培训的同质化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

住院医师同质化训练的重要基础是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和标準化治疗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标志，

根据循证医学的结果对患者进行标準化诊断和

治疗，是住院医师培训同质化和规范化的重要

基础。

在提出 6 大核心能力以後，ACGME 在 2016

年又推出了 Milestones。ACGME 要求所有的专业

基地向 ACGME 报告所有住院医师的 Milestones。

简单地说，Milestones 是对 6 大核心能力要求的具

体化和细致化，並且对住院医师的能力从训练开

始到毕业时可以独立行医一步一步的过程都有具体

要求。所谓一步一步就是里程碑，分为 5 个不同的

水平（Levels）。Level 1 为医学生水平，Level 5

是住院医师毕业後的水平，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

Milestones，內容从十几个到几十个 Milestones 不

等。每个专业基地的临床能力评估委员会（CCC）

对基地的每个住院医师根据 Milestones 的內容定期

进行评估，每 6 个月要向 ACGME 报告一次评估

结果。

ACGME新的认证系统（NAS）和对培训基地与专业

基地的检查

以前 ACGME 检查並认证专业基地是每 3-5

年进行一次。检查时，专业基地要对基地过去 3-5

年的情況进行全面总结，要写很长的总结报告

（Program Information Form，PIF）。 从 2015

年开始，ACGME 改变了认证检查办法，认证周期

从 3-5 年改为每 10 年进行一次。这一改进主要是

为了減少在认证检查时对专业基地造成的负担，同

时又能加強平时的监管，这个新的认证系统被称为

新一代认证系统（Next Accreditation System，

NAS）。NAS 实行以後，ACGME 每年加強了对

专业基地的年度检查，其中包括网络上（WebADs）

自我汇报（Self-Report，包括Milestones），对以

前基地问题的改进情況进行评估，住院医师调查和

带教老师调查结果，RISE 和 Board 的结果等。同

时ACGME每18-24个月对培训基地（Institution，

教学医院）的临床学习环境进行检查（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Review，CLER）， 主

要对住院医师规培当中的监管（Supervision）、

患者安全（Patient Safety）、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专业素质（Professionalism）等方面

进行检查。

住院医师申请和招收配对系统（NRMP）

全国住院医师申请配对系统（NRMP）是与

ACGME无关的私立非营利组织，成立於 1952年，

它专门为申请住院医师的医学生和招收住院医师

的规培基地进行配对服务。除了为住院医师服务以

外，NRMP还为住院医师毕业後申请 60 多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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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科规培医师们提供服务。美国目前每年新住院

医师的人数是 30,000 左右。过去的 5年里，美国的

住院医师规培基地对住院医师提供的位置略微有些

增加，但基本上是恒定的。虽然 2017 年美国招收

住院医师名额为 35,969 人，其中包括第 1年住院医

师 28,849 人，第 2年住院医师 2,908 人（有些专业

如皮肤科、放射科、放射肿瘤科、康复科等需要第

一年进行內科或外科的过渡训练，所以真正申请的

专业是第 2年住院医师）。2017 年美国的医学院毕

业生总人数 18,539 人，远远低於美国住院医师招

收名额 35,969 人，见表 32。也就是说每年美国住

院医师的名额能夠保证所有美国医学生毕业以後找

到住院医师的位置，过去 5年美国医学生申请配对

成功率为 92%-95%。所有申请住院医师的申请者需

要通过“住院医师申请电子服务系统”（Electronic 

Residency Application Service，ERAS） 填 写 申

请材料，其中包括个人简历、个人爱好、科研经

历；美国执业医师执照考试（US Medical License 

Examination，USMLE，Step1 and Step2） 的 成

绩，医学生在医学院的成绩和轮转表现（Medical 

Stud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MSPE）与三封

推荐信。一般申请材料在 9月初提交。申请人可以

申请一个或多个专业，同时也可以申请多个基地。

基地的教学秘书（Program Coordinator）和基地

主任根据申请人的个人简历、考试成绩、MSLE和

推荐信来挑选申请人进行面试（Interview）。面试

对挑选住院医师非常重要，从面试中可以看出申请

人的个人特性、交流能力、团队精神、逻辑思维能

力，对选择专业的热爱及对本基地是否有兴趣等等。

NRMP对基地方问询的问题有严格的规定，一般

不準谈及申请人的家庭情況，也不準问及申请人是

否申请和面试了其他专业和基地。大部分美国学生

都很有面试的经验，因为申请美国大学和医学院都

需要面试。每年的 11-12 月是面试的高峰期，在这

期间申请人不但要自费去各个地方面试，而且要安

排好时间，整个申请过程对申请人的经济和精神是

双重压力和负担。对基地主任、教学秘书、带教老

师和住院医师来讲，招聘新人非常重要，每个基地

都爭取找到满意的住院医师，总之面试是录取住院

医师的重要环节。一般基地都会有一个招聘委员会

（Search Committee，包括基地主任、教学负责人、

住院总等相关人员组成）、面试人员（包括带教老

师和住院医师）都会给申请人面试结果打分，最後

由招聘委员会和基地主任负责最後申请人的排名

（Ranking），申请人也根据自己的理想对基地进

行排名。每年的 2月份申请人和基地把各自的排名

情況输入 ERAS网络系统，由NRMP的计算机系

统进行配对（Match）。在输入结果之前，NRMP

规定申请人和基地的排名结果不允许互相交流，这

样可以保证配对的公平和公正性。每年的 3月份某

一天NRMP公布配对结果（Matching Date），这

一天是每个医学生人生轨迹的重要时刻，所有医学

院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公布每个医学生的配对结果。

医学生的家长、亲朋好友可以亲自参加或者通过网

络来观看这个仪式。

表3：2017年35,969名住院医师位置的申请配对成功率（%）

类      別 申请人数
（/ 人）

成功率
（%）

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 18,539 94.3

美国骨病医学院的毕业生 3,590 81.7

美国公民在国外上医学院的毕业生 5,069 54.8

外国公民在国外上医学院的毕业生 10,127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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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的待遇

目前美国住院医师的工资是由美国政府（主要

是联邦政府）和所在医院共同承担的。美国政府的

支付方式比较复杂，简单的说，美国政府从 1965

年开始直接支付给教学医院资金作为住院医师培

训的教育经费，其中主要包括住院医师的工资、医

疗保险、医疗事故保险、休假（美国目前住院医师

假期为每年 3 周时间）, 同时还包括医院管理和认

证费用等开支。从 1997 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每年

只支付 100,000 名住院医师或专科医师培训的开销

（The Hospital’s Cap）3。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支

付教学医院的住院医师培训的名额从 1997 年就已

经固定了。根据 2016 年 6 月份发表在《新英格兰

杂志》题为“住院医师在教学医院的花费”的文章

中提供的数据看，美国住院医师一年的费用在全美

各地差別不大 4，美国联邦政府为每个住院医师的

财政资助达到每个住院医师每年平均 15 万美元左

右。这 15 万美元主要用来支付住院医师的工资、

福利、行医保险以及支付规培基地主任和规培带教

医师的部分工资。2011 财政年度，美国联邦医疗

保险计划（Medicare）为所有的规培医师支付了美

国的规培基地所属的医院 32 亿美元的直接费用，

实际消费为 150 亿美元。住院医师的工资和福利是

从所在规培的医院领取的。美国有的州的规培基地

所属医院还从美国联邦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

得到规培资金支持。如果某医院要增加住院医师的

名额，医院要自己支付所有增加名额的开销。有资

料统计美国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培训总人数从

1996 年 98,076 人到 2011 年的 113,427 人，增长

了 15%。这些增加名额的培训费用全部由教学医院

自己承担。因此美国住院医师培训的资金支持是主

要靠政府和各教学医院共同承担的。

美国住院医师的工资随著培训年限的增长而增

长，年资越高工资越高。工资的多少由各个教学

医院自己決定，但是医院之间和地区之间差別並

不大。在同一医院中各个专业的住院医师工资是相

同的。目前美国第 1 年住院医师的年工资应该都在

$50,000 以上，第 3 年的住院医师的年工资应该在

$60,000 左右（不含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同时

住院医师的工资也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比如第

1 年住院医师的工资从十几年前的 $40,000 涨到现

在的 $50,000。

美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已经经历了 100 多年的历

史，而其真正的全国统一管理、同质化的现代规培

系统也是近 30 年才建立起来的。这个系统完善的

规范化培训体系为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为安全可

靠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为美国的医学发展发挥了巨

大作用，有著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这一规培系统

还在不断完善，而且一直会随著时代的进步而进行

相应改进，但是这一培训体系应该是目前世界上最

完备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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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介绍

K 女士是一位 67 岁的退休

家庭妇女，在波士顿的一个小镇

上过著悠闲的退休生活。她患有

房颤並使用华法林抗凝以预防

卒中。其他的共患病包括：消化

道出血史，冠心病，高血压，肺

气肿。十几年来，她长期在麻省

总院社区门诊部全科主管医生

（Primary Care Physician，

PCP）S 医生的全科门诊看病。

每次去看 S 医生，她都要打扮

得整整齐齐。K 女士非常敬重 S

医生，因为她认为 S 医生是过

去 10 年来对她的健康状況最关

心且最了解的医生。

最近几个月来，K女士经常

感觉体乏气短，於是来看S医生。

S 医生给她抽血後，K 女士就回

家等待结果。第二天实验室通知

S 医生，K 女士的血色素从以前

的 12g/dl 降到 6.7g/dl。想到

她既往的消化道出血病史，S 医

生怀疑K女士消化道出血复发。

於是，S 医生打电话让她从家里

直接到急诊科做进一步检查。

同时，S医生给急诊科打了电话，

与接诊医生交流了 K 女士的病

情和看法。当 K 女士到达急诊

科时，导诊护士已经在等她。

通过快速通道，她被送入急诊

科。进一步检查发现她的大便

隐血试验阳性，急诊科医生也

高度怀疑消化道出血引起的重

度贫血，建议她进一步住院治

导  语

由於多学科协调在患者诊

治过程中日渐重要，家庭医

生在做好预防保健、慢性病管

理等工作的同时，充分开展和

专科医生之间的交流，減轻专

科医生繁重门诊随访工作的压

力，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医疗

质量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

通过报告美国哈佛医学院及马

萨诸塞州总医院（以下简称“麻

省总院”）家庭全科和专科医

生针对一个病例互动的过程来

介绍美国全科医生的培养和在

患者诊治中的重要作用。

当房颤遇到胃肠出血

黃春媚   林艳丰

作者单位/黃春媚：美国哈佛医学院，
                   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林艳丰：宾州匹兹堡大学医
                 学中心Altoona医院，
                   MNMC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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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K 女士入院之後，住院部

主管医生（Hospitalist）H 医生

将 K 女士的华法林停掉，並请

消化专科会诊。接下来的胃肠

镜检查沒有发现明显活动性出

血点。H 医生将检查结果通知

S 医生，他们和消化专科医生

都认为患者可能曾经有慢性消

化道出血，但是目前出血已停

止。

一封来自全科H医生的电邮
引发的多学科讨论

住院部全科 H 医生这时遇

到了一个难题：患者是否应该重

新启用华法林抗凝以预防卒中

呢？如果重新启用，什麽时候启

用比较好呢？於是 H 医生用院

內加密电邮组织了一个讨论。在

电邮里，他邀请了 S 医生和消

化专科 L 医生。下面是他们的

交流对话：

住院部全科H医生：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选择。

临床上医生通常用 CHA2DS2-

VASc 来评估这类患者的卒中风

险。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分数

大於等於 2，指南都強力推荐服

用抗凝剂预防卒中。K 女士的

CHA2DS2-VASc 分数达到 4，

说明有相当高的卒中风险。但是，

如果使用抗凝药，比如华法林，

由於患者有既往反复消化道出血

史，其消化道出血风险也很高。

消化专科L医生：

如果担心高风险的卒中，患

者可以重新使用华法林。但是，

她很可能会再次出血，因为她有

colonic angioectasia 病 史。 患

者必须经常和门诊全科医生密

切随诊，一旦发现有任何消化道

出血的迹象将釆取措施及时救

治。

门诊全科医生（PCP）S医生：

如果重新使用华法林，我非

常担心会再次出现消化道出血。

10 年前她的胃肠镜检查就显示

弥漫性出血，最近两年她已经因

为消化道出血多次入院。K 女

士也一直在看我们门诊心臓科的

L医生，我想邀请 L医生加入我

们的讨论。我知道他在考虑给K

女士使用一种新技术预防卒中。

我也看过文献报道，有一种新的

技术可以在不用抗凝药的情況

下，防止房颤患者发生卒中。

於是，门诊心臓科 L 医生

加入讨论。

门诊心臓科L医生：

如果不使用口服抗凝药，K

女士有极高的卒中风险。最近两

年，麻省总医院已经在临床开展

了的 Watchman 技术。这个装

置可以用於不适用抗凝药的房

颤患者卒中的预防。建议请住院

部心內科电生理专家会诊。

住院部电生理专家会诊：

住院部电生理专家会诊後认

为 K 女士适合装入 Watchman

装置。但是，在Watchman装入

之前和之後的两个月里，K 女士

仍然需要使用抗凝药。

门诊全科医生（PCP）S医生：

S 医生建议把抗凝药华法林

改为新型口服抗凝药阿哌沙班

片（Apixaban）。据现有的医

学资料，这个药比华法林引起消

化道出血的风险小。

住院部全科H医生：

住院部全科 H 医生在综合

各科意见之後，将 K 女士的华

法林改为阿哌沙班片。观察沒有

消化道出血後，K女士就出院了。

住院部心內科、麻醉科：

在她出院之前，住院部心內

科已经帮她预约好两周後安装

Watchman。由於她有肺气肿和

心臓病，麻醉科同时也对她进行

了手术前的风险评估。

门诊全科医生（PCP）S医生：

K 女士出院後，继续到门

诊全科（PCP）S 医生的门诊密

切随诊。经过上面的讨论，以及

住院部全科 H 医生和门诊全科

S 医生的充分沟通，门诊全科的

S 医生对患者出院後几个月內的

诊疗计划已经非常清楚，而且也

知道患者应该在他的门诊著重

随访哪些项目。

思考与讨论

从以上这一病例，我们可以

看出患者病情的复杂性、多学科

医生沟通的必要性以及门诊全

科医生（PCP）在患者的诊疗过

程中的重要性。在患者住院期间

尽管 S 医生沒有全程具体管理

患者，但是通过医生之间有效的

沟通，患者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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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家庭医生即全科医生的作

用得到很好的体现。

目前，中国正在全面推行以

基层全科医生为中心的全民健

康医疗。因此加強门诊全科医生

的培养、让门诊全科医生得到应

有的尊重，以及充分发挥其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基层门诊医生即

全科医生的工作核心应该由原

来的社会卫生数据收集及预防

检查扩大到更积极有效地掌管

患者诊疗的決策，同时辅助专科

医生对患者进行随诊。这些方面

的改变应该同时从整个医疗系

统设计以及医生技术上的提高

著手。

启示与建议

1.建立以全科医生为中心的、与

专科合作共贏的良性互动环境

在医疗系统设计上，美国

提倡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合

作诊疗系统。上面所举的例子是

以患者为中心的全科医生与专

科医生合作互动的典型案例。美

国医生有互相尊重及密切协作

的传统和良好习惯。一般来说，

一个全科医生的背後，都有各个

专科医生的支持。医生之间经常

用加密的 E-mail、电话、书信

或者传真进行患者之间病情的

交流与讨论。目前实行的电子病

历，更方便了医生之间的交流和

沟通（见下图）。

2.以门诊全科医生为中心，完善

病案管理，及时更新诊疗信息，

促进各学科之间的沟通

以患者的病历档案保管为

例，在美国，门诊患者的详细病

历在各个医生办公室里或者病

历系统中都有完整的保存。每次

患者来门诊就诊时，患者的病历

都会事先调出来，供医生记录当

日的诊疗计划。患者就诊完毕，

病历重新归入诊所档案柜或者

计算机中保存。全科与专科之间

常规保持经常的交流非常重要。

在美国，一个患者看完专科之

後，专科医生一般都会把当日的

门诊记录复印一份给全科医生

寄过去。如果有重要的发现以

及治疗改变，专科医生也会打

电话给全科医生做专门的讨论。

家庭医生则把这些资料作为患

者病历的一部分归档保存。如果

全科和专科使用同一个电子病

历系统，他们就能互相看到对方

的门诊记录，这样就更方便医生

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这样和各

个专科门诊医生的交流，全科医

生能夠横向地全面了解患者各

种疾病的诊疗计划。其中特別要

提的是患者的用药变化，即患者

用药情況的最新核实（Medicine 

Reconciliation）。患者通常会

在每次看过不同的专科医生以

後，用药情況也得到不断的核实

更新。据我们了解，中国在这一

方面（即全科和专科医生之间的

交流）的发展很不平衡。

再以病历资料的管理为例，

中国患者的门诊病历常常是保

留在患者的手里，由患者自己保

管。这样经常容易丢失、混乱甚

至不完整。例如，一些刚刚做过

的化验、影像检查，在另一个医

生诊治时由於资料不完整很可

能会被要求重做。这对全科医生

及各专科医生之间準确地、系统

地纵向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很

不利，而且会导致患者不必要的

痛苦、诊疗过程的伤害和造成许

多资源的浪费。

在美国，专科医生由於患者

比较多，在经专科医生诊治後，

若患者病情稳定而且已经有了

相对明确的治疗随访计划，那

麽许多患者的专科情況也可以

继续在全科医生那里随访。许

多在家庭医生诊所能夠完成的

检查通常也都由家庭医生完成。

有时，需要专科医生随诊的患者

以患者为中心、全科为主、专科支持的诊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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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能及时得到预约，这时专科医

生会请全科医生帮助他们随访

重要的检查项目。一旦发现有異

常，全科医生会及时和专科医生

讨论，或者通过医生间专有的加

号门诊把患者再转到同一个专

科医生处。这种內部的交流与合

作，減少了专科门诊的拥挤，但

又不会造成患者流失。全科医生

有了专科医生的支持，对很多疾

病也不会束手无策，患者对全科

医生的治疗也会比较信任。这样

全科和专科都能受益。

如果中国的门诊医生也能

每次就诊都写出系统完整的病

历，保持专科与全科之间的交

流，这对纵向和横向掌握病人健

康状況都有很关键的作用。当

然，医生看病人的速度会減慢，

每日门诊量会減少。如何在两者

之间找到平衡点也是美国医疗

系统正在探索的问题。

3.培养技术全面、善於交流协作

的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应该有扎实全面

的医疗知识，这依赖於标準的医

生培养体系。在美国，医生的培

养強调“同质化”，即“同一种

病和同样的病情由不同的但同

一专业的医生处理时，其治疗方

案基本是一致的”。医学生在医

学院毕业後，內科的所有医生都

要先经过三年的內科全科住院

医培训。所以专科医生与全科医

生在这三年里，接受的是完全相

同的全科培训。家庭医生的全科

培训，除了包括內科全科以外，

还包括妇产科、儿科及外科。虽

然大內科全科和家庭全科培训

侧重点不同，但是，毕业生出来

以後都可以承担內科住院部全

科医生或者门诊部全科医生的

职责。专科医生是在全科培训结

束後，再进行2-4年的专科培训。

由於相同的住院医培训经历，全

科与专科之间，在医院內工作的

医院全科医生（美国称医院医

生，Hospitalist）与门诊工作的

门诊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或者初

级健保医生）的交流都会在同一

个平台上，用同一个标準。毕业

多年之後，专科医生可能会对本

专业疾病有深入的了解，但对其

他疾病以及系统的掌握可能不

如全科医生。同时由於医生之间

需要互相转诊患者，共同承担患

者的诊疗任务，全科与专科医生

之间也会互相尊重。因此美国很

少出现不尊重全科医生的现象。

门诊全科医生都应该及时

将患者转诊给各个专科，医院全

科医生应及时请专科医生会诊。

美国的医生非常強调不断的知

识更新和医学再教育。全科医生

通过期刊阅读和各种会议，也能

对各个领域的最新技术有所了

解，而且会基於最新的循证医学

的证据级別並结合患者的具体

情況行医。我们以为，全科医生

不一定要了解新技术的细节，而

是要了解这个技术可能的适应

证。如果患者有可能从这项新技

术中受益，全科医生就应该把患

者转诊到相应的专科进行更仔

细的评估和治疗。这对於加強患

者对全科医生的认可和尊重都

起到促进作用。但是，过多或者

不适合的转诊，也会造成患者医

疗费用的升高，使患者对全科医

生丧失信心。因此，掌握适宜地

转诊患者的技能，是经验积累和

知识更新的结果。这也同样可以

加強全科与专科之间的交流和

信任，让患者受益。

从以上的病例，我们可以看

到全科医生在患者治疗中的重

要作用，以及建立一个“以患者

为中心，全科医生为主导，全科

与专科之间密切合作的医疗模

式”的重要性。在这个模式里，

患者是最大的受益者，全科和专

科医生同样在协作中互相支持

和受益。通过这种模式，全科医

生既能得到患者的认可和信任，

也可以节省开支，避免患者承受

不必要的重复检查，防止医疗资

源的浪费，同时也減少专科医生

患者太多的压力。中国现在对全

科医生的教育、培养及其作用才

刚刚开始重视，还有相当一部分

人认为全科医生“仅仅是看感冒

的医生”，甚至还把全科医生当

成“赤脚医生”。

因此，我们这篇文章要让人

们认识到全科医生在患者治疗环

节中的重要作用。只有重视全科

医生教育和培养，充分发挥其作

用，这样国民的诊疗系统才真正

有了“患者健康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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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头六臂”释义：三个脑袋，六条胳臂。比

喻神通广大，本领出众。看到这个成语也很容易使

我们联想自身，在基层社区作为一名全科医生，我

正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具有“三头六臂”的全科医

生。

“三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随著人类疾病谱和医学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

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已经转变为生物 - 心理 - 社会

医学模式，这就要求我们所有医生的临床思维方式

要做出相应的转变，尤其是全科医生应该关注患者

或居民的生物、心理、社会各个层面的健康问题。

生物-心理-社会思维模式就如同全科医生的“三

头”，但是“三头”並不是机械地拼在一起，而是

协同地、一致地施展著自己的本领。全科医生需要

解決的不单纯是疾病的问题，还应该包括人疾病之

外的健康问题。

在社区接到这样一个案例：老年女性，主诉失

眠3天到我中心就诊。我按照全科医生的问诊方式：

1.原因：您今天为什麽来就诊？（生物因素）；

2. 想法：您觉得自己出了什麽问题？（生物

因素+ 心理因素）；

3. 关注：您现在有什麽忧虑的吗？（心理因

素+ 社会因素）；

4. 期望：我可以为您做些什麽吗？（生物因

素+ 心理因素+ 社会因素）。

通过问诊了解到患者：

1. 近三天来睡不著觉而且头部有点儿发懵，

来我处寻求帮助；

2. 她认为自己总是被一些事情烦恼，尤其在

小孙子的教育方面，比如孩子穿衣服拖拉、孩子早

教班事情办得不顺，导致总是发脾气，坐立不安，

可能有些焦虑癥状；

3. 担心身体不适癥状加重，以及可能会给自

己的小孙子造成伤害；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裕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头六臂”
张炳辉

论社区全科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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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患者希望能夠通过药物或手法治疗改善癥

状，甚至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或途径改善。

对这位患者我们进行了相应的体格检查，测血

压、听心肺等。最後按照全科病人的管理模式进行

处理：

1. 安慰与解释：站在患者的角度，理解病人

的处境与心情。首先对其焦虑的事情表示肯定，再

次就其所忧虑的事情展开解释。从医学和心理学角

度来安慰、解释、消除病人的疑虑与担心；

2. 告诫与建议：与患者分享如何教育孩子，

与之建立微信关系，並进行沟通，将其拉到社区妈

妈微信课堂，进一步了解如何教育孩子；

3.处方：手法松解颈肩部紧张肌肉筋膜组织、

中频电治疗和红外线理疗，以放松局部肌肉，並且

理疗过程中播放轻松舒适的音乐，使之更加放松；

4. 转诊：告知可为其提供转诊服务，将其转

诊到大医院进一步解決焦虑问题；

5. 必要时约定实验室和辅助检查，以除外血

脂增高或心脑供血不足方面的疾病；

6. 告知定期复诊。

通过以患者为中心，了解其对我们的期望，建

立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从生物、心理、社会方面

综合地给予解释指导，之後对病人进行健康评估、

健康教育、开具必要的处方治疗。整个过程下来，

患者得到满意的结果，医生取得患者信任，建立良

好的医患关系。可见全科医生的“三头”在这里起

到了神奇的作用，但是要想使其运用得更加自如，

就更加要运用好全科医生的“六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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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臂”：人文+专业+合作+思维+
基层+愿望

1.強烈的人文情感；

2. 娴熟的全科专业技能；

3. 出色的团队合作能力；

4. 全科临床思维；

5. 整体性、协调性、连续性、预防性的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

6. 扎根基层服务的愿望。

以我为例，我是毕业後就来到基层工作，社区

卫生服务的发展和变化都历历在目。为了不断充

实自己，強壮自己，在工作中我勤学苦练，每年

出去学习，进修过儿科、內分泌科、心內科、神

经內科、精神科、康复科，将学习到的经验应用

到临床中，到目前我能夠很熟练地处理常见病、

多发病，同时也能夠应对急危重癥的院前处置以

及双向转诊。某天下午，裕西中心康复科来了一

名患者。这名患者是社区的一位胡姓老慢性病患

者，他这次来主要是头痛伴有右侧颈痛约1小时。

我正在处理其他患者，胡先生在候诊椅等待。约

15 分钟後，张医生处理完患者，发现胡先生坐立

不安，忙上前询问，胡先生说胃部不适。患者头痛、

颈痛並伴有胃部不适，我凭著多年经验，高度怀

疑胡先生可能是心脏问题，於是急忙联系心电图

室进行心电图检查，检查发现急性心肌梗塞图形

表现。我立即告诉胡先生不要动，请全科刘主任

确诊。全科诊室刘主任看了心电图，确实是急性

前侧壁心梗，紧急做好院前处理，並联系“120”

急救中心及省医院心內科肖主任医师。趁著胡先

生能夠交流，及时索要了其妻子、女儿的联系电

话。在这个过程中，胡先生先後出现了心悸、胸闷、

恶心、呕吐、大汗等癥状。抢救小组及时让患者

含服了硝酸甘油 0.5mg，嚼服阿司匹林 300mg，

吸氧，建立液路、静脈点滴硝酸甘油，监测心电图、

血压、血糖等。约 15 分钟後急救车赶到，由於患

者家属未在现场，我主动陪同患者到省医院。路

上，胡先生家属电话中表示，该怎麽治就怎麽治、

保命要紧。肖主任说可以将患者直接送到省医院

导管室，他们在导管室门口接应。於是救护车顺

利将胡先生送到了省医院导管室。到了省医院，

肖主任听了张医生的介绍，看了心电图，确定胡

先生是前侧壁心梗，立即安排进入心血管导管室，

进行了介入治疗，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患者家属

赶到省医院後，听了肖主任的病情介绍以及患者

的抢救过程，对我们的处置表示认同和表扬。

胡先生出院之後在社区继续享受著社区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为他服务的家庭医生团队，每年

通知他进行免费体检，每季度进行高血压随访管

理，並且经常邀请他参加社区健康讲座。经过这

次重大事件之後，他更加注重预防保健了，烟戒

掉了，酒也不喝了，工作也不熬夜了，心情便舒

畅多了。每当谈论起这件事情，他眼里充满了感

激之情。作为全科医生的我，每每想到此，心中

便充满力量和自信，工作更加起劲。我想这就是

全科医生的价值所在。

全科医生的“三头六臂”，是我们在社区工作

的法宝，但是要想获得这个法宝，我们要学习《西

游记》中的孙悟空，要苦练七十二变，历经八十一

难，才能练得“三头六臂”克服各种困难，具备团

队精神，方能取得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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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台灣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於 1995 年 3 月 1 日

起正式运作，超过九成的纳保率，使多数民众享有

便利的就医权利。为了有效运用整体医疗资源，並

且让医院之间专业分工，各司其职，於是转诊制度

应运而生。

其实台灣早在1958年公务人员保险制度时代，

已具备分级转诊的雏形，首先由各地公保中心负责

门诊医疗，当公保患者病情需要时则转往公保转诊

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而劳保就诊体系中转诊早

已存在，如特约门诊医疗院所不接受住诊病患，

被保险人如伤病严重需住院则由转诊医师填具住

院诊疗建议书。而 1970 年代後期，因社会变迁人

口集中在大都市，於 1984 年 5 月 30 日依照台灣

地区內政部核定“劳工保险特约转诊医院试行要

点”，於同年11月 1日指定6家医院（三总、国泰、

台安、中山、中华、彰基）试办转诊制度为期两

年。之後，台灣行政院於 1986 年 4 月 26 日核定

“医疗保健计划 - 筹建医疗网计划”，2000 年为

目标完成年。在分区方面，配合经建会地方生活

圈分为 17 区。在分级方面，把医疗服务分成 4 个

层级，建立转诊制度，強调各层级医院间的合作，

提高就医的可近性。

1995年全民健康保险开跑，而建立转诊制度就

是计划实施全民健康保险的重要政策，实施全民健保

主张“同病同酬”“分级诊疗”“落实转诊”以导正

在公、劳、农保时被扭曲的医疗体系，政府以社会集

体力量来保障每个民众能享有适切的健康照护。

台灣推动转诊制度主要依据以下两大法源：

1. 医疗法 88 条：中央主管机关为促进医疗资

源均衡发展，统筹规划现有公私立医疗机构及人力

合理分布，划分医疗区域，建立分级医疗制度，订

定医疗网计划。

2. 全民健康保险法第 43 条：

2.1 保险对象应自行负担门诊或急诊费用之

台湾地区分级诊疗制度介绍

许诗典

作者单位/台灣联新国际医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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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居家照护医疗费用之 5%。但不经转诊，於

地区医院、区域医院、医学中心门诊就医者，应分

別负担其 30%、40% 及 50%。

2.2 前项应自行负担之费用，於医疗资源缺乏

地区，得予減免。

2.3 第一项应自行负担之费用，主管机关於必要

时，得依诊所及各级医院前一年平均门诊费用及第一

项所定比率，以定额方式收取，並每年公告其金额。

2.4 第一项之转诊实施办法及第二项医疗资源

缺乏地区之条件，由主管机关定之。

上述全民健康保险法第43条法规中所提及的部分负

担，亦有其设定原则：

1. 采使用者付费概念及部分负担差距鼓励转

诊。

2. 不经转诊加重部分负担，采非強制原则，

且不须逐级转诊。

3. 扩大医院与基层诊所部分负担差距，有助

於轻癥至医院就医之导正。

4. 保障弱势：重大伤病及弱势民众权益不受

影响。

健保门诊部分负担自 2005 年调整後，迄今 12

年未再调整。有鉴於全台每日门诊量高达100万件，

大医院门诊量逐渐增加，中小型医院与诊所门诊量

卻減少，每人平均门诊或住院费用都比 18 年前健

保开办初期高了 1 倍；估计到了 2020 年，每天会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门诊量涌向医学中心与区域医

院，而基层院所提供的诊疗服务则大幅萎缩。因此，

健保署在 2017 年 4 月 15 日，实施门诊与急诊部分

负担新制（见表 1），经转诊至医学中心或区域医

院门诊的部分负担费用调降 40 元；未经转诊至医

学中心看病则调高60元；另民众至医学中心急诊，

完成急诊诊疗後，将依检伤分类为 3、4、5 级者的

患者，部分负担费用调高 100 元。本次微调部分负

担，是健保首次有调降收费的新措施，且同时大幅

放宽转诊病人在1个月內的4次回诊，可视同转诊，

可享有減轻部分负担的优惠。

为了使这次的部分负担调整可以切实提高台灣民众对

於转诊的接受度，健保署也同步搭配以下的措施：

1. 落实双向转诊：保险对象经转诊治疗後，

其病情已无需在接受转诊院所继续接受治疗，应建

议转回原诊疗院所或其他适当之院所，接受後续追

踪治疗。

2. 保留转诊优先看诊名额：特约院所应设置

适当之设施及人员，为需要转诊之保险对象提供适

当就医安排，並保留一定优先名额予转诊之病人。

3. 明确转诊单效期：特约院所对符合需要转

诊之保险对象，应开立转诊单，转诊单有效期间，

自开立之日起算，至多 90 日。

表1：调整前後部分负担金额对照表(新台币)

調整日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西醫基層 中醫 / 牙醫 急診

2005.7.15
未轉診
轉診

360
210

240
140

80
50

50
50 50

醫學中心 450
區域醫院 300

地區 / 基層 150

2017.4.15
未轉診
轉診

420
170

240
100

80
50

50
50 50

醫學中心
(1、2 級 )450

(3、4、5 級 )550
區域醫院 300

地區 / 基層 150



医改论坛

70 World Journal of Chinese Doctors

4. 放宽视同转诊范围：持转诊单就医後，经

医师认定需继续门诊诊疗者，自转诊就医之日起一

个月內未逾 4次之回诊，视同转诊。

5. 建议采用电子转诊：明列各项转诊单应记

载之內容，建议特约院所使用健保署建立之电子转

诊平台传送转诊单。

分级医疗的定义

广义来说，所谓分级医疗是指按照疾病的轻、

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別

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並按病情变化情

況进行实时的双向转诊。

将大中型医院承担的一般门诊、康复和护理等

分流到基层医疗机构，形成“健康进家庭、小病在

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新格局。

強调的重点包括：

1. 基层首诊：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通过政

策引导，鼓励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就诊。

2. 双向转诊：通过完善转诊程序，重点畅通

慢性期、恢复期患者向下转诊，逐步实现不同级別

和类別医疗机构之间的有序转诊。

3. 急慢分治：通过完善亚急性、慢性病服务

体系，将度过急性期患者从三级医院转出，落实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急慢病诊疗服务功能。

4. 上下联动：在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分工协作

机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台灣分级诊疗的形态

广义来说，台灣分级医疗可以分为三种形态：

1. 以疾病观点出发的分级诊疗照护模式，例

如：糖尿病共同照护网（见图 1）。

图1：糖尿病共同照护网

2. 区域內以医院设备与能力分级的诊疗照护

模式，例如卫生福利部医院紧急医疗能力分级 -

区域性的紧急医疗照护网络（见图 2）。

图2：紧急医疗照护网络中医疗能力分级

重度级急救责任医院为各网络之基地医院，以

区域联防概念，整合网络內中度级、一般级急救责

任医院，提供特定紧急伤病患之绿色通道，与急诊

间病患向上、平行、向下无缝接轨之急诊转诊服务，

落实在地区医院及分级就医，解決部分医院急诊雍

塞的问题。

3. 总体医疗体系的分级，又可以分为以下三

种类型（见图 3）：



医改论坛

71

图3：总体医疗体系分级示意图

3.1 台灣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及基

层诊所的分级；

3.2 实施健保转诊制度，鼓励民众转诊就医；

3.3 建立社区医疗群与社区医院的合作照护模

式，落实分级诊疗及转诊制度。

联新国际医疗坜新医院致力於社区分级医疗的

推动，从 2002 年成立台灣第一个医疗群开始，十

多年来深耕社区，建立医疗群网络，每年定期举办

社区筛检等健康活动，並与社区基层医师建立双向

转诊机制，形成坚強的社区照护网络，也有利於未

来论人计酬制度 (Capitation) 的推行。

分级医疗实施的优缺点

推动分级医疗主要目的是希望将医疗资源做适

切的分流，其推动的优缺点分列如下。

优点

1. 避免医疗资源浪费；

2. 促进医病关系；

3.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4. 提升基层医师的专业水平；

5. 促进医疗服务的连续性。

缺点

1. 偏远地区病患得不到适当照顾，可能因路

途遥远，延误治疗。

推动分级医疗成功的因素

分级医疗要成功，不外乎需要以下的要件：

1.病患“愿意去”。患者信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主动选择基层就诊提升各级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

2. 基层医疗机构要“接得住、愿意接”。基

层具备常见病、多发病基本诊疗能力和工作积极；

3.大医院“舍得放”。医院愿意将诊断明确、

病情稳定的患者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 政策配套“跟得上”。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能力提升、机制转

换、医保支付、价格管理、薪酬制度、信息化建设

和监督考核等多个方面政策措施的完善。

总之，一个制度要成功无法从上而下，也不能

逆流而上，保险当局更不能一意孤行，強民所难。

分级转诊要成功必须从“医疗资源的合理善用”而

非保险者的“需求”的角度推动，同时兼顾保险者

的教育，提供保险机构的平行垂直整合，以及保险

支付的赏罚；如此方能达到保险者、提供保险服务

者以及保险机构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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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母婴死亡率非常重要

如何提高人均预期寿命，这不只是人口学家或

统计学家研究的理论、卫生行政部门的決策，也是

医院领导、普通医护人员的职责，因为他们是这

项人类伟大工程的实施者。值得自豪的是，1949

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寿命显著提高，2016 年是 76.1

岁，位居世界第 26 位。第 1 名是日本，人均寿命

83.7 岁，世界平均是 71.4 岁。和其他发达国家

一样，我们已经完成了快速提升阶段，进入了缓

慢发展的平台期，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像现在的

美国一样导致回落。

如何防止回落，继续提升我们的民生指数呢？

任何改善健康与医疗服务的措施都将起到一定的作

用，比如全民健身、增加医疗投入、增加医护人员、

推广住院医师培训或／和专科医师培训、改善医疗

从业人员的待遇、发展民营医院、推广医联体、建

现代产房建设乃国家民生之国策

胡灵群

作者单位/美国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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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分诊医疗体系、解決看病难看病贵等等。同时，

有人类学家提出，中国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仅降低

婴儿死亡率一项就能起到 46% 的作用。下面来自

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图表显示了二者在世界及中国

的关系曲线。世界卫生组织共享数据库中也记载

著，2015 年我们的新生儿死亡率为 5.5‰，居世界

第 61 名。虽然它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远高於

发达国家，前 5 名国家的新生儿死亡率均≤ 1‰，

其中包括两个亚洲国家。再仔细调查新生儿死亡原

因，我们的新生儿死亡以窒息和一些不明确的死因

为主，而发达国家以早产儿和严重先天畸形致死为

主。我们可以通过现代产房建设、多学科合作来降

低新生儿死亡率。

下图为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孕产妇死亡率与人

均预期寿命关系图表。可以看到二者呈线性关系：

其实这並不是复杂的计算，假如人均预期寿命

为 75 岁，一个 0 岁（婴儿）死亡者，需要 3 个百

岁老人平均後才能弥补这一损失【（0 岁 +100 岁

x3）／ 4=75 岁】；而一位生育期孕产妇（以 25

岁计算）的死亡，需要 2 位百岁老人来平均【（25

岁 +100 岁 x2）／ 3=75 岁】。也就是说，榆林事

件中的母婴死亡需要 5 位百岁老人，才能填补其平

均人均预期寿命。而现实中，长命百岁的老人，可

遇不可求。

显而易见，我们需要把降低母婴死亡率作为

一项非常重要的国策。国家民生标志的 3 项指标

中，至少 2.5 项与产房紧密相关，占了全部数字的

83%。而现实中，对产房的资源投入並未能与之相

匹配。亚洲几个国家政府的逐年资金投入及其人均

预期寿命的关系（下图）似乎给我们一些启迪。这

不仅仅是一个比例问题，还有相关性问题。如果我

们利用体制上的优势，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话，或

许能夠改变这一局面。

现代产房建设势在必行

其实，中国的大数据已经说明对围产医学的投

入会对国家民生指数的提高产生強有力的作用。自

1990 年以来，鼓励农村、边远地区的孕妇住院分

娩的补贴政策，大幅度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 / 新

生儿死亡率，使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从当时的 96 ／

10 万降到了 2015 年的 23.2/10 万。虽然取得了

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应该瞄準的是发达国家

低於 10/10 万的目标。从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可以

看出这一举措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

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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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後，孕产妇死

亡率有所回升。原本以高危著称、医护人员短缺、

超负荷工作、高剖宫产率的围产医学界，措手不

及地迎来了大量“瘢痕子宫”妇女再孕生子高峰，

凶险性前置胎盘伴有胎盘植入等危重癥导致母婴

死亡率回升，使中国陷入了平均寿命回落的困境。

无独有偶，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孕产妇死亡

率回升已经令人困惑达 10 年之久。众人苦苦寻求

解救良方以便脱离困境。

2006 年，美国加州各学术团体率先行动，以

斯坦福大学为首，建立了多学科合作组织“加州

孕产妇质控协作网”，提出了以母婴为中心、以

疾病病癥为主线的多学科分工合作模式，在原有

现代产房基础上，增加了统筹运作的一系列捆绑

式临床细则。这些措施应用後立竿见影地遏制住

了孕产妇死亡率的回升。历经 7 年的努力，使加

州孕产妇死亡率从 2006 年的最高点 16.9/10 万

逐渐下降 55%，2013 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 7.3/10

万。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纽约州相继仿效，随

後全美国於 2010 年成立了“女性健康病人安全执

委会”，开始了全国性仿效，都取得了相似的成果。

美国的孕产妇死亡率终於从 22/10 万的顶峰上

回落。

随後，全国性的专业组织也开始了行动。2004

年，美国儿科医师学会对新生儿重癥监护病房进行

了分级，並於 2012 年进行了更新。2014 年的一篇

研究报告对全美国 2006-2009 年 4 年的（相当於

中国一年分娩量）全部分娩数据分析发现，家庭

分娩、传统产房分娩、现代产房分娩的新生儿死

亡率分別为 12.6/ 万、5.9/ 万、3.2/ 万。2015

年 2 月，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与美国麻醉医师学

会、美国儿科医师学会、美国助产师协会、美国

医院管理协会等相关组织，出台了《现代产房分级》

的文件，让现代产房建设更趋正规化，为各级孕

产妇医疗保健机构提供规范的命名法和临床标準

定义，提供对应的临床指南，以提高医疗质量。

文件对产房医疗设施、医护人员资质等有非常具

体的规定，依照孕产妇医疗保健需求而定，以利

管理，从而降低美国孕产妇的並发癥率和死亡率。

2015 年 11 月，美国儿科医师学会重申了新生儿重

癥监护病房分级体系。

现代产房能在我国现行医疗体系与文化环境下

发挥同样的作用吗？“无痛分娩中国行”通过帮助

中国三级不同医院（即基层农村医院、城市妇产专

科医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 65,000 例产妇

的验证性研究发现，仅麻醉医师进入产房，开展产

科麻醉最基本的“无痛分娩”一项，不仅使产妇舒

适、产房安静了，而且还改善了母婴临床结局，包

括降低了剖宫产率、会阴侧切率和产後输血率，減

少了新生儿转入重癥监护室、气管插管和死亡率。

更可喜的是向现代产房的进一步转变，解決了许多

围产医学难题，比如即刻剖宫产、产後大出血、宫

內复苏、妊娠晚期臀位 /横位麻醉下外倒转、安全

无痛瘢痕子宫阴道试产、子痫前期患者阴道试产、

选择性双胎阴道试产、脐带脱垂抢救等。通过现代

产房多学科团队医疗的实施，可以使之化险为夷，

就连骇人听闻的羊水栓塞也不例外，母婴安全因此

更有保障。

回顾历史，美国的现代产房建设始於 1940 年

代，起因於产房的安全隐患，历经 30-40 年的缓

慢发展後，1970 年代後期开始了全面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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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传统产房过渡到多学科团队医疗为核心的现代

产房。

“无痛分娩中国行”秉承建设以母婴为中心、

以多学科团队医疗为核心的现代产房为理念，已与

国內近 90 家医院合作，推广无痛分娩及现代产房

建设，让医院、产科、麻醉科、助产士 /护士、产

妇及其家属全面受益。然而，这项利国利民的举措，

推广普及起来並非易事。

一是被资源所困。推广普及无痛分娩需要政策、

物价、行政命令来做後援。我们並不需要昂贵的仪

器设备，不需要政府拨款，只要给出政策与收费标

準，化解这些问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比如，世界

各地包括我们海峡对岸的同胞们实施的剖宫产和顺

产同价，就已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是资源不均。很多人问，为什麽“无痛分

娩中国行”的合作医院大多是基层医院，建议去

大型综合医院，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达到事

半功倍之效。这原本也是中国行的初衷，但事与

愿违。已经人满为患的大型综合医院，医疗资源

集中，沒有财政的後顾之忧，无需开拓市场，更

缺乏爭取病患来源的动力与热情。解決办法之一

是利用中国体制的优势，采取行政命令、宏观调

控的办法，对这些医院的母婴安全进行调控。这

些大型综合医院是现代产房分级中的最高级医院，

高危产妇聚集，而且还是各下级医院的危重病人

转运中心，在现代产房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行政命令将对其实施无痛分娩、建设现代产

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与其相对应的是无痛分娩做得好的医院，由於

获得了收益，这些医院都希望与中国行进一步深化

合作，向著现代产房的全面展开迈进。这些医院院

长／院级领导在此方面起到了決定作用，关键是院

长们看到了现代产房项目给医院带来的巨大变化，

也使医患关系走向了良性循环。一个县医院、区医

院也能在沒有额外投资时，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建

立现代产房系统。

多年前，一位官员曾在《人民日报》发文说“让

市场经济左右无痛分娩”，此话让人至今记忆犹新。

无论其对现代产房如何理解、是否利益出发点相左，

还是局限於无痛分娩本身的思维或基於其他考虑，

我们更需要从大局著想，放眼世界。

基於人道主义，世界卫生组织根据非洲及其他

地区或国家缺医少药、不可能实现无痛分娩和现代

产房的各种因素，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分

娩镇痛尤其是非药物分娩镇痛的建议。我们不能视

其为当今世界的先进理念並坚信不移地全盘接受，

並据此设立制定若干条款，甚至把椎管內无痛分娩

率限制在 10% 这个沒有任何依据的框架下，阻碍

团队医疗这个被反复证实对三大民生指标起关键作

用的现代产房运作的进程。“无痛分娩中国行”在

引进西方现代产房的先进理念与临床实践时，结合

了中国国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並及时调整使

之适合当地的具体情況，合作交流成效显著。目前，

有 65,000 例分娩数据的科学验证，有近 90 家合作

医院和超过100万母婴／年受益率，可供人们借鉴、

参考、模仿。

结语

现代产房建设，不需要财政拨款，只要给一个

政策，给一个收费标準，加一个行政命令，便能造

福民族，迅速改变民生指数，延长人均预期寿命。

而且，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前期準备，只欠

东风。我们期待借助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风，

这项真正能提高中国国际形象的临床举措可以将围

产医学的进程及其三大国民民生指数的改善提升到

新的高度，与我们的高铁、航天事业一样，同为中

华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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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根据各州的民事诉

讼法规，患者在投诉医生前，除

了考虑起诉时限和提供证据外，

有些州还要求患者必须向可能

被诉的医护人员所在医疗机构

的医疗事故审查委员会（Medical 

Review Panel， 以 下 简 称 为

MRP）提交投诉意向书。在投

诉意向书里，患者或其法定代理

人要陈述被诉医护人员导致患

者伤残或死亡的过失行为，並告

知MRP 患者有意向起诉。

MRP 随後必须依据收到的

投诉意向书和相应的证据给出

意见，包括涉案医护人员是否违

背了行业內应当遵守的诊疗标

準，是否应当赔偿等有关事项。

无论 MRP 的意见如何，患

者都有权利启动司法诉讼。那

麽，当患者启动司法诉讼时，在

法庭上必须按照交给 MRP 的投

诉意向书来投诉吗？比如，患者

在交给 MRP 的投诉意向书中指

控涉案医护人员某项疏忽过失

行为，在法庭上该患者（原告）

是否可以指控该医护人员（被

告）其他不同的疏忽过失行为

呢？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最新的

印第安纳州高院的案例。

原 告 Mr.Turner 的 妻 子

Rowena 曾在 1998 年 5 月被诊

断患有一种骨髓癌，而这种骨

髓癌的患者发生血栓的风险也

会 增 加。2008 年 5 月 Rowena

因大肠癌住院治疗，5 月 23 日

Dr.McKeen为她做了大肠切除，

29日病人出院（第一次住院）。

出 院 时，Dr.McKeen 嘱 咐

Rowena 先不要恢复使用抗凝血
作者单位/方　蕾：美国靳方律师事务所 
          张晓彤：美国克利夫兰诊所

医疗诉讼案例：

MRP投诉VS法庭指控

方　蕾  张晓彤

药。5月 31 日，Rowena 因恶心

呕吐再次住院（第二次住院）。

6 月 1 日，Dr.McKeen 发 现

Rowena 腹胀，认为是肠梗阻所

致。当天晚些时候，Rowena 的

血压下降，心率加快，被送至重

癥监护室。最终，Rowena 被诊

断为深层静脈血栓及急性肾衰

竭。6 月 13 日，Rowena 再 次

出现血压下降，心率加快。值班

手术医生对她实施了腹部探查

手术，发现她的小肠已经坏死，

而导致她小肠坏死的原因是静

脈血栓。Rowena 的病情恶化並

於 6 月 20 日去世。

Rowena的先生，Mr.Turner

首先向印第安纳保险部门提交

了医疗事故投诉的动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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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方　蕾：美国靳方律师事务所 
          张晓彤：美国克利夫兰诊所

在 2008 年 5 月 23 日 -2008 年 6

月 20 日期间，Dr.McKeen 在为

Rowena 提供的药物及外科治疗

中，存在疏忽並偏离了适当的诊

疗标準。並且，Dr.McKeen 的

“过失药物及外科治疗”是导

致Rowena死亡的近因。随後，

Turner 根据印第安纳州的医疗

事故法规，向 Dr.McKeen 所在

机构的医疗事故审查委员会提

交了投诉意向书，並且提交了

Rowena 两次住院病历和一份病

情陈述作为证据。Turner 在提

交给 MRP 的投诉意向书中指控

Dr.McKeen 为 Rowena 提供的

药物及外科治疗等都未能达到

业內的诊疗标準。Turner 特別

指出：Rowena 第二次入院後，

探查手术的延误导致了她的死

亡。

医 疗 事 故 审 查 委 员 会

（MRP）审阅了 Turner 的投诉

意向书及证据後，认为所提供的

证据不足以断定 Dr.McKeen 对

Rowena 的诊疗违背或偏离了业

內标準。

尽管如此，Turner 仍然決

定把Dr.McKeen 告上法院。

经过两年多的取证调查

後，Turner 向 初 审 法 庭 提 交

了一份补充证人名单，提名一

位血液科专家证人 Dr.Manges

来证明 Dr.McKeen 沒有按规

定 给 Rowena 适 量 的 抗 凝 药

物，因此导致了 Rowena 的死

亡。Dr.Manges 作 证， 如 果

Rowena 在第一次住院後就接受

了适量的抗凝药物治疗，那麽导

致她最终死亡的血栓就不会形

成。

Dr.McKeen 就此向法庭提

出異议，认为法庭不应当采纳

Dr.Manges 对於第一次住院後

应当使用适量抗凝药物的意见。

理由是：在 Turner 给 MRP 提

交的投诉意向书中並沒有明确

指出这一疏忽过失行为。因此，

他认为，Turner 就无权在法庭

上就这一疏忽过失行为提出新

的指控来追究他的过失。

经过反复辩论，初审法庭最

终裁決：驳回 Dr.McKeen 的異

议，允许法庭听取 Dr.Manges

对於第一次住院後应当使用适

量抗凝药物的意见。

法庭的理由是：抗凝药物

治疗是否得当，它对术後治疗

的影响，以及判定被告医生术

後治疗措施是否违背或偏离了

业內标準，这些都是交织在一

起，无法区分的。初审法庭认

为虽然 Turner 在向 MRP 的提

交的投诉意向书中沒有明确指

出抗凝治疗违反了业內标準，

但是 Dr.McKeen 疏忽了抗凝治

疗这个事实是呈现在 Turner 向

MRP 提交的证据中，应当属於

MRP 审议的范围。

Dr.McKeen 不服初审法庭

的裁決，上诉中级，乃至最高院。

经过解读分析印第安纳州

有关医疗事故法规以及相关案

例，印第安纳州的上诉中级法院

及最高院都裁決，维持初审法庭

的原判。

上诉中级法院及最高院认

为：依据印第安纳州有关医疗事

故法规以及相关案例，在诉讼过

程中，原告可以提出任何涉嫌过

失行为的指控，即使该指控在向

MRP递交的投诉意向书中並未明

确指出，只要与该指控有关的理

论及事实证据呈现给MRP即可。

至於 Dr.Mckeen 是否有违

背或偏离了业內标準的过失行

为，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依据印第安纳州的法案，

在医疗事故诉讼案中，原告在

司法诉讼中对被告“过失行

为”的指控与在交给医疗事故

审查委员会的诉讼意向书中的

指控是可以不完全相同的。只

要满足相关条件（比如与指控

相关的理论及证据已经呈交给

MRP），原告可以对被告的任

何过失行为提出指控。希望通

过这个案例能夠让医生朋友们

了解这一情況並以此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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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医疗技术的局限性

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造成医疗行为的高风险

性。医疗责任保险无疑是分担医疗风险的有效机制，

为降低医务人员的执业风险提供了保障。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从市

场的自主调节过渡到了如今的政府主导模式，近年

来，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区都因地制宜地制定了

关於医疗责任保险的规章制度，为我国医疗责任保

险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名词解释

医疗责任保险是指投保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

保险期內，因医疗责任发生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

保险公司将依照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医疗责任

保险将集中於一个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分散到社

会，做到损害赔偿社会化，以降低医院的赔偿压力。

同时，医疗责任保险以收取廉价的保险费而不过分

加重医生个人或医院财务负担的形式，使得受害人

获得补偿，将损失分散於社会，消化於无形，对双

方当事人，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有利的。

作用

医生和患者都解脱了

转移医疗风险，缓解医生压力。以北京为例，

作者单位/北京积水潭医院

医疗责任保险：既有科学性又有局限性

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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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市卫生局 2004 年下发《北京市实施医疗

责任保险的意见》通知，要求北京市属医疗机构

2005 年开始必须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医疗责任保险运行初始，在化解医疗纠纷，和

谐医患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北京市有

两家保险公司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业务，分別下设医疗

纠纷调解中心，发生医疗纠纷後，调解中心迅速介入

调解，纠纷解決成功地从院內移至院外，有效起到分

散医疗风险的作用，缓解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

保护患者权益，和谐医患关系。由於医疗纠纷

具有极強的专业技术性，患者在医疗纠纷的处理中

索赔困难重重且时间漫长。医疗责任保险下设医疗

纠纷调解中心，迅速进行专业判断，可以让患者从

保险公司得到更为迅速、有效的赔偿，从而使患者

从漫长的维权道路中解脱出来。

问题

三大问题亟待解決

医疗责任保险转移风险的意义不明显。2011

年5月31日，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

保险公司下设医调委退出历史舞台，无需购买医疗

责任保险即可享受医调委医疗纠纷调解服务。

医疗保险责任类型单一，缺乏多元性医疗责任

保险。依据被保险人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为执业医

师提供的医师责任保险和为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机

构责任保险。目前，我国大多数推行的责任保险为

“医疗机构责任保险”，即由医疗机构为医生购买

保险，但是这种保险类型过於单一，不能有效分担

医师责任风险。

医疗责任保险附加服务有待加強。目前医疗机

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後，保险公司除了配合医疗机

构进行理赔外，並沒有其他的延伸服务，而保费逐

年上涨又不能满足医疗机构降低赔偿压力的要求，

导致医疗机构投保积极性不高。保险公司应积极探

索除理赔外的其他配套服务，如防范医疗纠纷培训、

医疗机构相关法律服务等。

展望

美国医师年收入的 7.5% 用於购买医疗事故责

任险。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出台指导意见，到

2015 年底，全国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参保率应当达

到100%，公众对医疗责任保险越来越熟知並接受，

医疗责任保险逐渐走向成熟。

目前国外医疗责任保险（医疗事故保险）投保

方式主要分为两种：自己投保型，最具代表性的是

美国，美国医师年收入20万美元，其中年收入7.5%

用於购买医疗事故责任险，工作风险较大的产科和

外科医师投保费用会更高；政府投保型，典型的是

英国，其医疗服务属於政府买单的福利性质，因此

医疗责任保险费用也由政府承担。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也应不断完善，随著医师多

点执业政策的推开，可以建立医师责任险，由医师

个人购买。此外，或可探索多险种结合，例如与手

术意外保险、器械责任保险等有机结合，从而降低

和分散医疗职业风险，減轻医院或医生的赔偿风险，

预防和減少医疗纠纷的发生，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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