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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通过对某三甲医院发生的 猿 起因外科手术方式引发的医患纠纷处理结果进行综合

分析，
阐明损伤控制性手术（凿葬皂葬早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泽怎则早藻则赠，
阅悦杂）理念在临床外科手术方式选择中的应用

以期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提升手术理念，
进而有效缓解医患矛盾和
价值以及法律和伦理学意义，
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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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控制性手术 渊凿葬皂葬早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泽怎则早藻则赠袁阅悦杂冤

股沟未见明显肿块袁 直肠指检及盆腔饱满袁未触及

是采用简便尧可行尧有效但损伤相对较小的手术来处

明显肿块遥 既往有剖宫产手术史袁否认有其他疾病

理疾患的一种手术方式袁其理念不仅包含了尽可能减

病史遥 查腹部 悦栽院腹腔积液袁肠梗阻袁结肠脾曲肿块

少医源性损伤袁还涵盖到以患者的最大利益渊包括生
理尧心理尧社会等方面冤来主导手术方式 遥 目前袁阅悦杂
咱员暂

理念业已超出了针对危重濒死创伤患者的救治并逐

考虑结肠脾曲占位遥 抽血化验院血红蛋白 员园远 早 辕 蕴袁
白细胞 员苑援圆怨 伊员园怨 辕 蕴袁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怨缘援远豫袁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与凝血酶原时间延长遥 血气

渐扩展至临床的各个领域袁特别是对严重多发伤的救

分析提示院严重代谢性酸中毒遥 入院后予补液尧维持

治咱圆暂遥 本文通过对某三甲医院近年来发生的 猿 起医疗

水电解质平衡尧输血等袁同时行急诊剖腹探查袁术中

纠纷案例处理结果的分析袁对该理念在临床运用中的

探查发现院 腹腔内可见大量淡红色浑浊腹腔积液袁

法律以及伦理学价值进行深入探讨遥

量约 猿 园园园 皂蕴曰 吸尽后探查腹腔内未见转移结节袁

一尧案例资料
渊一冤案例一
患 者女 袁猿怨 岁袁初于 某县 医院 拟 野不 全 性 肠梗

全肠管明显扩张曰距回盲部约 远园 糟皂 处约 愿 糟皂 的小
肠坏死曰升结肠尧横结肠尧降结肠尧乙状结肠等多处可
及肿瘤袁 最大位于结肠脾曲约 缘 糟皂伊缘 糟皂 大小袁质
硬袁活动度尚可袁各肿瘤近端肠管尚未形成闭袢遥 术

阻冶予保守治疗渊治疗措施包括院禁食尧胃肠减压尧灌

中临床诊断院结肠多发性肿瘤袁小肠坏死袁肠梗阻袁急

肠尧抗感染等 冤苑 天袁效果差袁梗阻无 缓解 后急 转某

性腹膜炎袁休克遥行结肠次全切除渊包括升结肠尧横结

源缘 皂皂匀早袁心率 员猿园 次 辕 分钟袁患者入院时呈急性面

造口垣腹腔冲洗引流术遥 术后予 陨悦哉 抢救遥 但患者术

动波袁下腹部见陈旧性手术瘢痕袁腹肌紧张袁全腹部

死亡原因院休克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 合征渊酝韵阅杂冤袁

三甲医院治疗遥 入院时查体院体温 猿缘援愿益袁血压 愿园 辕

肠尧降结肠以及乙状结肠上段冤远端封闭垣小肠切除

容袁神智淡漠袁精神萎靡遥 腹膨隆袁未见胃肠型及蠕

后血压不升袁 经抢救无效于术后 员圆 小时宣布死亡遥

压痛伴反跳痛渊阳性冤袁尤以脐周为剧袁左上腹可扪

结肠多发性肿瘤袁小肠坏死袁肠梗阻袁急性腹膜炎遥家

及约 缘 糟皂伊源 糟皂 的包块袁质硬袁活动度尚可袁无明显

属提起诉讼袁经法院审理后认定院该三甲医院构成一

触痛袁肝脾肋缘下未触及袁叩诊肝浊音界消失袁移动
性浊音渊阳性冤袁肠鸣音低袁仅 员耀圆 次 辕 分钟遥 两侧腹

级甲等医疗事故袁负次要责任遥
渊二冤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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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女袁源缘 岁袁因野左乳肿块冶于某三甲医院行
野左乳肿瘤切除活检术冶袁术中快速病理提示院左 乳

窑 圆园缘 窑

碍曰盂确定性手术预计手术时间超过 员援缘 小时遥 在术
前各检查指标均提示患者生理机能不佳袁 且预定的

癌遥手术医生与患者家属签订术中谈话院即使术后病

手术方案渊结肠次全切除垣小肠切除造口垣腹腔冲洗

理证实为良性肿瘤亦要求行乳腺癌根治术遥 遂进一

引流术冤存在着手术创伤大袁预计手术时间长袁术中大

步行左乳癌根治术渊切除左乳冤遥 术后该院病理仍证

量输血术后严重内环境紊乱的前提下袁该手术方案给

实为院左乳浸润性导管癌袁腋窝淋巴结渊园 辕 员愿冤袁因病

患者带来的医源性创伤无疑是巨大的袁 也是致命的遥

期较早袁术后手术医生未建议行放尧化疗袁仅建议行

有研究表明袁肠黏膜屏障破坏尧细菌易位和感染均可

员愿 个月内分泌治疗袁患者术后随访无明显复发遥 治

由肠梗阻尧内毒素血症尧失血性休克等引发 咱远原苑暂曰特别

诊袁病理切片结果均提示为院乳房良性病变袁患者遂

灌注咱愿暂袁更加重肠道缺血要再灌注损伤咱怨暂袁肠黏膜屏障

疗结束后患者持病理切片到数家省级知名医院复
提起诉讼袁经法院审理后认定院医院构成医疗事故袁

是肠道闭襻梗阻导致肠壁血流明显降低进而引发低
的损伤加重紧密连接蛋白的损伤而导致严重肠屏障

功能障碍以及肠道细菌易位咱员园原员圆暂遥 对于已经处于生理

负主要责任遥
渊三冤案例三

极限的重症患者实施简单尧有效的治疗措施以期最快

患者男袁远猿 岁遥 于某三甲医院行胃镜检查提示院

控制感染并纠正休克至关重要遥 另一方面袁手术又应

胃窦部后壁一 圆援园 糟皂伊员援园 糟皂 大小的溃疡灶袁 病理

尽可能避免传统手术带来的操作时间过长和医源性

报告诊断为胃窦腺癌遥 自服野胃药冶员 周后入院手术

创伤过大以及延滞患者救治时机导致感染病情进一

治疗袁术中探查院胃窦部周围无淋巴结肿大袁胃窦未

步恶化遥 如果采用 阅悦杂 理念袁在术中施行简略的手术

探及明确病灶袁打开胃腔后继续探查发现院胃窦部后

如小肠切除垣双造口垣腹腔冲洗引流术袁以解决患者当

壁一 园援缘 糟皂伊园援缘 糟皂 的糜烂灶遥 术中手术医生向患

前的主要矛盾袁缩短手术时间袁减小手术风险袁尽可能

者家属详细告知可行两种手术方案院方案一袁按普通

避免腹腔间隙综合征发生以及控制感染性休克曰然后

胃癌患者处理行胃癌根治术曰方案二袁局部切除病

尽快复温尧维持生命体征尧纠正酸碱平衡紊乱尧改善凝

灶袁缝闭胃创口袁内科治疗以及定期随访遥 患者选择

血功能等曰待患者生理状态好转尧感染控制尧营养状况

方案二继而随访 员 年内多次胃镜检查均未见癌复

良好情况下有计划选择时机袁再行根治性手术袁该悲

发遥 术中术后标本作系列连续病理切片均未见癌细

剧性结果有可能避免遥

胞遥 后患者针对医院治疗提起诉讼袁经法院审理认

在案例二中袁 引发患者诉讼的原因并非手术本

定院不构成医疗事故袁但支持医院对患者进行部分补

身袁而是手术结果给患者带来的生理尧心理以及社会

偿遥

的压力遥 失去乳房的乳腺癌患者身心受到的严重创

二尧讨

论

阅悦杂 可理解为是对患有严重危及生命疾病渊或

伤不仅仅表现在形体美丧失袁 而且会直接危及患者
的心理尧交往与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遥 有研究表明 咱员猿暂袁

乳腺癌患者对性生活的兴趣并在性欲激起和达到高

创伤冤患者的一种救治手术方案曰并且逐步演变成一

潮尧 放松和享受性生活等问题的发生率比正常女性

种救治理念袁该理念整合患者的生理状态尧手术者的

高 圆援苑耀猿援员 倍曰 术后乳房残缺而引起形体改变使乳

技术尧医疗设备以及后续治疗需求等因素为患者设

腺癌患者产生自卑及无助感袁 进而回避与他人正常

计出最佳的治疗方案遥 阅悦杂 理念不是以完美的手术

交往等 咱员源暂遥另外袁乳腺癌患者术后抑郁和焦虑情绪发

损伤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尧缩短康复

的完整抱有极大期望袁 这对乳腺癌的治疗观念已产

操作为终极目标袁而是立足于抢救生命尧减轻医源性

生率均明显高于正常人咱员缘暂遥 乳腺癌患者对术后形体

时间为目的 袁其开创了一个更为崭新的领域遥 正如

生巨大冲击遥 乳腺癌手术从昔日的单纯根治疾病转

所述院一个训练有素的外科医师除熟

变为既要求治愈疾病尧又要美观尧更尽可能保留乳房

悉本专科的经典常用术式外还必须具有对患者进行

功能等的治疗新观念袁此观念与 阅悦杂 的理念完全符

咱猿暂

黎介寿院士

咱源暂

损伤控制性处理的概念与有效方法遥
在案例一中袁结合患者肠梗阻保守治疗无效尧腹

合遥 阅悦杂 理念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并在不断提高医务
人员临床诊疗水平的前提下袁 为患者设计最优化的

膜炎体征尧术前 悦栽 高度怀疑结肠癌等指征袁虽有休

治疗原则院即在患者诊疗过程中袁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克前期症状袁在积极抗休克的前提下袁选择手术无可

的设计和实施均力求以最微小代价获取治疗后的最

厚非遥 然而袁根据 阅悦杂 适应证 院淤生理指标院低体

大效果渊包括生理尧心理尧社会等方面冤遥 该理念的伦

咱缘暂

温渊约猿缘益冤袁代谢性酸中毒渊责匀约苑援圆园冤曰于凝血功能障

理学价值就在于保乳手术比常规手术更能善待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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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尧善待生命以及善待社会 咱员远暂遥 本案例中袁患者术中
谈话已经被告知若病理为良性的可能性袁表明手术
医生已经预见到该手术病理有可能是错误的袁在此
基础上袁若综合考虑医院的技术力量和相应设备条
件袁并根据患者自身和肿瘤的特点袁施行保乳手术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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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员园暂

床理念带来颠覆性革命遥 外科手术是一项以对患者

以习得高超的实践技能袁同时还必须具有一颗仁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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