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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三级联动下（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的北京市乡村结直肠癌中西医并

重“一级预防”及“二级预防”模式，为构建中西医慢病防治网络、中西医并重癌症防控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依托当地村委会，充分发挥三甲医院带动能力，培训构建一支以“村支书”为中心的乡村“早防早筛”

队伍：中医养生操组、中医健康防癌知识宣传小组配合进行结直肠癌早防，结直肠癌高危风险人群（即高危
人群）问卷调查小组配合结直肠癌高危人群初筛。在“三级联动”模式下建立“绿色转诊”通道，根据高危人
群初筛结果进行全结肠镜检查明确诊断，根据诊断结果进行药物或非药物干预。结果

经四年探索实践，

该结直肠癌中西医并重一、二级预防模式初步成型，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结直肠癌早筛早诊早治工作流程，初
步形成了中西医并重结直肠癌防控方案。在该模式指导下，已在全村 1717 名常住人口中完成了 1174 例结
直肠癌高危人群初筛，发现高危人群 118 例（阳性率 10.05%），结直肠癌 6 例且均在该模式建立前发病。结
论

由乡村吹哨，通过动员乡村骨干力量进行结直肠癌早筛，能够使结直肠癌筛查工作真正做到全覆盖，极

大提高筛查效率，降低筛查成本。推广一条以“三级联动”为依托，以乡村骨干为主要早防早筛力量的中西
医并重“一级预防”及“二级预防”慢病管理模式是有效可行的。
关键词：结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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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预防

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明显
上 升 态 势 ，而 以 美 国 为 代 表 的 发 达 国 家 却 稳 步 下
降

。最新数据表明，我国 2015 年结直肠癌的发病率

为 9.88%，居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 3 位,死亡率为
8%，居第 5

位 。作为首都的北京形式也不容乐观，从 2006
[1]

年开始恶性肿瘤发病率持续上升，2007 年

中西医并重

文献标识码: A

近十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

[1-2]

二级预防

恶性肿瘤跃居北京市户籍居民死亡原因首位并

一直维持到 2017 年。其中，结直肠癌居男性恶性肿瘤
新发病例顺位第 2 位、女性居第 4 位[3]。而 1980 年和

2017 年之间美国男性结直肠癌死亡率下降了 53%，
1969 年 和 2017 年 之 间 女 性 结 直 肠 癌 死 亡 率 下 降 了

57%[2]。这其中的主要缘由在于美国最早开始实施的
结直肠癌筛查和早诊早治策略，从 2000 到 2010 年，在

美国 50 岁到 75 岁的人群中，肠镜筛查率从 19% 上升
到 55%，同期，结直肠癌发病率下降了 30%[4]。

近年来, 我国各地开始积极开展结直肠癌筛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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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2012 年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财政部的

均在 50 岁以上，设有个人诊所。镇政府在村政府旁边

大公共卫生专项，在全国针对城市高发的五大类癌症

天白天有 2 名医务人员和一名护士。镇卫生服务中心

大力支持下，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正式纳入国家重
（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乳腺癌和肝癌）开展危
险因素调查、高危人群评估、癌症筛查和卫生经济学
[5]

评估工作 。此后，天津 上海 广州等地开始开展大范
围的结直肠肠癌筛查工作。2014 年北京市启动了城
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区）癌症早
诊早治项目。国家为城市居民结直肠癌的防控采取
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但尽管如此，中国 50 岁以
[6,9]

设立了一个村卫生服务站，有门诊、药房、输液室，每

距离该村约 10 分钟车程，为一级卫生机构，设有门诊、
病房、草药房，有上百种中药饮片。拥有 30 多名有正

规资质的医务人员，但多为全科医生，肿瘤知识相对

匮乏，仅可进行常规心电图、CR 片、彩超、常规血、尿、
大便生化等基本的化验检查。肠镜等检查需要到区
医院进行。
结直肠癌防控工作模式摸索

上人群接受肠镜检查的比例仅仅 15%[10]，并且未将中

2

诊疗模式。而作为结直肠癌高发病率与高死亡率的

治工作。在当地村官及村书记的支持下，团队以骨干

农村，由于人口基数大，地理位置偏远，医疗资源相对

医生与研究生现场问卷调查、信息采集的形式进行结

匮乏，防癌意识薄弱，为结直肠癌的防控增加了难度。

直肠癌高危人群筛查，以义诊的形式进行相关疾病诊

使临床发现农村结直肠癌早期病例少，早诊率低。因

治，以讲座的形式进行肿瘤知识科普。但由于乡村距

2016 年，团队正式开始结直肠癌早防早筛早诊早

医防治纳入其中，未形成规范的中西医并重早诊早治

此，2015 年我们依托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北京中医健
康乡村（社区）试点建设工作”项目，充分发挥中医药
在癌症等重大疾病中的防控作用，借助基层力量，通
过不断的建设实践，探索出了一条较为有效、便捷的
北京市乡村结直肠癌中西医并重一级与二级预防模
式，以期通过研防结合、医防结合、中西医结合、三级

离团队所在医院路途较远、临床医生工作繁忙等原

因，团队每年仅能下乡村 3-4 次，每次下乡村时间短、
能够接受结直肠癌筛查与培训的村民有限，故经过团

队 3 年的努力仅在该村 1717 名常住人口中，收集了
559 份高危人群筛查问卷（问卷回收率 16.28%），科普

力度也未达到理想水平。短时间内无法实现该村结

联动等方式，使优势医疗资源下沉，加大结直肠癌防

直肠癌高危人群筛查的全面覆盖，筛查出的高危人群

治力度，降低结直肠癌发病率，提高早检率和村民结

也未能按照约定进行下一步的诊治。自此，团队充分

直肠癌认知率，进而为构建中西医慢病干预防治网络

意识到，该种结直肠癌筛查预防模式无法达到结直肠

和癌症防控工作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癌的防控力度，只有充分利用村骨干力量，联合基层

1

乡村基本情况初步调研
2015 年，在该结直肠癌早防早筛早诊早治工作正

式开展前，项目组负责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杨
宇飞教授团队深入乡村进行乡村基本情况摸底，为工

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经调研发现该村有 2053 人，常

住人口 1717 人，60 岁以上的老人接近 40%，人均月收
入约 2000-3000 元，主要经济收入依靠果树种植。村

医院，才能更好的发挥三甲医院的带动能力，将优势
医疗资源下沉，使结直肠癌的防控落到实处。
3

三级联动下的结直肠癌中西医并重一、二级预防

模式初步成型
3.1

动员当地村骨干力量，成立结直肠癌乡村早筛早

防队伍
经过团队成员多次开会商讨，决定将乡村当地积

里的中、青年大多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村。村民对

极分子，骨干力量动员起来，成立一支以村书记为中

肿瘤认识匮乏，防癌意识较差，癌症负担重，患癌人数

心的乡村队伍，包括中医养生操组、中医健康防癌知

多，其中患结直肠癌 6 人、子宫内膜癌 6 人、肺癌 5 人、
肝癌 2 人、卵巢癌 2 人、乳腺癌 1 人、前列腺癌 1 人、脑

瘤 1 人、肝胆管细胞癌 1 人，急需肿瘤知识科普与防控
干预。

医疗资源方面，该村村里有 2 名“乡村医生”，年龄

2

识宣传小组、结直肠癌高危人群问卷调查小组（村骨
干网格员），由三级医院骨干医生对其进行一对一培
训，共同配合团队进行结直肠癌早防早筛。其中，村
骨干网格员配合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文艺骨干中医养
生操小组负责对当地村民进行八段锦等养生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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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宣传小组通过定期播放团队留下的科普视频等进

癌防控力度与效率，三级医院团队医生多次召开培训

行防癌知识宣传。以村骨干带动全民自检自查自防

会，对村骨干力量、村医、镇卫生服务中心、区中医院

的方式，改变村民生活方式、提高村民的健康意识以

相关骨干医疗人员进行结直肠癌防治培训，并将肿瘤

及对结直肠癌的认知度，进而达到结直肠癌预防的

专科毕业研究生送往区中医院，培训一支基层的结直

目的。

肠癌早防早诊早治医疗队伍。

3.2

培训结直肠癌早防早诊早治基层医疗队伍
基层医疗团队是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基础组成

3.3

建立三级联动结直肠癌防控绿色转诊通道
为了方便当地村民就医，将结直肠癌早防早筛早

部分，是保障基层人民生命健康的主力军，在农村医

诊早治工作可持续的有效的开展下去。我们依靠当

疗、预防、保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培训基层医疗

地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基层医院和村委会，

队伍能够促进基层卫生人员技术能力的提升，提高群

形成了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三级联动防控

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和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

绿色转诊通道，实现了从村骨干进行结直肠癌高危人

率。本项目开展前经过调研发现，该村一、二级医院

群早筛早防到镇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高危人群转诊上

医生没有肿瘤专科科室与专科医生，医生肿瘤知识相

报，再到区中医院肠镜进一步筛查确诊，最后到中国

对匮乏。为了充分发挥三级医院的带动能力，将结直

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进行确诊病例诊治的高效可行

肠癌早防早筛早诊早治任务下沉到基层，加大结直肠

3.4

图 1 绿色转诊流程图

临床经验，制定结直肠癌高危人群、低危风险人群（即

初步确立结直肠癌中西医并重一、二级预防方

低危人群）、一般风险人群（即一般人群）定义标准，即
结直肠癌高危人群定义：下列任意一项为阳性者：①

案

3.4.1

的结直肠癌防控诊治绿色通道（见图 1）。

结直肠癌不同风险人群定义
根据 2007 年卫生部专家组制定的《大肠癌早诊早

治 项 目 技 术 方 案》，结 合 美 国 国 立 综 合 癌 症 网 络
(NCCN) 在 2013 年发布的结直肠癌筛查指南 与实际
[11]

一级亲属患有结直肠癌史；②本人有癌症或肠息肉

史；③粪便试验检测阳性；④同时具有以下两项及两
项以上者：慢性便秘、慢性腹泻、粘液血便、不良生活

事件（如离婚、近亲属死亡等）、慢性阑尾炎或阑尾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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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史、慢性胆囊炎或胆结石史。低危人群定义：符合

西苑医院进行会诊，或经绿色通道转诊至中国中医科

以下任意一项者：慢性便秘、慢性腹泻、粘液血便、不

学院西苑医院诊治；经诊治康复或未确诊的患者则返

良生活事件（如离婚、近亲属死亡等）、慢性阑尾炎或

回该村继续由基层医疗团队进行监控随访，并将随访

阑尾切除史、慢性胆囊炎或胆结石史。 一般人群：无

结果实时上报给本项目组。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

上述任意一条者。

医院负责整个项目的把控，无痛肠镜的检查，疑难病

3.4.2

结直肠癌不同风险人群中西医并重干预措施

例的会诊、诊治，并定期派团队驻村培训，对结直肠癌

结直肠癌高危人群干预措施：包括以健康宣教

高危或确诊人群进行回访、健康指导和治疗调整工作

（如设立健康宣传栏、录制肿瘤科普视频、进行防癌系
列讲座等）、改变不良生活行为方式、调整膳食结构

（见图 2）。

（如多食多样化食物、三低一高饮食：低糖、低脂肪、低
蛋白、高纤维等）、适当增加体力活动、保持愉悦心情
以及中医健康养生指导（八段锦、五禽戏等）为主的生
活方式干预；以中成药、辨证汤药为主的中医药物干
预方案，以定期肠镜复查、进行大便潜血检查为主的
西医检查干预等。低危人群干预措施：以生活干预方
式以及对症中成药或中药治疗为主，必要时实行肠镜
检查。一般人群干预措施：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
4

初步形成较为清晰的结直肠癌早筛早防早诊早治

工作流程
在该三级联动结直肠癌中西医并重防控模式下，
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结直肠癌早筛早防早诊早治
工作流程：①村骨干队伍负责血红蛋白/转铁蛋白联合

检测大便潜血试剂盒的免费发放[试剂盒由万华普曼

图 2 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图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京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2400848 号），由项目组统一采购、配发给筛查点]以及

便潜血结果的采集，并以调查问卷入户调查的形式进
行结直肠癌高危人群早筛及问卷结果上传（调查问卷
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信息、教育背景、经济收入水
平、不良生活史、饮食嗜好、运动史、疾病史、高危人群
相关表现史，中医症状等）。②信息上传后，根据中国
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给出的高危人群、低危人群和一
般人群定义及诊治建议进行人群初步判断。结直肠
癌高危人群以及低危人群通知到个人及村委，并根据
实际情况与村民意愿由镇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绿色转
诊通道转诊至区中医院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进行下一步的诊治；一般人群则在当地由“乡村早防
早筛队伍”继续结直肠癌预防养生锻炼与生活方式干
预。③区中医院负责对结直肠癌高危人群进行有痛

5

三级联控结直肠癌中西医并重一、二级预防模式

实践
在该模式的指导下，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该

村 1717 人常住人口中，完成了 1005 份《结直肠癌高危
人群调查问卷》的回收，问卷回收率为 58.53%，较既往

模式提高 42.25%。综合前 2 年工作，共完成 1564 份问

卷调查，剔除重复、信息缺失严重问卷，实际筛查人数

1174 人份，获得有效问卷 1174 份，其中结直肠癌高危
人群 118 人，低危人群 260 人，筛出 6 例结直肠癌患者
均在 2016 年该工作开展之前发病，经过团队 4 年正式
干预，至今未再出现 1 例结直肠癌患者。
6

讨论与未来展望

肠镜检查，若确诊结直肠癌则可根据患者病情情况结

结直肠癌发作为高发病率与高死亡率的消化道

合本院医疗状况进行留院治疗或请中国中医科学院

恶性肿瘤之一，发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严重威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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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民的生命健康[12]。有数据表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
由 2006 年的 27.42/10 万上升至 2015 年的 39.93/10 万

且年龄在 30 岁以上逐渐升高，75 岁-80 岁达到最高
[1]

[13]

峰 。
《北京市人群大肠癌筛查成本分析》结果显示 ，
患者在医院门诊就诊时发现结直肠癌 I、II 期的比例仅

骨干网格员为抓手的结直肠癌“早筛早防”队伍，能够
提高筛查效率降低筛查成本。通过对网格员进行结
直肠癌早筛、防治知识的培训，能够将结直肠癌早防
早筛早诊早治的重要性落实到村民心中，能够让村骨
干主动带动全村人民自检自查，并通过日常中医养生

有三分之一，多数患者就诊时已经“为时已晚”。虽然

保健、防癌健康教育等方式，强化中医药在结直肠癌

结直肠癌具有高发病率与高死亡率，但有研究表明结

早期筛查和预防中的作用，提高村民防治结直肠癌意

直肠癌的发生与遗传

[14-19]

、环境、生活方式、饮食习惯

识，提高早期筛查利用率和依从性，更便捷、更高效的

和心理因素等有关，而个人生活、饮食习惯在结直肠

做到全民“早防早筛早诊早治”。建立优化高危人群

癌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尽早对相关人群

“绿色转诊”通道能够为村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提高

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养生指导甚至药物干预可以降低

村民参与筛查的顺应性。而三级医院对一、二级医院

结肠癌发病率与死亡率。

的培训能够强基层，下沉优势医疗资源，降低三级医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印发并实

施的“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指出 要实施癌症
[20]

等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坚持

院的就诊压力。乡村吹哨、三级医疗机构联动、中西
医并重、将结直肠癌纳入慢病管理，可走出一条健康
乡村中国模式的道路。

预防为主，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

该模式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定的弊端，比如大便

疗、早康复，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更好满足人

潜血检测以免费的形式分发给村民，虽然调动了村民

民群众健康需求。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

的积极性，但从长远的发展与利益来看，可持续性、推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到，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预

广性不强，并且即使经过培训部分村民出现了使用试

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着力缓解民生的痛点。

剂盒测试不准确、试剂盒浪费、部分结果未能及时上

而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国医药卫生事

报等情况，对大便潜血结果的追踪造成了一定困难。

[21]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更

为了使得此项目更加规范可行也为了避免浪费，将医

是明确指出，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

疗资源真正下沉到基层，促进基层医疗发展，故在考

并重的方针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充分发

虑将来可在以上模式上做出进一步改进。构建结直

挥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用。可见结直

肠癌中西医并重干预防治网络系统，将该模式信息化

肠癌的中西医并重防控势在必行。而乡村人口基数

电子化，由镇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大便潜血的筛查并将

大，医疗基础设施差、人民防癌意识低、老龄化严重，

筛查结果以信息上报的形式上报，对有症状人群按照

是癌症的高发地，急需优势医疗资源的下沉与癌症的

三级医院制定出的诊疗方案进行治疗，治疗效果不佳

早筛早防早诊早治。

者或需要进一步肠镜检测者可根据患者意愿完成线

为此，本研究团队经过 3 年的结直肠癌防控模式

上绿色通道转诊。各环节各医院相互配合，实施线上

探索初步形成了“三级联动”下的乡村结直肠癌中西

结直肠癌高危人群分类，随访、跟踪、分诊、转诊的策

医并重一、二级预防模式，经过该模式近三月的改进

略，为积极推进结直肠癌早防早诊早治，确保数据的

实践，大大提高了结直肠癌防控的工作效率与筛查力

及时反馈，探索有效运行机制、扩大数据覆盖面做出

度：全村 1717 户常住人口中，完成结直肠癌高危人群
筛查 1174 人（总筛查覆盖率为 68.38%），筛出结直肠

癌高危人群 118 人（阳性率 10.05%），低危人群 260 人，
经过团队 4 年结直肠癌生活方式预防干预，未再出现

贡献，为构建中西医慢病干预防治网络、中西医并重
癌症防控工作奠定基础。
架图

图 3 中西医并重结直肠癌防治网络模式设想构

新的结直肠癌患者；在“三级联动”模式下成立的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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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Model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Rural Areas of Beijing —

Rural whistle blowing, Three-Level inkage,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Xu Yuying ，Yan Yunzi ，Hao Jie ，Sun Lingyun2 ，Zhang Tong2 ，Chen Guang3 ，He Bin2 ，Xu Yun2 ，Liu
1,2

1,2

3

Jian2 ，Wei Zaihua4 ，Yang Yufei2**
(1. Xiyuan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 , China；2. Xiyuan
Hospital，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91，China；3. Miyun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Beijing, Beijing 101500, China；4.Information Center of Beijing Center for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ijing 10001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the "primary prevention"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mode of colorectal

cancer under the three-level linkage (first level hospital - second level hospital - third level hospital) in Beijing rural
area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etwork and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of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and Western medicine.Methods

Relying on the

local village committe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driving ability of the third level hospital, training and building a rural
"early prevention and screening" team centered on "Village Branch letter": TCM health exercise group and TCM health
and cancer prevention knowledge publicity group cooperate with the team to carry out early preven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eam cooperate with the team to carry out preliminary screen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high-risk groups. In the "three-level linkage" mode, the "green referral" channel is established, and the diagnosis is

confirmed by colonoscopy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screening results of high-risk groups, and the drug or non drug
intervention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is results. Results

After four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model of colorectal cancer with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was initially formed, forming a relatively clear workflow of early screening, early diagnosis and early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initially forming 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 of colorectal cancer with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model, a total of 1174 permanent residents from

1717 permanent residents in the village have been screened for colorectal cancer high-risk population, and 118 cases of
high-risk population (positive rate 10.05%) have been found. Six cases of colorectal cancer occurred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l. Conclusion

Through the whistle blowing in rural area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rural

backbone for early screen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it can make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work truly achieve full

coverage,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creening, reduce the cost of screening. It is effective and feasible to
popularize a management mode of chronic diseases, which is based on "three-level linkage" and with rural backbone as
the main force of early prevention and early screening.

Keywords: Colorectal cancer, Whistle blowing, Three-level linkage, Primary prevention, Secondary prevention,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责任编辑：，责任译审：
）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