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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比局部进展期期直肠癌患者经新辅助放化疗（nCRT）后获得临床完全缓解

（cCR）采用随访等待观察与根治性手术［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两种治疗策略的远期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0年9月 16日至2018年 1月9日期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收治的，接受 nCRT并获得 cCR的Ⅱ~Ⅲ期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排除 5年内确诊其他恶性肿

瘤、未在本中心规律随访1年以上以及nCRT后复查项目不全者。共计238例患者入组，男性151例、

女性87例；中位年龄57（27~83）岁；临床肿瘤TNM分期Ⅱ期61例、Ⅲ期177例。nCRT采用同期放化疗

20例，同期放化疗+诱导/巩固化疗218例。放疗采用调强放射治疗技术，肿瘤靶区（GTV）50 Gy/25次/5
周，CTV 45~46 Gy/25次/5周，227例放疗总剂量在45.0~50.6 Gy之间；同期化疗仅氟尿嘧啶或卡培他

滨 27例，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 211例。59例采用等待观察治疗策略（等待观察组），

179例在nCRT后6~12周接受TME手术（根治手术组）。两组患者自治疗结束起每3个月随诊1次，

至3年后改为每半年随访1次。比较两组的整体生存率（OS）、无远处转移生存率（DMFS）和无局部

复发生存率（LRFS）等生存情况，并分析挽救性治疗情况和两组保肛率。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

存曲线，并用Log⁃rank进行时序检验。结果 选择TME手术者其nCRT结束距手术的中位时间59 d，
术后病理完全缓解（pCR）63.1%（113/179）。中位随访时间41.8（12.0~99.0）个月，全组 3、5年OS分别为

98.4% 和 96.5%，3、5年LRFS分别 96.5%和 96.5%，3、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 89.8%和 88.0%，3、5年

DMFS分别为91.0%和87.9%。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3年OS分别为100%和97.9%，5年OS分别

为90.6%和97.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9）。随访期间，等待观察组局部复发 7例，均出现在

治疗后 2年内，3年局部复发率为12.9%，高于根治手术组（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挽

救手术成功率为5/6，挽救性治疗后，两组的 LRF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37）。等待观察组和

根治手术组的 3年DMFS 分别为 88.4% 和 81.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93）。等待观察组7例

局部再生长后发生或同时合并远处转移3例。等待观察组保肛率为 89.8%（53/59），高于根治手术

组 73.7%（132/1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肿瘤下缘距肛缘≤5 cm患者，等待观察组保肛

率 88.0%（44/50），显著高于根治手术组 54.4%（56/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经

nCRT获得 cCR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选择等待观察治疗策略安全可行、保肛率高，但仍有待进

一步临床研究加以确认。

【关键词】 直肠肿瘤，局部进展期； 新辅助放化疗； 临床完全缓解； 等待观察； 无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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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long⁃term efficacy between watch and wait (W&W) strategy
and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ME) in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 and attained 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cCR) after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nCRT).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arried out. A total of 238 patients with stage II⁃III LARC
exhibiting cCR after nCRT in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from September 16, 2010 to
January 9, 2018 were enrolled.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other malignant tumor within 5 years,
did not receive regular follow⁃up in our center for more than 1 year and had no complete examination
items after nCRT were excluded. Of 238 patients, 151 were male and 87 were female with a median age
of 57 (27⁃83) years old. According to TNM stage, 61 cases were cII, 177 cases were cIII.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was performed in 20 patients. CCRT plus induction / consolidated
chemotherapy was performed in 218 patients.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was applied to
radiotherapy. The median radiation dose was 50 Gy/25 Fr for both the primary tumor and clinical target
volumes, and the total dose was 45.0 to 50.6 Gy for 227 patients. In 27 patients, single ⁃ agent
fluorouracil or capecitabine was used as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But in the other 211 patients, a
combined regimen of oxaliplatin and fluorouracil or capecitabine was used. After nCRT, 59 and 179
patients received W&W (W&W group) and TME 6⁃12 weeks later (TME group), respectively. After the
ending of treatment, patient was interviewed one time every 3 months and after 3 years, one time every
six months.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 distant⁃metastasis⁃free survival (DMFS) rate, and local⁃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LRFS)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The salvage treatment and sphincter
preservation rate were analyzed. The survival curve was drawn with Kaplan⁃Meier method and evaluated
by log⁃rank method. Results In the cases treated with TME, the median interval from nCRT to surgery
was 59 days. The postoperative pCR rate was 63.1%(113/179).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of the whole
cohort was 41.8 (12.0⁃99.0) months. The 3⁃year and 5⁃year OS rates were 98.4% and 96.5%; the 3⁃year
and 5⁃year LRFS rates were 96.5% and 96.5%; the 3⁃ and 5⁃year DMFS rates were 91.0% and 87.9%,
respectively. The 3⁃year OS rates in the W&W group and the TME group were 100% and 97.9%; the 5⁃
year OS rates in W&W group and the TME group were 90.6% and 97.9% (P=0.339); The 3⁃year local
recurrence rate (LRR) in the W&W group was 12.9% (7 cases recurred within 2 years), which was
significanthy higher then that in the TME group (0.6%, P=0.003). Salvage surgery was successful in 5/6
cases. After salvage surgery, LRFS rat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137).
The 3⁃year DMFS rate in the W&W group and the TME group were 88.4% and 81.1%, whos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P=0.593). Recurrence with simultaneous metastasis was seen in 3 / 7 cases of the
W&W group. The sphincter was preserved in 89.8% (53/59) of patients in the W&W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3.7% (132/179) in the TME group (P<0.001). When distance of tumor from
the anal verge was ≤ 5 cm, the sphincter preservation rate (SPR) in the W&W group was 88.0% (44/5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54.4% (56 / 103) in the TME group (P<0.001). Conclusions
W&W is safe and feasible for patients with LARC and cCR after nCRT. The results should be verified
by further clinical trials.

【Key words】 Rectal neoplasms, locally advanced；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Watch and wait； Colostomy⁃free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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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新辅助放化疗（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
apy，nCRT）可以降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治疗后

的局部复发，同时也可以通过缩小肿瘤、降期等优

势，增加局部进展期直肠癌保留括约肌的机会。多

个结直肠癌诊疗指南均推荐nCRT后行全直肠系膜

切除（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作为局部进展

期直肠癌的标准治疗策略，但直肠癌TME手术本身

存在发生吻合口漏等各种并发症的风险，对直肠肛

门控制排粪功能和性功能方面也有长期负面影响[1]。

此外，远端低位直肠癌患者腹会阴联合切除术（Miles
术）的永久性造口，也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2004年，Habr⁃Gama等［2］提出，局部进展期直肠

癌 nCRT 后获得临床完全缓解（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cCR）患者，可采用等待观察治疗策略。此

后，一系列临床研究报道推动了关于直肠癌nCRT后

cCR患者是否采用等待观察的讨论。总体而言，等待

观察与TME手术相比，前者获得了与术后病理完全缓解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患者相似的

总生存率，且获得了更佳的器官解剖结构与生理

功能保全的结局。

然而，目前关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等待观察策

略的研究设计，主要集中于等待观察治疗策略的

cCR 患者，对比经 nCRT后接受 TME 手术者（包括

cCR和非 cCR）或 nCRT后接受TME且术后 pCR者；

而缺乏在 cCR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中，直接比

较等待观察与 TME 手术两种治疗策略疗效的数

据。本文总结分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局部进

展期直肠癌患者 nCRT 后 cCR 采取等待观察对比

TME手术的单中心临床经验。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病例纳入标准：

（1）病理确诊直肠腺癌；（2）根据美国癌症联合会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第七版

分期为Ⅱ~Ⅲ期；（3）接受 nCRT并获得 cCR。排除

标准：（1）诊断直肠癌 5年内，同时确诊其他恶性肿

瘤；（2）未在本中心规律随访 1年以上；（3）nCRT后

复查项目不全。

根据上述标准，2010年9月16日至2018年1月

9 日期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收治的、接受

nCRT治疗患者 1 566例，其中获得 cCR的 238例局

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纳入本研究，男性151例，女性

87例，中位年龄57（27~83）岁，临床分期Ⅱ期61例、

Ⅲ期 177例。59例患者在被告知病情、并交代可以

选择的治疗措施后，自愿放弃手术而选择等待观察

策略（等待观察组），179例接受TME手术（根治手术

组），nCRT后距手术的中位时间为59（34~257）d；其
中Dixon术132例（73.7%)，Miles术47例（26.3%）；术

后 pCR率 63.1%（113/179）。两组患者临床基线资

料的比较见表1。
二、新辅助放化疗方案

（1）放疗：采用调强放射治疗技术，肿瘤靶区

（GTV）50 Gy/25次/5周，CTV 45~46 Gy/25 次/5 周。

（2）化疗：采用2~4周期新辅助化疗，化疗方案包括

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单药方案，或以氟尿嘧啶或卡

培他滨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方案等。新辅助放化疗

技术细节参照文献［3⁃4］。
三、cCR评价方法和标准

完成nCRT方案中最后一次放疗后的第5周，对

患者进行全面复查评估。复查项目包括盆腔MRI
及胸腹部CT、电子结肠镜和（或）直肠超声肠镜、癌

症标志物以及病理组织学检查等。

cCR评价标准参考Habr⁃Gama等［2］和Mass等［5］

的报道，对 nCRT后直肠癌病灶进行评估。（1）直肠

指诊未触及结节或溃疡；（2）内镜下观察到 cCR的

典型表现，如黏膜下白色瘢痕、新生毛细血管或正常

肠壁，无溃疡或硬结，多点活检病理结果为阴性；

（3）MRI 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或T2加权成像结果显示，原肿瘤部位表现为

正常肠壁或显著纤维化；（4）血清癌胚抗原水平完

全正常；（5）CT检查未见远处转移。必须符合上述

标准的所有条件，才能确定为cCR；检查项目不完整

者，因无法评价cCR而排除出本研究。

四、新辅助治疗后的治疗对策

根治手术组在nCRT后6~12周接受TME手术，

术后4周行辅助化疗。等待观察组在全面复查后决

定放弃手术时即开始辅助化疗。化疗方案包括氟

尿嘧啶或卡培他滨单药方案，或以氟尿嘧啶或卡培

他滨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方案等［3⁃4］。完成化疗情况

见表1。
五、随访方法与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自治疗结束起，每3个月随诊1次，至

3年后改为每半年随访1次。其中，等待观察组自开

始观察决策起每3个月门诊复诊，进行直肠指检、肠

镜、盆腔MR及癌胚抗原水平检查，每半年行胸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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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检查至治疗后3年；根治手术组适当减少肠镜检

查频率。对随访中发现局部复发者行挽救性治疗，

治疗方式以根治性手术为主，无法行根治性手术切

除者行化疗；治疗方案经过多学科团队讨论制定。

末次随访日期截至2019年1月11日。生存超过5年
者，按5年计算。

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 3年和 5年总体生存率

（overall survival，OS），肿 瘤 特 异 生 存 率（cancer

specific survival，CSS）、无进展生存率（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无 远 处 转 移 生 存 率（distant
metastases⁃free survival，DMFS）和无局部复发生存率

（lo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LRFS），并分析挽救性

治疗情况和两组保肛率。

六、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范围）表示，采用

表1 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的比较

基线资料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M（范围）］

世界卫生组织功能状态评分［例（%）］

0
1
2

肿瘤T分期［例（%）］

T2

T3

T4

肿瘤N分期［例（%）］

N0

N1~2

肿瘤距肛缘距离［例（%）］

≤3 cm
4 cm
5 cm
6 cm
>6 cm

肿瘤分化程度［例（%）］

高

中

低

不详

术前癌胚抗原［μg/L，M（范围）］

新辅助治疗模式［例（%）］

仅同期放化疗

同期放化疗+诱导/巩固化疗

放疗总剂量［例（%）］

45.0~50.6 Gy
＜45.0或＞50.6 Gy

化疗药物［例（%）］

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单药

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

等待观察组（59例）

39（66.1）
20（33.9）
58（29~78）

27（45.8）
31（52.5）
1（1.7）

6（10.2）
36（61.0）
17（28.8）

14（23.7）
45（76.3）

29（49.2）
15（25.4）
6（10.2）
5（8.5）
4（6.8）

2（3.4）
45（76.3）
2（3.4）

10（16.9）
2.78（0.5~36.0）

5（8.5）
54（91.5）

57（96.6）
2（3.4）

7（11.9）
52（88.1）

根治手术组（179例）

112（62.6）
67（37.4）
57（27~83）

117（65.4）
62（34.6）

0

8（4.5）
126（70.4）
45（25.1）

47（26.3）
132（73.7）

37（20.7）
26（14.5）
40（22.3）
22（12.3）
54（30.2）

29（16.2）
126（70.4）

0
24（13.4）

3.57（0.5~186.7）

15（8.4）
164（91.6）

170（95.0）
9（5.0）

20（11.2）
159（88.8）

统计值

χ2=0.239

Z=-0.397
χ2=9.018

χ2=3.254

χ2=0.149

χ2=29.974

χ2=11.706

Z=-1.443
χ2=0.001

χ2=0.026

χ2=0.021

P值

0.625

0.691
0.006

0.192

0.906

<0.001

0.005

0.149
0.982

0.871

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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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两组间

比较采用χ2检验，两组等级资料间比较采用秩和检

验。采用Kaplan⁃Meier曲线进行生存分析，生存曲线

的比较采用Log⁃rank时序检验。以双侧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总体生存情况

全组中位随访 41.8（12.0~99.0）个月，3、5年OS
分别为 98.4%和 96.5%，3、5年DMFS分别为 91.0%
和87.9%，3、5年LRFS分别为96.5%和96.5%。

二、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生存情况的比较

随访期间，根治手术组5例死亡，其中1例于术

后77个月死于糖尿病；等待观察组2例死亡。等待

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 3 年 OS 分别为 100% 和

97.9%，5年OS分别为 90.6%和 97.9%，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339），见图1。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

组 3 年 CSS 分别为 100% 和 97.9%，5 年 CSS 分别为

90.6%和97.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9）。
三、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复发情况比较

等待观察组中位随访 38.3（12.8~71.2）个月，

59 例中 7 例发生了经病理证实的局部复发（再生

长），累计局部复发率 11.9%，3 年局部复发率为

12.9%。局部复发位置包括肠壁6例、肠旁结节1例；

全部局部复发均出现在治疗后 2年内（第 1年 3例、

第 2年 4例）。根治手术组中位随访43.5（12.1~99.1）
个月，179例中1例在治疗后1年内发生局部复发，累

计复发率为0.6%，局部复发位置为膀胱壁。根治手

术组的 LRFS高于等待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见图2A。

对等待观察组 7例局部复发患者行挽救性治

疗，5例挽救性手术，均R0切除，其中 1例Dixon术，

4例Miles术；1例合并转移，手术后行辅助化疗；1例
可手术但自身原因拒绝治疗，整体挽救治疗成功率

为 5/6。挽救性治疗后，两组的LRFS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137），见图2B；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

3 年 PFS 分别为 88.7% 和 91.5%，5 年 PFS 分别为

81.3%和90.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54）。
四、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远处转移情况的

比较

随访期间，等待观察组远处转移 6例，累计远

处转移率10.2%（6/59）；根治手术组远处转移17例，

累计远处转移率 9.5%（17/179）。等待观察组与根

治手术组 3 年 DMFS 分别为 88.4% 和 91.5%，5 年

DMFS 分别为 81.1% 和 89.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593），见图3。

等待观察组中，7例局部复发的患者中有4例发

生远处转移，其中先局部复发后再远处转移2例，先

出现远处转移再出现局部复发 1 例，同时诊断局

部复发和远处转移1例；52例持续cCR的患者中，有

2例发生远处转移，两亚组DMFS比较，差异有统计

图1 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总体生存曲

线比较

图2 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无局部复发

生存曲线比较 2A.挽救性治疗前；2B.挽救性治疗后

A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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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0.001）。见图4。根治手术组中，113例术

后 pCR患者中有 10例（8.8%）发生远处转移，66例

非 pCR患者中 7例（10.6%）发生远处转移，两亚组

DMF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11）。见图5。

五、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保肛率的比较

等待观察组保肛率为89.8%（53/59），高于根治手

术组73.7%（132/1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对于肿瘤下缘距肛缘≤5 cm（等待观察组和根治手术

组分别有50例和103例）、≤4 cm（等待观察组和根治

手术组分别有44例和63例）、≤3 cm（等待观察组和根

治手术组分别有29例和37例）的患者，等待观察组保

肛率分别为 88.0%（44/50）、88.6%（39/44）和 89.7%
（26/29），根治手术组保肛率分别为54.4%（56/103）、
39.7%（25/63）和 27.0%（10/37），差异均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均P<0.001）。
讨 论

由于不同研究中nCRT方案和评估时机等存在

明显差异，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经 nCRT后 cCR率在

10%~78%之间［1,6］。本研究根据Habr⁃Gama 等［2］及

Maas等［5］研究报道的评价标准，对本组 nCRT的局

部进展期直肠癌进行筛选，cCR率15.2%，较大多文

献报道结果明显偏低，可能与把握筛选标准过严有

关［7］。

nCRT后 cCR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选择等待观

察治疗策略预后极好，主要研究集中在下面3个层面。

1.cCR的等待观察治疗组对比经新辅助放化疗

后接受TME手术组（包括 cCR和非 cCR）：代表性研

究是英国 Renehan 等［8］报道的 OnCoRe 项目结果。

该研究经 1∶1倾向评分匹配，筛选出 109例等待观

察策略的 cCR患者与 109例经 nCRT后接受TME手

术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进行比较。中位随访

33个月，等待观察组局部复发累计发生率 34%，1、
2、3年局部复发率分别为 28%、33%和 38%，但挽救

性治疗成功率 88%；等待观察组的 3年OS为 96%，

略高于TME手术组 87%（P=0.024；截断P<0.01）；而

且等待观察组 3 年无造口生存率 74%，显著高于

TME手术组47%（P<0.0001）；这些结果表明，cCR的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选择等待观察治疗策略是安全

有效并可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2.cCR 的等待观察治疗组对比 nCRT 后接受

TME且术后pCR组：客观上，术后pCR患者预后最佳，

可作对照组“金标准”。最早于 2004年Habr⁃Gama
等［2］报道第一篇临床研究结果。该研究从384例接

受新辅助放化疗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中，筛选出

cCR患者 71例进行等待观察，其余患者经 TME术

后22例病理证实为pCR。结果发现，等待观察组5年

OS和DFS均高于TME术后pCR组（分别为100%比

88%，92%比 83%；P>0.05），据此，作者首次提出了

nCRT后 cCR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选择等待观察治

图4 等待观察组中持续临床完全缓解（cCR）组与局部复发组累计

无远处转移生存曲线比较

图 5 根治手术组中非病理完全缓解（非 pCR)组与病理完全缓解

（pCR）组无远处转移生存曲线比较

图3 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累计无远处

转移生存曲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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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策略的可行性问题。随后，类似的研究报道并不

少见。Dossa等［9］就此热点话题进行了系统回顾及

Meta分析，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最近 Smith等［10］也

报道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结果，尽管113
例等待观察组的 cCR患者年龄高于 136例 nCRT后

TME术后pCR组（中位年龄：67岁比57岁，P<0.001），

但两组 5 年 OS 分别为 73%（95%CI：60%~89%）比

94%（95%CI：90%~99%），5年疾病特异性生存率分

别为90%（95%CI：81%~99%）比 98%（95%CI：95%~
100%）。以上研究结果表明，cCR患者等待观察策

略的生存结果完全可以与术后pCR患者相媲美。

3.在新辅助放化疗后cCR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

患者中等待观察治疗组对比TME手术组：这是两种

治疗策略最直接的比较。Dossa等［9］汇总了3项临床

研究共199例nCRT后cCR的患者，等待观察组2年局

部复发率为3.3%~30%，高于TME组0~13%，但前者

局部复发后大部分可行挽救性治疗，最终两组OS和
DSS接近。本项研究纳入238例 cCR的局部进展期

直肠癌，是目前 cCR患者中选择等待观察策略对比

TME 手术最大样本量的一项临床研究，中位随访

41.8个月，等待观察组 3年局部复发率 12.9%，TME
组0.6%（P=0.003），但12.9%的3年局部复发率本身

比较低，且80%以上均可得到及时挽救性治疗；最终

两组 3年OS分别为 100%和 97.9%（P=0.339），疗效

非常满意。因此，已报道的数据与本项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nCRT后 cCR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其等

待观察策略的最终生存疗效并不亚于TME手术。

然而，也有同行持不同观点，主要顾虑在于担心

等待观察患者可能存在较高的远处转移风险。从本

项研究结果来看，等待观察组 cCR患者累计远处转

移率为10.2%，与TME组9.5%非常接近。从已发表

的主要研究结果来看，cCR患者等待观察的远处转移

率在 8.0%~10.0%之间［10⁃12］。如此低的远处转移率，

在临床实践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当然，发生局部

肿瘤再生患者中的确存在较高的远处转移风险。如

Smith等［10］报道的局部肿瘤再生者远处转移率为36%
（8/22）。而本项研究局部肿瘤再生者发生远处转移

为3/7，但这种风险仅存在于占全组10%的局部再生

患者中，对全局影响不大，最终无论是等待观察组还

是TME组，两组的远处转移率相似。

nCRT后 cCR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采用等

待观察治疗策略，其优势非常明显，80%左右的患者

避免了TME手术，无造口生存率74.0%~82.0%［5，8⁃11］。

从而使大部分 cCR直肠癌患者避免了根治性手术

给患者带来的并发症与后遗症，特别是保存了肛门

这一重要器官的解剖结构与生理功能，进而保全了

良好的生活质量［1］。本项研究也明确无误地再次验

证了上述结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的 cCR
患者中，等待观察策略对比TME手术的保肛率随病

灶下缘越靠近肛缘，两种治疗策略保肛率的差距

就越显著，其中≤5 cm者差距33.6%、≤4 cm者48.9%、

≤3 cm者高达 65.7%，因此，远端低位 cCR直肠癌患

者采用等待观察策略获益愈加明显。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先天不足。首先是回

顾性研究的缺陷难免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倚；其次是

等待观察治疗策略组样本量仍然较小。为了进一

步明确新辅助放化疗后 cCR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

患者采用等待观察治疗策略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多

中心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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