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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年12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开始暴发流

行，其病原体为2019⁃nCoV，具
有感染力强，人群普遍易感的

特点。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防控形势严峻。在这样

的背景下，作为一线的医务工

作者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压

力，但是通过我们严格的管理

策略，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感染

暴露的风险。笔者通过对近

几年的研究进展和指南的归纳总结，从结直肠癌的疾病筛

查、治疗策略（包括早期结直肠癌、局部晚期结直肠癌、梗阻

性结直肠癌、转移性结直肠癌以及新辅助治疗后患者的治

疗）、辅助治疗的药物选择和时限选择、急诊手术患者的防护

措施、术后患者复查以及医务人员的防护等方面，进行了治疗

策略的改进，以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峻的形势下，为

广大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以获得最佳的治疗，也为各位同道

提供更合时宜的治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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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ecember 2019, a new outbreak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began to occur. Its pathogen is 2019 ⁃
nCoV,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infectivity and
general susceptibilit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is severe. In this context,
as front⁃line medical workers bearing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and pressure, while through strict management strategy, we can
minimize the risk of infection exposure. By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guidelines in recent years in the fields of
colorectal cancer disease screening, treatm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early colorectal cancer, locally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obstructive colorectal cance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and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after neoadjuvant therapy),
the choice of medication and time limit for adjuvant therapy, the
protective measures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emergency surgery,
the re ⁃examination of postoperative patien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medical staff, etc., authors improve treatm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choices for patients to obtain the best
treatment under the severe epidemic situation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Meanwhile we hope that it can also
provide more timely treatment modeling schemes for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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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武汉首先确诊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新冠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病例，随后新冠肺炎在全国暴发。2020年2月12日，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正式将新冠肺炎病原体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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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9⁃nCoV；2019⁃nCoV的宿主和中间宿主至今

尚不十分明确，其传染力极强，通过流行病学研究

2019⁃nCoV的传染指数（R0）为 2.2，对人群普遍易

感［1⁃3］。但在中国政府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

筹协调下，当前，疫情防检工作已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不过，我们目前仍不能掉的轻心，抗 疫斗争

仍在路上。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美国癌症协会最

新数据显示，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第

3位［5］；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我国，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占第3位，死亡率占第5位，严重

威胁着国民的生命健康［6］。癌症患者常伴免疫力

低、营养状态不良以及合并其他系统原发疾病等情

况，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是相对高危人群。同时，针

对结直肠癌肿瘤的治疗也十分迫切。因此，如何平

衡新冠肺炎和结直肠肿瘤的关系，做好严密的防控

措施，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显得尤为重要。本文

从结直肠癌的疾病筛查、治疗、随访、防护措施等方

面，进行了治疗策略的思考和改进，以期在新冠肺

炎疫情严峻的形势下，让结直肠癌患者获得最佳的

治疗。见表1。以下防治策略的制定都是针对非新

冠肺炎感染的结直肠癌患者，特此说明。

一、结直肠癌患者与新冠肺炎的关系

张鹏和陶凯雄［7］报道，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医院存在6例胃肠道肿瘤合并新冠肺炎

病例，其中术后发热存在3例，死亡2例。Chan 等［8］

研究发现，2003年感染 SARS病毒（SARS⁃Cov）感染

的患者可以产生肠道症状，肠道是可以检测到活病毒

的肺外器官，该研究通过对 7 种人类肠道细胞系

DLD⁃1、HCT⁃116、HT⁃29、LoVo、LS⁃180、SW⁃480 和

SW⁃620进行检测，发现LoVo具有感染SARS⁃CoV的

可能性。而2019⁃nCoV和SARS病毒高度同源，由此

2019⁃nCoV也可能存在肠道感染的可能性。中山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杨智炜教授等［9］对新冠肺炎咽拭

子核酸检测阴性患者进行粪便的核酸检测，发现仍

有 3例患者呈核酸阳性。一项 Lancet Oncol最新发

表的纳入了1 590 例新冠肺炎病例的临床研究发现，

18 例（1%）具有癌症病史，且在过去1个月内接受过

化疗或手术的患者存在更高的临床严重事件风险

（75% 比43%）［10］。因此，对于胃肠外科门诊，特别是

存在肠道症状的患者，需要格外警惕，首先在诊查过

程中需要做好严密的个人防护，其次在肛门指诊或者

电子结肠镜筛查结果阴性的情况下，不要忽略新冠

肺炎的可能，一定需要追问患者的流行病学接触

史，必要时建议患者就诊于定点医院，进行咽拭子

或者粪便的 2019⁃nCoV核酸检测，避免遗漏呼吸道

症状不典型的新冠肺炎感染者。

二、加强入院前筛查策略

对于需要住院的患者，必须进行门诊的严密筛

查，为此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建立了一套详细的入

院前筛查策略，见图1。门诊设置专职筛查医师，患者

进医院前，需要进行流行病史初筛以及体温测量，进

入诊区时需要进行流行病学史筛查及体温测量，就诊

时需要佩戴口罩，进入诊室要求无家属陪护，严格按

照一人一诊室的制度执行，避免交叉感染的发生。就

诊时，接诊医生首先需要进行流行病学史的筛查并询

问体温，再进行正常的诊疗活动。对于存在发热或者

存在流行病学接触史的患者需要发热门诊进行初筛，

排除新冠肺炎患者后再进行专科就诊，必要时需要进

行CT检查或核酸检测。门诊设置专职住院前筛查医

师，对于定期预约化疗住院的患者，需要门诊筛查流

行病学史、进行血常规及胸部CT检查，查无异常后方

可入院。对于需要住院手术的患者，一律采取预约

制，经过门诊筛查后，统一办理住院。筛查结果考虑

存在血常规异常或CT存在病毒性肺炎表现的，暂缓

入院，建议定点医院就诊。

三、早期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策略

1.癌前病变的治疗选择：对于电子结肠镜检查

直径>5 mm的息肉就有临床治疗的价值，一般建议

内镜治疗完整切除息肉，如果息肉较大（直径>2 cm
或者为黏膜下腺瘤）的患者也可以考虑采取分步内

镜 下 黏 膜 切 除 术（piecemeal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PEMR）［11］。部分病理考虑为癌前病变但病

变较大、内镜不能切除的患者，也可以选择根治性

手术治疗或者局部手术切除。但是对于病理诊断

考虑为不典型增生尚未癌变的患者，由于腺瘤发展

为癌尚需要一定时间，在新冠肺炎疫情感染严重时

期，建议适当推迟就诊时间，推迟时间的长短需要

根据疫情控制情况和主诊医师共同协商。在观察

期内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症状，患者需要定期随诊，

如果疫情解除时间>1个月，建议患者可以1个月复

查 1次肠镜；对于低位直肠患者，可 2周复诊，行直

肠镜或直肠指诊，以明确病变进展状态，必要时重

新活检。如果观察期内有症状加重，随时就诊。

2.早期结直肠癌的治疗选择：早期T1N0M0结直

肠癌患者，由于预后较好，治疗方式以内镜治疗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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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治疗为主，故可以建议患者适当推迟治疗时间；在

观察期内需要2周复诊1次，进行病史采集、直肠指

诊（低位直肠患者）和肿瘤标记物的监测，必要时复

查电子结肠镜及病理检查。如果患者治疗意愿强

烈，进行严格门诊筛查后可入院治疗，在治疗方式选

择上推荐以内镜治疗为主，这样患者术后恢复快，医

院暴露时间短，可减少感染的机会。对于肿瘤距肛

缘8 cm以下、肿瘤直径<3 cm的患者也可以考虑选择

表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结直肠癌患者治疗策略推荐

干预分组

门诊筛查

患者分层

肠镜或指诊正常

需要住院治疗患者

治疗建议

追问流行病史，必要时定点医院就诊，

粪便核酸检测

预约制

时限选择

早期结直肠癌患者 癌前病变

T1N0M0

T2N0M0

观察

内镜治疗

手术治疗

内镜治疗或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

适当推迟治疗，定期随诊

适当推迟治疗，定期随诊

局部晚期结直肠癌 T4b结肠癌

T3~4N0~2M0结直肠癌

肿瘤距肛缘12 cm以内的T3~4和或N+M0
直肠癌

肿瘤距肛缘12 cm以内的T3N0M0直肠癌

肿瘤距肛缘>12 cm局部进展期直肠癌

新辅助化疗

建议新辅助治疗

推荐术前新辅助放化疗，长程同步放

化疗；全程新辅助治疗（TNT）模式

（临床研究）

可以考虑短程放疗

参照局部进展期结肠癌

2~3周期评估，择期手术

适当延迟手术时间

适当推迟手术治疗时间

适当推迟手术治疗时间

梗阻性结直肠癌 完全梗阻

一般状态较好的完全梗阻

不全梗阻患者

手术治疗，梗阻严重、肠道准备较差、

一般状况比较差的患者，一期造口

或者预防性造口

尝试肠梗阻导管或者肠道支架的置入

首先考虑肠道支架置入，成功后行新辅

助治疗

即刻治疗

适当推迟手术治疗时间

转移性结直肠癌 初诊患者

已经在治疗患者

进展患者

多学科诊疗模式（MDT）
一线以奥沙利铂为主推荐：CapeOX
一线以伊立替康为主推荐：XELIRI
疾病控制稳定：可单药卡培他滨暂时

维持

使用西妥昔单抗患者：建议单周更换

为双周放案

使用贝伐珠单抗患者：建议双周更换

为3周放案

线上MDT，确定下一步方案

选择周期时间长，医院暴露时间短

的方案

在可以耐受副反应的前提下，选择

周期长，医院暴露时间短的方案

避免医院暴露

辅助治疗患者 Ⅱ期高危

T3N1低危

T4或 N2高危

T4期患者：可建议CapeOX方案3个月

其他高危患者：CapeOX方案6个月

建议CapeOX方案3个月

建议CapeOX方案6个月

选择周期时间长，医院暴露时间短

的方案，减少总体化疗时间

选择周期时间长，医院暴露时间短

的方案，减少总体化疗时间

选择周期时间长，医院暴露时间短

的方案

新辅助治疗后患治 预约根治性手术

临床完全缓解患者

可考虑在等待间期CapeOX
手术意愿不强烈：等待观察策略

手术意愿强烈：可暂进行观察或化疗

建议适当延迟手术时间，8~12周
延长根治性手术或补救性手术时

间，定期随访

急诊患者 明确流行病学史

不明确流行病学史

二级防护，终末消毒

按感染者对待，三级防护，终末消毒

即刻进行治疗

即刻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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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肛手术切除。但T1期结直肠癌患者，也存在淋巴

结转移的可能［12］。在进行内镜切除或局部切除时，

需要通过高分辨核磁及腔内超声等影像学的充分评

估，并且术后需要定期随访肿瘤标记物和CT检查。

因此，对于预后也较好的T2N0M0患者，根治性手术治

疗是其首选的治疗方式，同样推荐在特殊时期可以适

当延迟治疗时间，随访和筛查方法同T1N0M0。如果患

者治疗意愿强烈，收治入院后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在

有条件的医院，推荐腹腔镜手术治疗。

四、局部晚期结直肠癌的治疗策略

1.局部晚期结肠癌的治疗选择：对于影像学评估

肿瘤较大、侵及程度达到T4b的结肠癌，指南上推荐可

以进行新辅助化疗。对于影像学评估初始可切除的

结肠癌，推荐根治性手术切除，对于此类可以手术切

除的局部进展期结肠癌进行新辅助化疗，尚存在争

议。2019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会议报告了欧洲的FOxTROT
研究［13］结果，该研究共入组1 052例局部进展期结肠

癌患者（cT3~4N0~2M0），结果显示，新辅助化疗组获得

了更好的降期效果，59% 的患者出现肿瘤退缩，

3.4%的患者存在肿瘤完全退缩。由蔡三军教授发

起的COLARC 研究和汪建平教授发起的OPTICAL
研究，都针对局部晚期结肠癌的新辅助化疗进行了

探讨。COLARC 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结肠癌的新

图1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住院患者诊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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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化疗临床缓解率为 68%，且具有较高的安全

性［14］。因此，在当前疫情影响下，对于局部肿瘤无

出血、穿孔或梗阻的 cT4b 期局部进展期结肠癌患

者，强烈推荐进行新辅助化疗，2~3个周期后评估疗

效，决定手术时机；对于 cT3~4N0~2M0的局部进展期结

肠癌患者，可以建议患者进行新辅助化疗，等待新

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再进行根治性手术的治疗。注

意观察患者在治疗期间的症状，如果出现肿瘤进

展，随时就诊。

2.局部晚期直肠癌的治疗选择：对于肿瘤距肛

缘 12 cm以内的 T3~4和（或）N+M0局部晚期直肠癌，

指南推荐行新辅助放化疗，对于这部分患者，需要

更加明确地告知患者行新辅助放化疗的临床获益

情况，对于手术意愿强烈的患者需要继续与患者沟

通，做好思想工作，让患者充分理解新辅助放化疗

的临床疗效，待疫情结束后再行根治性手术治疗。

对于新辅助放化疗指南推荐长程同步放化疗，可以

获得更好的肿瘤退缩，便于手术切除，降低局部复

发概率。但是对于T3N0M0的患者，短程放疗似乎也

可以作为一个推荐的选择，其主要目的是在控制局

部肿瘤的同时，可以让患者安全地度过疫情期，减

少在医院的暴露时间，避免感染。此外，全程新辅

助治疗（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TNT）模式的应

用，也应在这个时期充分发挥其优势。“一项临床研

究结果显示，TNT组患者的完全缓解率——包括临

床完全缓解和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为36%，而新辅助放化疗组的完全缓

解率为 21%［15］。目前 TNT的治疗模式尚在临床研

究阶段，对于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可以推荐入组

TNT治疗研究，可以减少疫情期间的医院暴露时间，

并期待获得更好的临床完全缓解（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cCR）率。对于肿瘤距肛缘>12 cm的局部进

展期直肠癌，一般不推荐放疗，其治疗方式可以参

照局部进展期结肠癌的模式，可以对部分治疗依从

性较好的患者，推荐新辅助化疗。

五、梗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策略选择

对于完全梗阻的结直肠癌患者，保守治疗不能

改善的，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对于手术方式的选择，

需要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对于梗阻严重、肠道准

备较差并且一般状况比较差的患者，行一期造口或

者预防性造口都是比较推荐的选择方式。对于部

分一般状态较好的患者，可以尝试肠梗阻导管或者

肠道支架的置入［16］。如果操作成功，可以改善患者

一般状态，并推荐患者进行术前的新辅助治疗，以

便度过疫情期，同时可以获得肿瘤退缩，避免造口

手术的实施。对于低位直肠梗阻患者，一般不选择

金属支架置入。

对于一般状态良好的不全梗阻患者，可以首先

考虑肠道支架的置入，为患者进行梗阻诊治，方便

进行肠内营养治疗，同时推荐支架置入成功的患者

进行术前新辅助治疗，希望通过“桥接”过渡治疗减

少造口率以及避免新冠肺炎的感染［16］。

六、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治疗策略

1.初诊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策略：对

于初诊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需要进行多学科诊

疗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讨论，为

患者制定安全有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对于一线

化疗方案选择以奥沙利铂联合氟尿嘧啶为主的化

疗方案时，在疗效相同的前提下，推荐一线方案为

3周一个周期的CapeOX方案，减少患者在医院的暴

露时间。如果需要选择以伊立替康为主的化疗方案

时，可以考虑选择3周一个周期的XELIRI方案。最

新的AXEPT研究结果显示，在亚洲人群中，使用伊

立替康联合卡培他滨的疗效不劣于FOLFIRI方案，

而XELIRI的方案选择可以减少患者的医院暴露时

间，更为推荐［17］。

2.正在治疗者选择靶向药物：对于目前正在接

受全身治疗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如果疾病控制

稳定，可以考虑暂时延迟化疗，延迟期间通过口服

卡培他滨进行维持治疗。2015年ASCO会议上，徐

瑞华教授团队发起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强效

化疗方案有效的患者进行单药卡培他滨的维持治

疗，可以提高患者预后［18］。对于正在联合使用靶向

药物治疗的患者，在应用西妥昔单抗注射液时不良

反应可以耐受的前提下，可以选择2周用药方案；对

于贝伐珠单抗的使用者，可以选择 3周方案。对于

疗效评估肿瘤进展的患者，需要为患者召集MDT，
制定更佳的治疗策略，建议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

线上MDT讨论，避免医务人员的聚集和患者不必要

的医院暴露史，制定好下一步治疗方案后，再进行

方案的更换。

七、新辅助治疗后患者治疗策略的选择

1.新辅助放化疗后等待时间的选择：对于新辅

助治疗完成、需要预约根治性手术的患者，建议患

者适当延迟接受手术治疗时间，等待间期可以进行

化疗，方案推荐CapeOX方案。一项纳入3 298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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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新辅助放化疗后延

缓手术，能够增加pCR率［19］。但是延长的时间不是

无限制的，过长的等待时间可能会导致肿瘤的进

展。一般建议，在新辅助放化疗后8~12周进行手术

治疗，就目前而言最长可延至12周。

2.cCR患者治疗策略的选择：对于新辅助治疗

后 cCR的患者，可以结合患者的治疗意愿，为患者

选择等待观察策略或者延长手术等待时间。虽然

目前等待观察策略尚存在争议，但有部分研究结果

显示，选择等待观察策略的患者总体生存率并不劣

于手术治疗的患者［20］。对于手术治疗意愿强烈的

患者，可以建议患者进行短期的观察，2周随访1次，

进行肛门指诊、直肠镜和肿瘤标记物的筛查，待疫

情结束后再进行完善的评估，考虑进行根治性手术

治疗。

八、辅助治疗的药物选择和时限选择

对Ⅱ期结直肠癌患者的辅助治疗采取分层管

理。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Ⅱ期结直肠癌患者，推荐

联合化疗方案，在目前的情况下建议采用CapeOX
方案；但对于 7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联合氟尿嘧啶

治疗的临床获益尚未证实，建议单用卡培他滨。

2019年ASCO上最新的研究报道——IDEA的三期

临床研究［21］结果显示，对Ⅱ期高危（T4）患者的亚组

分析显示，采用CapeOX方案3个月的辅助治疗效果

非劣于6个月，且毒性低，而FOLFOX6方案3个月化

疗效果则劣效于 6个月。结合上述研究，对于目前

情况，T4期的高危患者，似乎选择CapeOX方案（3个

月）更具优势。对于无高危因素T3N0M0且微卫星稳

定的结直肠癌患者，推荐单药卡培他滨的治疗。对

于Ⅲ期肠癌患者，各指南推荐都是以奥沙利铂为主

的联合化疗方案。但是基于 IEDA研究对于Ⅲ期结

直肠癌患者的结果，需要对Ⅲ期肠癌进行分层，对

于 T3N1的低危患者推荐 3 个月的 CapeOX 方案［22］。

对于首次化疗开始时间问题，《2019中国临床肿瘤

学会（CSCO）结直肠癌诊治指南》推荐，从术后 3周

开始，最迟不建议超过术后8周。对于当前情况，可

以建议患者适当地延迟辅助化疗的开始时间。

九、急诊手术患者的防护策略

急诊手术指病情紧迫，经医生评估后认为需要

在最短的时间内（6 h内）手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的

手术。对于需要急诊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按

急诊流程收治患者，见图 2；收治的患者于专门的

“急诊病房”，单独管理，排除新冠肺炎感染可能后，

尽快转移至普通病房，腾空“急诊病房”预备收治新

的急诊患者。尽可能完善患者的流行病学史，必须

完善体温和胸部CT的影像学检查，患者检查经“绿

色通道”，由主治医师陪同，尽早获得影像学资料。

经流行病学史、体温及胸部CT筛查无异常的患者进

行手术，手术按照二级防护要求，手术室严格执行

传染病终末消毒流程。对于患者流行病学史未知

（患者昏迷、休克及穿孔等出现意识不清时，不能获

得流行病学史）情况，或体温及胸部影像学检查异

常，患者等同于新冠感染病例处理，需要进入单独

的隔离病房收治，手术后请新冠肺炎专家组会诊，

必要时进行核酸检测。

十、术后患者复查策略

对于常规复查患者，如果身体无异常，建议适当推

迟复查时间，建议不超过1个月，或当地医院复查，线上

咨询。如必须来院复诊的患者，建议线上和主管医生

沟通，预约复诊时间，要求仅由1名家属陪护，患者及

家属佩戴口罩，建议乘私家车就诊，减少不必要的暴

露。

十一、医务人员的防护策略

减少医务人员的暴露，是临床工作中的另一个

重点。对于门诊医师按要求穿一次性隔离衣、佩戴

护目镜、一次性帽子及医用外科口罩，口罩使用时

间超过 4 h需及时更换。接触患者前后，需要涂抹

免洗手消毒液，定期进行“七步洗手法”洗手。诊室

每天至少进行紫外线空气消毒1次。担任急诊出诊

任务及会诊的医师，按要求佩戴护目镜、一次性帽

图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急诊手术患者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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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及医用外科口罩。病房进行正常诊疗活动的医

务人员，需要佩戴一次性帽子及医用外科口罩，严

格执行手卫生，接触患者前后需要进行消毒处理。

加强对病房环境消毒的措施。（1）主管护士：每

日用 5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擦拭护理站台面、键

盘、鼠标等常用物品。（2）治疗护士：每日对处置室、

换药室、更衣室、办公室进行紫外线消毒；每日公共

区域开窗通风至少 2次，每次 30 min。（3）值班医师

需要对病历夹子用含氯消毒剂擦拭，并及时归位。

（4）卫生员需要每日进行床旁桌、床栏、呼叫器、设

备带以及门把手等进行用含氯消毒剂擦拭。（5）每

日进行地面的含氯消毒液消毒。各病房需要进行

通风处理。（6）责任护士的治疗车每日用含氯消毒

剂擦拭。（7）对于急诊治疗出院的病房或住院期间

存在发热或CT检查存在影像学异常的病房，需要进

行终末消毒。

总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作为一线

的医务工作者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压力，但是通过

我们严格的管理策略，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感染暴露

的风险。在特殊时期，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也存在

很多疑问，笔者通过对近几年的研究进展和指南的

归纳总结，为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策略提供了新的

思路，希望可以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也为各

位同道提供更合时宜的治疗模式。希望我们共同努

力，尽早地克服“新冠肺炎”这个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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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对结直肠癌
手术的几点思考
于冠宇 楼征 张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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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新冠肺炎）在武汉暴发，并

迅速向全国蔓延。新冠肺炎

病毒可经由无症状感染者传

播，并已被证实可经飞沫传

播与接触传播，但粪口传播

和气溶胶传播尚未除外。结

直肠癌患者根治性手术属限

期性手术，笔者根据本中心

近期开展腹腔镜结直肠癌手

术的经验，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条件下结直肠癌患者的手术

策略。包括术前严格执行筛选流程、以减少后期院内传染风

险；推荐对结直肠癌患者根治性手术采用腹腔镜辅助手术的

方式进行治疗；严格进行术中气溶胶管理；慎重开展经自然

腔道取标本手术和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科学、合理进行

预防性造口和严格切实加强病房及手术室人员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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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neumonia caused by 2019⁃nCoV infection
has been reported in Wuhan since December 2019, and spread
rapidly across the country. The radical oper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is semi ⁃ elective operatio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should receive oper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elective operation is resumed in each hospital. 2019⁃nCoV virus
can be transmitted by asymptomatic infectors, and it has been
confirmed to be transmitted by droplets and contact. However,
fecal ⁃ oral transmission and aerosol transmission have not been
excluded.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with laparoscopic colorectal
operation, we propose some surgery strategies for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under the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situation: the screening process should be strictly carried out
before surgery to reduce the risk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the
later stage; laparoscopic ⁃ assisted surgery is recommended for
radical surgery for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strict aerosol
management must be made during the operation; 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 and 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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