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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可能建立更完善的卫生保健实施系统
——中西医结合实施系统
许家杰张卫军
摘要

中美两国的医疗改革均以扩大医药保障体系，达到更广泛的覆盖率以及降低医药服务的成本和提

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尽管国情不同，但两国医疗改革的具体措施可以相互借鉴。本文从当前美
国医疗系统的两大弊端——失败的慢性病系统管理和效率低下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入手，讨论美国医疗改革
中采取的解决方案以及结合医学在医疗改革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根据我们对双方医疗系统和结合医学的了解，
结合中国目前医疗改革中中医参与的相关措施，认为如果这些措施能确切实行，有效借鉴部分美国医疗改革中
采取的措施，加上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固有特色，中国的医疗系统可能成为更完善的医疗实施系统。
关键词

医疗改革；医疗费用；慢性病管理；初级卫生保健；结合医学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Ｐｏｉｓ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Ｋａ Ｋｉｔ ＨＵ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ａ

Ｂ柏ｒ

Ｗｅｉ－ｊｕｎ

ＳｙＣｍ

Ｈｅａｉｔｈｃａ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ｅｍｅｒ

ｏｒ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旷ｃｏＪｆ／ｏｒｎｉａ

ａｔ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９００２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ｈ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ｇｏａｌ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ａＲｈ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ｂ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ｎｄ ｅｎｓｕｎ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ｃａｒｅ

ｑｕａｌ时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ｎ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 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ｎｅｓ ｃａｎ ｌｅａｍ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ａ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ｘｔ ｉ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Ｗ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ｓｏｍｅ

ｋｅ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ｕ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ｐｏｉｓ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ｃａｒ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ｆｏｒｍ．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ｒｅ－

ａ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Ⅺ■ＷＯＲＤＳ
ｇｒａｔｉｖｅ

ｈｅａＲｈ

ｃａ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ｄｍａｎＪ

ｃａｒｅ；ｉｎｔ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中美两国均在进行自己的医疗改革。尽管两国的

来呈逐步增长的趋势，有来自民众和市场的强烈需求，

医疗卫生系统大不相同，但其总体目标却是一致的，均

也有来自学术界和政府的支持，但ＣＡＭ所占的比重仍

以扩大医药保障体系，达到更广泛的覆盖率以及降低

然很小。而中国的医疗改革，正如温家宝总理的政府

医药服务的成本和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为目

工作报告提到的“充分发挥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在防病

标【ｌ·２１。两国采取的策略也大体相似。均强调健全基

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中医药将与西医一起共同承担

层和初级卫生保健旧１和注重疾病预防和促进健康Ｈ１

中国的医疗服务，因其独特性和规模，也如王国强副部

在卫生保健实施系统（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长提到“其他国家都不能在医改、医保中体现中西医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中的

两种方法，只有中国能做到”Ｈ Ｊ。中西医结合医学将

作用。
因为国情、文化和卫生现状的不同，尽管医疗改革

是中国卫生保健实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的目的和策略大体相同，其实施内容却有所不同。在

人口老龄化，尤其是随着婴儿潮人口进入老年。导

美国的卫生保健实施系统中，尽管互补替代医学

致慢性病患者群体增大。数据统计表明慢性病的费用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ＡＭ）近２０年

占美国全部卫生费用支出的８４％旧Ｊ。多种慢性病的有
效管理是医疗改革的必然趋势，尽管医疗专家们提出

作者单位：美同洛杉矶加州大学东西医学中心（美国９００２４）

很多的慢性病医疗模型【７’引，当前的西医医疗系统和

通讯作者：许家杰．Ｅ·ｍａｉｌ：ｋｈｕｉ＠ｍｅｄｎｅｔ．ｕｃｌａ．ｅｄｕ

模式不适于慢性病从预防、自我管理到治疗以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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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疾病管理的弊端日益明剑９｜。另外，目前医疗

不同领域的５名专科医师。新的医疗法案针对这个现

系统的结构性和收入分配偏重专科治疗，致使从事初

状鼓励建立包罗多学科和合作治疗设施的医疗实施系

级卫生保健服务的医生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严重影响

统，包括初级卫生保健医生、专科医生、护士、医生助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导致患者的病情延误和过度医

理、健康教育咨询师、营养师等，他们互相支持，协调综

疗¨…。此两者是导致美国医疗系统费用过高，低效率

合处理患者的病情，因此提倡“整合性医疗之家

和低满意度的主要原因。结合医学采用ＣＡＭ个性化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ｈｏｍｅ）”的诊疗模式¨４ｌ。结合医学的模式是

治疗和注重预防以弥补西医的弱点，吸收其价廉有效

一个强调多学科合作和交流的医学模式，契合整合性

的治疗方法来降低医疗费用，而且其长于慢性病系统

医疗之家的医学模式。结合医学强调的整体观，从整

管理和在初级卫生保健中的日益显著的作用，使其在

体而非单个疾病的角度对综合处理同时罹患多种疾病

美国的医疗改革实施系统中能发挥更大作用¨ｌ’１２】。

的患者治疗有指导意义，个体化治疗以及近期相应发

由于采用中西医结合模式以及相关的政策部署，
中国的医疗系统可能成为更完善的医疗实施系统。美

展的基因组学研究也客观上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
模式。

国医疗改革的微观层面以及具体实施策略也有很多方

在治疗方面，强调提供临床人员和患者具有证据

面都值得学习，相互借鉴，可以使各自的卫生系统更完

的相关治疗方法的医疗信息，帮助他们选择最佳治疗

善。笔者试从当前美国医疗系统的两大弊端（失败的

方案。２００９年美国国会根据学术机构意见以提供医

慢性病系统管理和效率低下的初级卫生保健）人手，

疗信息和降低医疗费用为由倡议疗效比较研究，近期

讨论新法案中的解决方案以及结合医学在医改中的作

根据医改法案再度强调，由相关政府机构和学术组织

用。然后根据我们对双方医疗系统和结合医学的了

大力推动【ｌ

解，结合中国目前医疗改革中提到的中医参与的策略，

项目与结合医学密切相关ⅢＪ。

提供几点意见，供各位专家参考。

５．１

６｜。在１００个优先研究的列表中，有５个

结合医学的特点决定其常常着眼于长期临床收

ｌ美国新医改法案中的措施以及结合医学在其

益，与其长于慢性病管理治疗有关。研究者分析多家

中的作用新的医疗改革法案中采取多途径来降低成

保险公司的数据发现，一些医疗单位可以达到既提高

本和提高效率，其中在慢性病的系统管理和初级卫生

患者的治疗感受和临床疗效，还可以降低每人每年

保健的健全方面有很多创新思维。

１５％的医疗费用。总结它们成功的经验，有３点值得

１．１慢性病的系统管理慢性病的系统管理包

注意：均擅长慢性病的治疗和防护，有成功的疾病自我

括预防、治疗、自我管理以及持续维护慢性病患者的

管理项目；医师与其他的医学工作者的团队紧密有效

健康。

地合作；以及与当地高质量的专科医院合作，互相转介

新法案要求在疾病预防和促进健康环节增加投

患者。结合医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ｌ

２。。

入，投入１５０亿美元的预防和公共卫生基金，开展全国

１．２增加初级卫生保健的工作人员数量和质量

性的、以社区为单位的疾病预防和促进健康项目。预

改革医疗服务支付方式，增加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付

防的措施特别针对５５—６５岁的人群，设置多样的示

费标准；对选择成为初级卫生保健的医生，选择到贫困

范项目；同时还改变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向在社区和

边远地区工作以及愿意为慢性病患者长期维护治疗提

医疗单位中实施者倾斜和提供预防服务。鼓励团体和

供到家医疗服务的初级卫生保健团队给予一定程度的

个人参加保险计划提供疾病的早期检测和预防措施

奖励，从而增加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的数量【４Ｊ。

（如疾病筛选），禁止让参加保险的患者分摊成本【４Ｊ。

大部分初级卫生保健医生对ＣＡＭ疗法持肯定态

结合医学在医改方案中多处被提及，如医改法案要求

度，希望进一步学习，从而了解甚至掌握一些基本治疗

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全国预防、健康促进和公共卫

方法，因此可以与患者作更好的沟通，有些还希望自己

生委员会，提供全国范围内的多家协作和领导，充分尊

使用这些治疗方法，或者转介给ＣＡＭ从业者做进一步

重和参考结合医学等学科在疾病预防和促进健康方面

治疗，或者与ＣＡＭ从业者合作治疗共同的患者¨８’旧１，

的经验和方法。

这是不同层次的结合医学模式的体现旧Ｊ。常见多发

割裂的医疗服务模式往往不能提供“以患者为中

病，例如腰背痛、颈部疼痛、风寒感冒、焦虑或者抑郁

心”的医疗服务【ｌ引。以联邦老人和残疾人公共保险

症，大多会使用ＣＡＭ和寻求结合医学的帮助。大多

（ｍｅｄｉｃａｒｅ）为例，大约半数患者每年需要治疗５种以

ＣＡＭ治疗对疾病的早期阶段或者慢性病是适宜的，这

上慢性病，每年需要看２位初级卫生保健医师和４个

些阶段也通常在初级卫生保健医生那边得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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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口Ｌ ２２］。因此结合医学可以提高初级卫生保健团队

性病确定研究方向，在预防、治疗、自我调理和持续

的质量，帮助满足不断全面而持续增长（动态）的医疗

性监控方面采用可靠的符合结合医学特点的科研方

保健系统的需求。

法，提供权威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信息，如采用整体系

中西医结合在中国医疗改革中的作用

２

在中

统研究法评估临床干预手段的临床效果，通过疗效

国的医疗改革中，政府认为应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并

比较研究与成本效益分析来完善临床指南，注意中

做相关部署。具体体现在：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

医药与西药联合使用的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应用

系，构建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坚持公立医

卫生服务研究提供在健康保险情况下的大型临床信

院改革试点，制定中医院投入补偿倾斜政策，有利于中

息数据收集ⅢＪ。

医药人员专心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分配机制和有利于中

２．３充分利用社区服务实施，针对性培养各种中

医人才成长的用人机制；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

西医结合人才改革方案中提到“加大中医适宜技术

均等化，充分发挥中医学“治未病”的特色优势，扩大

在农村的推广力度”，卫生部免费培养基层中医药人

“治未病”试点到所有三级中医医院，推广“治未病”服

才，涉及到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培养优秀的高端中

务的方法，技术和设备，创新服务模式∞】。这充分体

西医结合人才作为主要师资力量可以影响基层的人才

现了中国政府对中医药的重视，也潜在建立了一个中

储备。笔者提供以下几点考虑供参考：（１）扩大中西

西医结合模式的医疗实施系统。与美国的医改面临的

医结合人才培养的规模：不仅满足于培养中医背景的

问题一样，中医药和结合医学参与的卫生系统在中国

中西医结合人才，还应该大力培养具有西医背景，甚至

也面临着怎样具体实施这些部署才能达到医疗改革的

具有其他科学素养的人才加入到中西医结合队伍，政

目标的问题，其中怎样在慢性病系统管理和初级卫生

策上有所倾斜，经济上有所补助；建立中西医结合大

保健服务中体现“中西医并重”是关键。根据我们多

学，系统全面地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可以很好地在人

年在美国发展结合医学和对医改的理解，结合我们对

才储备方面迎接挑战；（２）教学内容充分利用中国中

中国中西医结合模式的了解，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供

西医结合发展５０多年来的成果，结合国际上研究结合

大家讨论。

医学的资料，通过创新性教材教授和推广中医和中西

发挥中西医结合特色的预防观念，丰富社区

医结合适宜技术；（３）针对不同的医疗岗位，培养各有

医学西医学的预防观念主要从公共卫生系统中体

侧重的中西医两方面人才：急救和住院医疗以西医知

现，强调群体健康，因此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戒烟、控制

识为主，具备基本中医知识；医院门诊医疗和社区医疗

饮食和提倡运动作为初级预防措施就成了预防疾病和

则以中医和西医知识并重，具备中西医结合背景的高

促进健康的重要措施。以冠心病为例，常见的危险因

水平的全科医师ｍ Ｊ。

２．１

子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吸烟、肥胖和家族史，研究表

３

结语结合医学由于在慢性病的系统管理和

明通过社区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可很好地控制甚至

初级卫生保健中的显著作用，可以在美国的医疗改革

逆转危险因子，从而导致因冠心病死亡人数下降

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但美国的卫生现状并不具备发展

２２％［２４１。中医学的预防观念较之更细腻，以气郁和气

结合医学模式的卫生保健实施系统的条件。中国政府

虚证为例，它们可能尚未达到临床诊断的标准，但如不

目前的中西医并重政策，以及具备其他任何国家所没

尽早处理，可能演变成多种疾病，在初级卫生保健中多

有的发展中西医结合的规模和基础设施，使中国具有

见，但西医诊断往往忽视，也没有什么办法，如果可以

在世界卫生系统改革中提供中西医结合优化模式的潜

根据中医学理论指导饮食，调整情志、调节睡眠和作针

力。正确的科研方法和方向以及优化的中西医结合培

对性锻炼，可以提前消除病因。这种治未病的观念在

训可以更好地完善这个中西医结合模式的医疗实施

中国深入人心。结合公共卫生的预防措施和中医证的

系统。

个体化处理模式，突出中医的预防观念，有望获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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