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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新冠病毒感染者救治，我市发挥“七
大战区”作用，由战区中心医院、片区医院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三级网格化管理体系，共同保
障重点人群医疗服务需求。

医大总医院作为“七大战区”中心医院之一，
与和平区、宝坻区组成第一大战区，承担着第一大
战区内与各片区医院联动、上下转诊的工作职责。

1月6日、10日，医大总医院副院长王增光带领
重症医学科、全科医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等
多学科专家分别前往和平区中医医院、宝坻区人民

医院，评判前期线上多学科联合诊疗会诊病例治疗
效果、指导诊疗，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查房。
“这名患者高流量吸氧应该慢慢降一点了，

出院回家前得有个适应过程。”“往上抬一抬，让
患者气道充分打开，喘气就不这么费劲了。”病房
里，不仅各学科医学专家们不停巡诊、指导，护理
专家也根据患者情况手把手给护士示范操作和
护理要点。

作为第一战区中心医院，医大总医院在做好
本院患者救治同时，充分调配医疗资源、发挥医联

体优势，建立专家会诊、巡诊团队方案，让片区医
院患者同样享受专家同质化诊疗服务。
——制定方案、建立机制。建立战区内保医

专班联动机制、培训机制、专项会诊、双向转诊机
制，急诊患者绿色通道转诊救治机制。
——建立战区例会制度。按照市卫生健康委

相关要求，每天召开战区内例会，特殊情况随时召
开，做好战区内相关数据报送。
——摸清底数、掌握情况。联合和平、宝坻区

卫生健康委，摸排健康底册并动态跟踪，每日更新
沟通情况，掌握战区管理辖区重点人群底数及对
应分类，随时做好接收准备。
——顺畅机制、加强联络。与战区内各医院

及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建立微信联络群，及时沟通、
动态协调战区内工作。医务处专人负责专项工作
推进，做到联系及时、沟通及时、协调及时。

——建立战区内部转诊流程。战区医院（医
大总医院）遴选试点专科稳定期患者，转诊至区
属二级医院，遇到病情变化可请战区医院会诊或
转回；区属二级医院根据患者病情，经院、区两级
专家会诊后转诊至战区医院，经治疗病情稳定后
下转回区属二级医院或返回社区治疗。
——充分发挥医联体优势上下联动机制。利

用片区医院医疗资源、发挥医联体优势，每日更
新和平区二级医院病床使用情况，制定转诊标
准，建立专家会诊/巡诊团队和方案，打通患者下
转医保流程。

截至1月5日，和平区、宝坻区累计上转医大
总医院患者合计138人（和平区126人、宝坻区12
人）；医大总医院为片区医院组织会诊累计13次；
医大总医院下转和平区片区医院患者5人，向包联
的空港医院累计转诊患者44例。

2022年12月7日，“新十条”出台，阳性患者可直接到发热门诊就诊，不再要求核
酸检测、闭环管理。

12月9日，阳性患者分级分类救治，可在医疗机构直接就诊。
12月17日，就诊患者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或检测抗原。
……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逐步调整，医大总医院发热门诊患者数量逐步爬升，12

月14日达到单日最高峰值728人。
以12月14日、12月17日两个明显时间节点，急诊就诊患者也迅猛增长，日急诊

量连续突破1000人，急诊接诊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更困难的局面也随之而来，医务人员陆续感染造成非战斗减员，12月13日达到

最高峰。人手短缺影响着整体医疗工作，就诊需求较大的急诊更是患者严重积压。
截至2023年1月5日17点，医大总医院在院患者量达到2868人，病床使用率达

到109%。
再苦、再难、再累，也要不遗余力“保健康、防重症、降死亡”！这是战令和任务，

也是责任与使命！
2022年年终岁末，一场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救治“攻坚战”在医大总医院“打响”。

保健康 防重症 降死亡
用“天总模式”守住生命保障底线
紧急集合、快速备“战”，多措并举保障患者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面对一系列新形势、新变
化、新问题，作为我市医学中心、第一战区中心
医院，医大总医院党委果断决策，医院领导靠前
指挥，及时发出一道道指令，全院一盘棋、全员
一条心，各项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动员令即是集结号，请战书即是宣战表。
一名名共产党员亮出身份，一个个战斗堡垒过
硬坚强，一面面鲜红党旗高高飘扬。“天总”白衣
战士，“疫”无反顾再出发，用心血和身躯铸起守
护生命健康的坚强“医”靠。

七大举措筑牢医疗救治防线
精准有效解决群众就医需求

加强统筹、优化流程、扩容资源、接诊分
流、协调床位、科学救治……医大总医院党委
审时度势，各项部署紧锣密鼓，发挥“保健康、
防重症、降死亡”医疗管理和救治服务“天总模
式”引领示范作用，打破内外科住院收治界限，
全院各科室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全力保障设
备物资供给，医务人员轻伤不下火线，筑牢医
疗救治防线，守住生命保障底线。
“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深入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和
市委、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把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医大
总医院党委书记雷平的动员令斩钉截铁，“这
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是人民需要我们的时
候，党员干部要勇敢站出来，积极践行入党誓
言，为天津市民健康筑起坚实屏障。”

医大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蔷表示，
为深入、准确、全面贯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防重症、降死亡，最
大限度保障重症患者就医需求”指示精神，医
大总医院上下迅速反应、主动作为，集中资源、
集中力量，将优化措施落地落细落到位。第一
时间决策部署七大举措，通过完善分级分类诊
疗体系、健全重症救治工作机制、优化资源力
量配置，全方位加强医疗保障能力，确保“应收
尽收、应治尽治”，倾尽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集中调度全院重症救治资源。集中统

一调度全院人员、床位、设备、药品、物资，充
分准备ICU床位。呼吸机、高流量吸氧设备、
监护仪等重症抢救设备，建立底册、集中管
理、时时更新、统一调拨，每日两次调度会上
报实时使用情况和设备所在位置，由医务处
统一调配。
——启动急诊重症收治“1+6”模式。组建

由医务处牵头的急诊“前线指挥部”，院领导带
班将指挥体系前移，统一调度、现场指挥急诊患
者收治、分流、管理；在急诊设置120接驳专班、
鉴诊分诊专班、巡视抢救专班、安保秩序专班、
后勤物业专班、收治分流专班，保证急诊患者医
疗救治。
——扩容急诊接诊空间、能力。转换发热

门诊作为第二急诊，接收部分急诊轻症输液患
者；开辟急诊三楼第二输液室，为轻症留观输液
患者提供治疗空间；在原有内科急诊扩容第三
观察室基础上，外迁急诊接诊区域的外科急诊
诊区；从全院各科室协调38名医生、69名护士
紧急支援急诊；征招“双肩挑”和职能处室岗位
锻炼专业技术干部增开第五诊室接诊患者。
——建立住院患者病情信息台账。各收治

科室摸清收治的重症肺炎患者底册信息，按照
主要诊断和基础疾病动态标记风险。初步考虑
存在严重低氧血症、肺纤维化、哮喘等肺部严重
基础疾病，需使用呼吸机辅助或高流量吸氧设
备患者，经主治医师上报、专家组讨论确定为
“红标”；存在其他较严重系统基础疾病或重大

手术、创伤术后，且有向“红标”转化倾向/趋势
的患者确定为“黄标”；其他收住院患者确定为
“绿标”。

——发挥多学科诊疗优势成立三级专家

组。抽调呼吸、重症、免疫、急诊4个专业为主
的内科系统资深专家组成院级专家组，指导治
疗全院非内科系统收治的重症肺炎患者。将
外科系统划分为四个“片区”，在院级专家组基
础上补充相关专科专家组成片区专家组，确保
治疗均质化，降低死亡率。各科室内有重症救
治经验的高级职称人员组成科室专家组，筛选
并主动上报科内重症患者或有重症转化倾向
的患者，配合院级、片区专家组做好多学科联
合诊疗。
——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重症患者

管理机制。纵向到底：片区负责人安排专家组
成员对片内科室在院肺炎患者现场查房，2日内
完成一遍全面梳理，制定诊疗计划；片区负责人
每天对片内科室新入院肺炎患者现场查房，病
情复杂患者申请院级专家组指导；片内重症、危
重症患者，经家属同意后，由所在科室主治医师
申请多学科联合诊疗。横向到边：组建专科疾
病管理组，统一监测管理患有“高、糖、冠、脑”及
消化、血液、外科手术后等基础疾病患者，防止
向重症、危重症转化；专家组指导病情加重患者
抢救，必要时转往重症医学科等具备呼吸支持
科室（病区）；病情好转达到出院标准患者，主治
医师报请片区专家组协助指导出院事宜和相关
门诊随访。
——组建全院层面“疫情防控重症监护中

心”。统筹全院重症资源，指导各病区医师每日
续报新入院重症肺炎患者信息及病情加重患者
信息，以便明确专家会诊或多学科联合诊疗需
求，提高救治效果，有效降低死亡率。

“天总”人忘我奋战
用行动诠释使命担当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肆虐的病

毒，面对痛苦的患者，医护人员满负荷运转已成
常态。虽然嗓音嘶哑、咳嗽未愈、头晕头疼、体力
不支……但没人叫苦喊累，即便靠着退热药、止
疼片甚至激素继续保持战斗力量，也从未停下治
病救人的脚步。“天总”人扛起了职责、扛下了考
验、扛住了使命担当，与病魔决战打出了组合拳，
与时间赛跑跑出了加速度。
●急诊科：专班巡诊及时掌握患者病情变化

从2022年12月17日开始，急诊科重症、老年
患者持续增加，12月20日后始终保持高位运转，
每天接诊量都在1000多人，最高峰一天接诊120
救护车132辆。

为了保障患者得到及时治疗，急诊科按照病
情将患者分为四级分级救治，高峰期一二级濒危
和危重症患者最高时占到60%以上。巡诊专班每
隔两小时就对大厅里的患者整体巡视一次，大家
随身携带换液棉签和指夹式血氧仪，第一时间发
现患者病情变化，实现危重症患者早发现早救治。
●重症医学科：坚守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作为医院危重症患者救治集中地，重症医学
科尽最大努力收治来自兄弟科室转入的危重症患
者，不到一周床位使用率即扩增至110-150%，且
一半以上为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重症科全员一心，以顽强意志坚守救治一线，
迅速完成病床扩容，增加心电监护仪、呼吸机、高
流量湿化氧疗仪器等必备设施，开展俯卧位通气、
呼吸机辅助气道支持、血液净化治疗、重症超声等
多项技术，根据患者病情制定个体化救治方案，全
力以赴挽救患者生命。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每天都在与“死神”赛跑

面对疫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及患者骤增，呼
吸科普通病区调整为次重症监护室收治重症
患者，第一天收治急诊危重型患者 6人、重型
患者10人，第二天收治急诊危重型7人，重型12
人……短短两至三天时间，呼吸科床位使用率迅
速提升为105%、110%……床位使用率最高达到
130%。
“值班医生，15 床患者烦躁，血氧下降至

70%……”“推抢救车，准备插管……转运呼吸科。”
医护人员高效娴熟配合，插管、转运20分之内顺利
将患者转至RICU，进一步给予呼吸生命支持。
每一天，大家都在与死神赛跑，争取更多时间救治
患者。
●医学影像科：当好临床救治“透视眼”

CT检查作为医生在救治诊疗及临床实践中
的“透视眼”，对后续的诊断治疗起到重要作用。
医学影像科日均检查量近千例，就诊高峰期胸部
CT报告同比增长40%，单日签发发热CT报告同
比增长150%。

执着坚守、精准诊断、保质保量，医学影像科
医护技人员面对严峻挑战团结协作、合理安排、优
化流程、增加双岗，增加调配值班人员及时准确、
保质保量地完成影像报告的书写和签发，为临床
诊疗工作提供了巨大支持。
●药剂科：动态监控保证患者正常用药

1月8日起，我市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
乙管”，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作为医院药学部
门，药剂科提前进行有针对性的安排，对新冠病毒
感染后可能遇到的抗病毒药物、治疗发热药物、中
药解毒药等药品问题制定计划，重点准备12大类
157种药品。

在此基础上，药剂科每天还动态监控所有药
品用量和库存情况，特别是新冠感染治疗用药量
和库存情况，不断调整储备用量，保证有需求的患
者正常用药。
●互联网医院：加班加点坚守“云”端
“新十条”发布后一周（2022年12月7日-12

月13日），医大总医院互联网医院咨询量周环比增
长51.69%，周同比增长79.27%，单日最高诊量达
到5671人次。近一个月来（2022年 12月 7日-
2023年1月5日），单月诊量达到109682人次，月
环比增长35.71%，月同比增长62,50%，线上处方
超万份，药品快递包裹30316份。

每晚十点至转天凌晨都是互联网医院接诊高
频时段，面对门诊患者激增和线上咨询量翻倍压
力，专家们虽身体不适仍加班加点坚守“云”端，
为患者提供疫情防控指南、就医指导、疾病科普
等多种服务，并提供“出院随访复诊”线上咨
询。据统计，咨询及复诊完成量最高的科室线
上接诊接近万人次、最少的也达3400余人次。

随着近期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患者就诊需
求，该院依托互联网医院医联体“1236N”健康服
务新体系，以互联网医院为平台和依托，将三级医
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养老机构
接入医联体。以闭环管理为核心加速推进线上
分级诊疗新模式，打造向上向下医疗转诊、线上
线下患者服务、院内院外健康管理分级诊疗“三
闭环”，形成生命健康全病程、全学科、全方位、全
闭环、全过程、全周期“六全”理念。让医疗资源
更加贯通，医疗流程更加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延
伸，健康管理更加完善，满足百姓更多需求。

内部

用“1+6”模式抓住“牛鼻子”
守好迎战急危重症第一道关口

急诊科是迎战急危重症的第一道关口，
成立现场指挥部、开设6大专班，启动急诊重
症收治“1+6”模式，将各个专班作为连接医
院各点位、各临床医技科室的“神经纤维”，真
正做到“全院一盘棋、全院一张床”，确保患者
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120接驳专班——由急诊医学科、行政
值班人员、职工志愿者组成，疏导、分流急诊
大厅内120转送患者，腾空急诊第二观察室
作为120接诊专用区域，救护车送来的患者
及时转运至抢救区域分诊，最大限度减少
120压车。

鉴诊分诊专班——专业医务人员及时鉴
诊来院就诊患者，根据病情初步将患者分为
I-IV级，在挂号前准确分诊标注病情危重程
度，保证患者得到相应治疗。

巡视抢救专班——护理部选派急诊科具
有抢救经验高年资护士或各科支援急诊的病
区护理组长等担任组长，每班2-3名护士，随
身携带必要设备，24小时值守急诊留观大
厅，负责病情巡视、输液观察、医患沟通。

安保秩序专班——由保卫处负责，维持
急诊楼安全秩序，加强现场疏导，引导患者就
诊路径；120送来的危重症患者进入急诊楼，
由保卫安排及时清理路径转运。

后勤物业专班——及时跟进、沟通急诊
楼患者就诊期间的保障需求，包括做好相关
区域的卫生处置、转运电梯使用、消毒消杀工
作等，避免交叉感染。

医务收治分流专班——协调急诊科复苏
室、留观室，发热门诊留观患者的接诊、救治、
分流，一旦发现危急重症患者，第一时间统筹
院内资源，安排到相应科室。

发挥战区中心医院作用
让片区医院患者享受同质化专家诊疗

外部

医院疫情防控指挥部每日调度会。

按照“乙类乙管”要求，建立“发热门诊

—急诊—重症诊疗联动机制”，保障重症患

者收住院、抢救过程中全流程联动。

发挥战区中心医院作用联动转诊，通过

巡诊与医联体医院密切联动，充分发挥医联体

分级诊疗优势，为患者提供优质诊疗服务。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

内，医护人员争分夺秒，紧急抢救患有多种

基础病并伴有高热、心衰的新冠病毒感染

患者，全力守护患者生命防线。

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为94岁重症新冠病

毒感染患者实施气道清理，进行肺泡灌洗治

疗，以改善患者肺功能，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四组巡诊专家发挥总医院综合实

力优势，形成有效的多学科联合诊疗，

为人民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行则将至，做则必成。医大总医院

全体医护人员千条线拧成一股绳，各党

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紧紧围绕

“保健康、防重症、降死亡”关键点，全力

以赴应对新形势新挑战。

医大总医院党委书记雷平表示，在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统筹部署下，在市卫生

健康委带领下，医大总医院坚持集中全

院力量做好重症患者救治，科学严谨落

实相关要求，迎难而上，以敢打硬仗、能

打硬仗、打赢硬仗的信念、勇气和意志，

做到担当作为、团结奋斗、共克时艰, 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文/王俊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