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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

记者日前从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天坛医院 （以下简称 “北
京天坛医院”） 了解到， 为应对
就医高峰， 医院提前谋划、 统筹
资源， 通过多项措施确保发热门
诊、 急诊等环节运转流畅， 保障
人民群众就医， 特别是急危重症
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提前统筹整合资源
及时调整工作重心

12月23日， 北京天坛医院发
热门诊内， 10余名患者正在间隔
就坐， 有序候诊， 诊室的叫号系
统不时更新， 呼叫患者进入诊室
就医。 感染科主任王宝增介绍，
目前， 发热门诊每日就诊人员数
量已经从最高峰的超过500人回
落到每天250人左右。

“医院提前预判到可能会出
现的就诊人员激增的情况。” 王
宝增介绍，在这轮疫情初起时，医
院就在发热门诊外增设了18个方
舱， 作为感染楼内隔离诊室的补
充。随着就诊人员数量迅速增加，
医院迅速调整发热门诊设置， 开
辟第二诊区、 增加诊室， 同时抽
调相关科室医护人员增援发热门
诊， 目前发热门诊患者基本实现
随到随诊， 基本没有排队情况。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变化，
医院提前判断， 把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心从 “防控” 为主迅速调整
为正常诊疗和 “对新冠核酸阳性
合并其他疾病的患者救治 ” 上
来 。 一方面 ， 医院整合发热门

诊、 急诊的资源， 建立 “红区”
病房， 将新冠核酸阳性合并其他
疾病的患者在这里集中收治； 随
着疫情发展形势的变化， 在 “红
区” 病房的基础上， 医院又在各
病区设立隔离病房， 一些诊断明
确、 病情稳定， 符合病房收治条
件的阳性患者， 可以直接到相关
疾病的专科病房进行治疗。

另一方面， 医院加大退烧、
止咳化痰等相关药物的储备， 并
积极引进治疗奥密克戎病毒的
“特效药”。 同时， 由医院中医科
总结的 “天坛清瘟化湿方 ” 和
“天坛清瘟利咽方” 经过实践检
验， 对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
对症治疗也有很好的效果。

举全院之力
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每天早上8点的交班会， 北
京天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徐玢都要
面对全体院领导、 全院职能部门
中层干部介绍前一天急诊收治患
者的情况， 领导们往往能从看似
简单的数据中， 发现一些深层次
的问题 。 “没有讨价还价的时
间 ， 书记院长现场调度 ， 谁的
‘孩子’ 谁 ‘抱’。” 徐玢说。

“举全院之力” 是医院保障
急诊和发热门诊的真实写照。

为了应对重症患者增加的局
面， 医院加强了重症专家小组的
建设， 无论是发热门诊还是急诊
接诊的各种疾病的重症患者， 立
即会有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会

诊、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并
根据患者情况进行手术、 救治。

针对卒中、 孕产妇等特殊人
群 ， 医院全力确保绿色通道畅
通。 例如针对阳性孕产妇， 医院
不但设置了专门的产检区域， 还
打通门诊、 手术室、 病房、 新生
儿监护等全流程 ， 确保全程畅
通， 同时整合全院多学科， 特别
是神经学科等优势学科， 集全院
之力搭建起急危重症孕产妇救治
平台， 全力确保孕产妇和婴幼儿
等重点人群医疗救治； 针对卒中
患者， 医院充分发挥神经学科的
优势，进一步整合神经内外科、神
经介入、ICU、手术室、病房、麻醉
等各学科资源 ， 各环节流程前
置， 畅通从急诊收治到溶栓或手
术取栓的全流程， 确保新冠病毒
核酸阳性合并神经系统疾病的急

危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入口” 畅通了， “出口”

也需要顺畅。 北京天坛医院医务
处处长王晓岩介绍， 为了缓解急
诊和发热门诊压力 ， 医 院 统 一
调配各科室病床资源 ， 要求对
急诊患者实现 “应收尽收”， 同
时， 针对急诊患者神经系统疾病
和内科疾病较多的特点， 医院打
破大内科和神经病学中心的学科
建制， 统一调配资源， 最大限度
将符合条件的急诊患者收进病
房。

展现医护人员的“硬核”担当

在急诊抢救室里， 身穿蓝色
隔离衣的医护人员们步履匆匆，
穿行在患者的床间。 在“红二区”
病房， 同样的场景正在上演。 这

里的患者有刚刚进行完手术的，
有气管切开的， 情况更加复杂，
医护人员们常常刚刚完成一位患
者的抢救， 另一位患者又出现情
况， 基本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现在患者多， 像以前的工
作节奏肯定不行。 以前我们是要
求护士们多转转， 现在是要求他
们多 ‘跑跑’。” 急诊科护士长杜
岳说， 按照分级诊疗的原则， 危
重和较重的患者要第一时间采取
救治措施， 而一些病情相对平稳
的患者经过分诊台初步检查后，
要等候就诊。 为了怕一些表面平
稳的患者突发危急情况， 护士们
需要每半小时对这些患者进行二
次评估和分诊， “巡检、 送药、
处理其他的事， 我们基本上都是
一路小跑的状态”。 杜岳说， 护
士多出现一次， 对于患者来说，
也是一个心理安慰。

冬日的暖阳下， 发热门诊方
舱里温度宜人。 以前作为隔离病
房的这些方舱， 经过彻底消毒后
已经成为候诊室 ， 这里边有暖
风、 有躺椅、 有紧急呼叫按钮，
可以让患者不必在寒风中等候就
诊。 另外， 医院还在这里准备了
一次性纸杯 、 热水 、 充电宝 、
N95口罩等物资， 希望患者候诊
更舒适一些、 看病更顺利一些。

“疫情不是就医的门槛 ， 根
据国家和北京市疫情防控措施的
不断调整， 医院也将实时调整、
优化就诊流程， 为患者提供更便
捷更优质的服务。” 北京天坛医
院院长王拥军说。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魏明俊 马晓星

“布洛芬还有吗？ 我的两个
孩子高烧不止。” 12月19日， 一
位中年男性在海淀区达慧堂药房
第三分店门口气喘吁吁地问道。
“您别着急， 等我看下附近哪里
还有。” 正在药店值守的海淀区
市场监管局北太平庄市场监管所
干部马浩林从随身携带的药店库
存情况统计表中， 迅速查看布洛
芬库存情况。 当得知距离本店仅
300多米的济民康泰大药房还有
库存时， 马浩林当即带着顾客一
路小跑， 一直到能看到康泰大药
房的位置， 他才赶回来继续执行
任务。

马浩林入职3个多月的时间
里， 有80多天参与疫情防控转运
工作， 目前， 他化身为药店 “秩
序监管” 专员， 全天候派驻药店
进行热销药品价格秩序监管， 实
时关注重点药品进销存情况， 为
前来购药的群众进行引导咨询。

记者了解到， 每天早上8点，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348名 “秩序
监管” 专员就开始进驻药店。 海
淀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局人手极度
紧缺的情况下， 调配所有在岗市
场监管干部直插药店监管一线，
实施驻店现场监管措施， 掌握辖
区药品库存情况， 实现紧缺物资
合理配置、 全区药品供给信息共
享， 在关键时候解群众的购药之
急。

辖区药品进销存情况、 购药

“互助通” 小程序开发应用、 如
何实现夜间购药查询信息共享
……线下， 海淀区倒座庙9号办
公区灯火通明； 线上， 一个个手
机视频端口烁烁闪动 ， 特殊时
期， 面对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一
个个解决办法、 一条条应急举措
就这样在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职工
夜以继日地梳理、 汇总、 分析、
碰撞出来……通过 “秩序监管 ”
专员每日的驻店询问 、 台账更
新 、 汇总上报 ， 海淀区29个街
镇、 300多家药店重点药品的当
日供销存情况精确到了以 “片”
为单位。

通过汇总统计辖区零售药店
重点药品进销存数据， 找到供应
短板和短缺品种， 海淀区市场监
管局药械科每日组织召开药品保
供研讨会， 发动辖区药品批发企
业和零售药店深挖货源， 尽最大
努力保证辖区药品医疗器械市场
供应。 截至目前， 累计统筹分配
退热感冒类药品22万余盒， 抗原
试剂165万人份。

购药 “互助通” 小程序 “一
扫即查 ”， “线上线下一体化 ”
药品供应信息共享， 药品库存24
小时全天候 “掌端查询”， 开通
特殊购药群体 “绿色通道” ……
目前，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已累计
通过自行开发的 “互助通” 小程
序解决群众紧急购药需求2500余
人次。

“您好， 今天身体情况怎么
样， 还发烧吗？ ”“有什么需要就
及时联系我们， 我们一定第一时
间帮您解决。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
情形势， 怀柔区渤海镇积极探索
新的服务方式， 由镇卫生院组建
了6支家庭医生医疗团队， 采取
网格化管理方式， 为居家群众提
供更齐全、 更温馨的服务。

医疗团队成立之初， 建立了
老年人、 儿童、 孕产妇、 慢性病
患者等重点人群台账， 指导他们
居家隔离治疗， 还通过健康通电

话等方式每日监测症状变化、指
导用药和心理安慰。

景峪村李大爷因为腰椎手
术， 行动不便， 正值疫情严峻时
期， 家里还有阳性患者， 无法到
医院换药， 于是通过家庭医生服
务绿色通道， 找到了家庭医生团
队。 家庭医生在了解患者的情况
后， 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上门为
患者手术伤口换药处置 。 就这
样， 经过家庭医生20多天的精心
护理， 李大爷伤口已完全愈合。

家住洞台村的杨女士， 家里

有4个月的新生儿， 还有婆婆和
常年卧床的老奶奶， 相继感染了
新冠病毒，家庭医生得知情况后，
每日给杨女士一家人监测、评估，
指导她如何用药、 如何观察新生
儿健康状况和照顾失能老人，经
过10个昼夜的细心指导， 一家人
最终全部平安度过危险期。

渤海镇家医团队用有温度的
服务， 让患者有了战胜病痛的底
气， 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线下
门诊的压力， 获得病患的一致好
评。

□本报记者 孙艳

瀛海镇成立非急危重症人员就医服务用车“青年突击队”
“您好， 我今天需要去医院

拆线， 已经跟医院约好了， 我没
有私家车， 网约车也约不到， 请
问该怎么办啊？” 家住大兴区瀛
海镇金茂悦社区的周大爷给社区
居委会打来电话。

“大爷您别着急， 我这就给
您申请， 协调车辆来接您。” 居
委会的工作人员挂断电话后， 第
一时间联系瀛海镇非急危重症人
员就医服务用车 “青年突击队”
的爱心车组。 15分钟后， “青年
突击队” 队员魏巍已到达周大爷
家楼下， 载着他奔赴医院。

当前， 疫情形势复杂严峻，
各项服务保障也面临着严峻考

验， 尤其是辖区非急危重症无车
群众看病就医困难， 是社区服务
“最后一百米” 的难题。 为保障
群众有就医需求时能找到救助渠
道， 不挤占紧缺的院前医疗急救
资源， 瀛海镇党委、 政府主动作
为， 发挥镇团委作用， 成立辖区
非急危重症群众的就医服务 “青
年突击队” 爱心车组， 用于解决
长期卧床、 行动不便、 失能失智
及孤寡老人等非急危重症群众的
看病就医用车难题。

12月18日， 瀛海镇非急危重
症人员就医服务 “青年突击队”
爱心车组正式成立。 20名车组成
员均是来自前期瀛海镇疫情防控

交通转运组的工作人员和全镇青
年党员、 团员骨干力量， 平均年
龄为30岁。 车队目前共有10辆不
同规格的车辆24小时待命， 随时
出动进行爱心传递。

为了给群众提供安全放心的
用车环境， 青年突击车队的队员
们每日进行核酸检测， 持有核酸
阴性证明方可安全上岗； 同时，
每辆车都配有必要的防疫物资，
包括消毒喷雾 、 N95口罩 、 手
套、 防护服等， 每出一辆车， 都
确保全车消毒， 保障群众健康安
全无虞。 截至目前， “青年突击
队” 爱心送医车组共接送病患12
单， 服务就医患者及家属18位。

北京天坛医院全力保障群众就医需求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优化流程 畅通渠道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多途径解群众购药之急
全天驻守药店 统筹分配药品

怀柔区渤海镇家庭医生精准服务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