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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理原因，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

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

度重视西藏工作、关心西藏各族人民，出台了一系

列促进西藏发展、确保西藏长治久安的重大决策。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为促进西藏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保障西藏各族人民身心健康，党中央第六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了开展医疗人才“组团式”援

藏的重大决策，由中组部牵头，以内地发达省份优质

医疗资源组团援建西藏“1+7”受援医院（西藏自治

区人民医院和 7 个地市人民医院），以促进和推动西

藏医疗卫生事业快速、持久、高质量的发展。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2 年，是自治区

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公立医院，承担着全区

1/10 以上住院患者的医疗任务。重症医学专业是抢

救急危重症患者的前沿阵地，是提高西藏总体医疗

水平、实现小病不出县、中病不出市、大病不出藏的

“三不出”目标的兜底科室。2008 年 7 月，重症医学

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为临床医学下属

二级学科，同年 9 月，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约 380 万人，全自

治区 7 个地市从事重症医学专业的医生约 60 人，除

阿里地区外均设有重症医学科，但县级及其以下医

院并未设立重症医学科。已设立重症医学科的医院，

重症人才队伍的人员数量、专业结构、学历构成、职

称结构都存在严重问题。同时，重症患者病情危重

复杂、救治时间紧迫，无法实现跨地区、跨省转诊。

为确保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加强重症医学人才

队伍建设成为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的重中

之重。

 2015 年，中组部牵头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实施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北京协和医院重症

医学科直接对口援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为了解决西藏重症医学专业发展问题，提高重症

医疗服务能力及水平，打造一支业务能力过硬的人

才队伍，北京协和医院先后派出 6 批业务骨干赴藏

开展工作，帮助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成

为带领西藏地区重症医学专业发展的领军科室。

1 组织学术交流，创建交流平台 
 为加强和推动西藏与全国各兄弟省份间的学术

交流，在第一、二批援藏队员组织和筹备下，2016 年

西藏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正式成立。为了让西藏重

症医学医务工作者能更好更快地接触到最新理念，

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从第一批援藏队员开始，

每年举办 1 次“协和血流动力学珠峰论坛”，吸引了

西藏各地市重症医学科医疗骨干踊跃参会交流，得

到西藏地区重症医务人员广泛好评（图 1）；同时，

还采用远程授课、专题培训、建立公众号等多种形

式，从重症医学基础理论到重症医学专科资质培训

进行系列讲解，得到了各界重症同道的肯定与支持。

从行动上实现李克强总理的期望：既要当好医生、

治病救人，又要当好老师、带好徒弟。

党为人民谋健康的 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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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医疗行为，优化医疗流程

 “组团式”援藏的每一位援藏专家都极其重视临

床查房，每天 1 次定时查房，通过查房掌握目前团队

的状况、找出薄弱环节。在查房的过程中我们常听

到的是：患者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处于什么

状态？血流动力学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做了什么样

的临床行为？支持你做出行为的理由是什么？有什

么证据支持你的理由？处理效果如何等等。问题尖

锐，层层递进。通过问题一层一层纠正临床错误，通 

过解决问题，指导临床行为、提炼临床思维（图 2）。

 为进一步提高重症患者临床救治水平、降低医

疗成本、提高医疗效率，作为 2018 至 2019 年第四批 

援藏主任，崔娜教授在借鉴北京协和医院先进经验 

的基础上，带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团 

队，结合科室临床诊疗实际情况及西藏地区医疗特

点，组织编写了西藏自治区重症医学专业首部《重症 

医学科医疗常规》和《重症医学科护理常规》（统称

《常规》，图 3），并向自治区 7 个地市推广学习。北京 

协和医院副院长、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援藏院长吴

文铭教授亲自作序并指出，《常规》的制订有助于让

每一位重症医学医务人员面对重症患者不靠经验吃

饭，每一个医疗行为、每一个医疗动作都有“规范”

可依、有“流程”可走，切实提高重症患者临床救治

能力，推动重症医学医疗护理进入规范化发展的轨

道。基于《常规》撰写流程和临床意义的探讨，我们

进一步总结了规范医疗行为，优化医疗流程，提高西

藏自治区重症医学科临床工作质量的价值，该论文

于 2019 年在《西藏医药》杂志第 4 期 6-8 页上发表。

图 1 西藏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成立 
及历届协和血流动力学珠峰论坛开展信息

注 ：A 为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第二批援藏专家王郝教授 
床旁查房 ；B 为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第四批援藏专家 

崔娜教授床旁查房 ；C 为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7 月西藏自治区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科内教学培训记录 ；ScvO2 为中心静脉 

血氧饱和度，Pv-aCO2 为静脉 -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差， 
TPN 为全胃肠外营养，CAM-ICU 为 ICU 意识模糊评估量表

图 2 “组团式”援藏专家团队临床查房和教学查房计划

3 以临床为基础，推动科研发声

 谵妄是重症患者常见并发症，美国重症医学会

临床指南推荐对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重症患者进行常规谵妄筛查与评估。ICU 意

识模糊评估量表（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for the 

ICU，CAM-ICU）是国际通用的谵妄评估方法，已被

图 3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疗常规》 
和《重症医学科护理常规》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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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为多种语言版本，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我国

西藏自治区约有藏族人口 331 万人，语言交流困难

给藏区重症患者谵妄评估带来极大困扰，严重影响

了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2018 年，在征求并获得

CAM-ICU 原作者 E.Wesley Ely 教授同意的情况下， 

崔娜教授带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医护

团队着手翻译“重症患者藏语版谵妄评分”。同年

12 月 6 日，藏语版重症医学评分系统首次亮相国际

重症脑功能损伤网站（图 4），开创了我国重症医学

专业专门为民族语言建立评分系统并被国际专业团

队认可的先河，是中组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

作成就的重要体现。

大会发言及壁报交流。其中，旦增曲珍医师完成的

论文“藏语版谵妄评估量表 CAM-ICU 的信度效度

检验”获得了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成为 13 年以来

重症年会西藏自治区重症医学专业首篇获奖论文。

4 总结经验，推动传承

 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过程中，北京协

和医院重症医学科先后采取递进式教学、分层定向

培养以及梯队规划等多种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为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方式的探索及西藏地区

重症医学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为

进一步做好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的“传、帮、带”

工作，崔娜教授带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团队对“组团式”援藏医疗工作开展以来重症医

学专业教学理念和方法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总结，首

篇教学文章“以递进式教学与分层定向培养加强西

藏自治区重症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发表于中华医学

教育杂志 2019 年第 5 期 333-336 页，成为医疗人才

“组团式”援藏工作开展以来，首篇系统回顾和介绍

西藏自治区重症医学人才队伍建设的教学文章。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开展 6 年以来，北

京协和医院先后派出 56 名精兵强将赴藏工作，从学

科建设到人才培养，从医疗质量到管理文化，在西藏

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造血式”医疗帮扶。正是在

援藏工作的持续支持与帮助下，西藏自治区人民医

院重症医学科的科室流程、规章制度、培训体系逐

一完善，医疗水平得到全面提升，援藏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顺利，一批批业务能力强、留得住的重症医学

专业人才队伍正在西藏自治区茁壮成长。在举国欢

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

解放 70 周年。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临西藏考察，充分肯

定了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的发展成就，为各族干部

群众带来亲切关怀和美好祝福。未来的日子里，我

们将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协和的精神、协

和的经验，为西藏医疗健康事业竭尽微薄之力，为建

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

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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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 年 12 月 6 日发布的藏语版重症医学评分系统 
及网页展示

 在创建“重症患者藏语版谵妄评分”基础上，崔娜 

教授进一步带领学科团队对藏语版 CAM-ICU 应用

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检验，证实藏语版 CAM-ICU 对

藏区重症患者谵妄评估的有效性，文章“Transl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Tibetan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for the intensive care unit”发表于中华医学杂

志（英文版）2019 年第 10 期 1154-1158 页，并被作

为重点文章进行宣传推广，实现了西藏自治区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自主完成 SCI 文章“零的突破”。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年会是重症领域的学

术盛宴，在该平台的学术交流展现了一个科室、一

家医院的学术风采。在珠海召开的第 13 届重症年

会上，崔娜教授指导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团队主持完成两项研究，分别应邀参加了年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