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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通讯

员袁蕙芸）医院内部不断改善服务，却

也时不时还有人抱怨医院“门难进、脸

难看、事难办”。昨天，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首届患者委员会成

立，七名患者委员正式“入职”。这是上

海首个综合三甲医院患者委员会，也

是医院探索医疗服务第三方评价和管

理的尝试。

“20 多年前 ，我怀孕时得了妊娠

糖尿病， 当时没人告诉我应该注意什

么，9 斤多重的女儿出生后，我就得了

糖尿病……好在经过仁济医护团队的

精心治疗， 我穿戴上了瞬感动态血糖

仪，每天随时测量血糖控制饮食，可以

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 ”56 岁的

周老师是首届患者委员，她说，参加患

委会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推动医患双

方共同重视健康教育， 希望其他人保

持健康生活方式。

记者了解到， 仁济医院首批患委

会成员从多位报名者中产生。 首批成

员六名女性 ，一名男性 ，年龄最大 76

岁，最小 38 岁。 他们有的是仁济医院

的普通患者， 有的是院外精神文明督

导员代表，有的是医院志愿者代表。

患委会成员任期三年。 昨天他们

举行了首次工作会议， 讨论患委会章

程和明年工作计划。未来三年内，他们

将就医院就诊流程、院区环境、医疗服

务质量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管。

患委会有条“规矩”：所有成员基

于公益目的加入， 不享受特殊的医疗

服务； 如果成员行为严重有违诚信和

损害声誉， 或多次遭到患者和医院投

诉，经患委会成员全体会议决议，可对

其提前解聘。

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闵建颖说，

成立患者委员会旨在尝试医患沟通新

模式， 搭建患者与医院沟通的多渠道

平台，进一步完善患者、医院、社会三

位一体的医疗体系， 共同营造良好的

医疗环境，真正做到“一切为了患者”。

这并非医院首次请患者参与医

院管理。 2014 年，上海第一妇婴保健

院成立全国首个患者委员会，时任院

长段涛还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出患者

委员会组建公告 。 令院方意外的是，

竟有 300 多人报名海选， 年龄主要在

30 岁到 45 岁之间， 学历基本在本科

以上。初选的 19 位候选人还在医院公

开打擂， 经过现场 100 多名病人打分

和线下几百名网友投票， 才最终选出

13 人。

上海一妇婴的患者委员会被赋予

的权力不少， 成员可随时到医院任何

部门或角落“检查”，在不牵涉病人隐

私和运作保密信息的情况下， 医院的各种信息都尽可能向患

委会公开。 该患者委员会的理念也很明确：“关于我（患者）的

事我一定要参与”。

昨天，记者也从一妇婴了解到，该患委会即将迎来第二届

委员，明年上半年正式到位。

让政策制定者换位倾听青年烦恼
“月亮”和“六便士”哪个对年轻人成才更重要？ 一场特殊辩论由此展开

一边是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的五位

青年科技工作者，一边是制定人才政策的上

海市科委发展计划处五位公务员。 日前，双

方围绕着“当下，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关键

是自身努力还是政策环境”这一主题，开展

了一场特殊的辩论赛。

“政策固然重要，但只是‘1’后面的那些

‘0’，而关键的‘1’，是青年科技人才自身的

努力。 ”这是正方一辩王晶首先亮出的观点。

“当下人工智能和信息潮叠加，科研不

再靠单打独斗，好政策能让一大批年轻人安

心科研，促使他们早日成才。 ”作为反方的科

研青年们随即“回击”。

不可否认，年轻人成才既需要“月亮 ”，

也需要“六便士”。 为此，市科委先后推出“启

明星计划”“扬帆计划” 等一系列人才计划，

助力年轻人成长；同时修订相关成果转化条

例，提升科研人员收入。

这些政策能否满足现在科技人才快速

集聚、年轻人快速成长的需求？ 现实中，科研

青年究竟还需哪些支持？ 市科委干脆请来上

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这支平均年龄仅 33 岁

的团队，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由此展开。

“国家队 ”平均收入低于市
场水平

“我们这里有许多‘四无’小哥哥，工作

两三年， 到了能挑大梁的时候就跳槽走了，

我们只能再招新人。 ”反方一辩王磊开场不

忘“自黑”。

“四无 ”指的是无钱 、无房 、无车 、无老

婆，在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一名硕士毕业生

入职后月薪到手六七千元；一位有着十多年

工作经历、熟悉算法模型、亲历过一两个型

号的“熟手”，月薪也才一万出头。

作为航天“国家队”，上海微小卫星工程

中心成立 15 年来已经成功发射 41 颗卫星，

可员工收入却低于同等学历在市场上的水

平。 反方五辩鹿艺说，她的表弟本科毕业后

去了一家公司当程序员，年薪 40 万元。

王磊透露，尽管单位员工可以申请人才

公寓，但从申请到入住，一般需要两年，在单

位附近租一套一居室的房子，每月房租也要

两三千元。

为提高科研人员收入，《上海市科研计

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 2016 年修订实施 ，

在全国率先将科研劳务费占资助总额比例

由原来 20%提至 30%， 并加大了对基础类

项目或课题的经费支持力度。 目前在微小

卫星工程中心， 部分课题劳务费资助比例

可达 50%。

即便如此，青年人还是不轻松。 究其原

因，要拿到这笔收入，得先有课题，可许多科

研人员完成单位任务已经是 “5+2”“白加

黑”，很难有精力再做课题。

人才“天梯”日益拥挤，扩容
势在必行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目前有员工 600

多人，平均年龄 33 岁，之所以能吸引到这么

多年轻人，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机会多、发

展空间大。 “一进单位就挑重担的不在少数，

不少人年纪轻轻已是卫星的型号总设计师、

副总设计师，30 岁以下的副主任设计师更是

比比皆是。 ”从鹿艺的讲述中不难发现，一批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实施，让青年人成才的

时间提早了。

上海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贺莉

说，每年最头痛的就是“青年拔尖人才”的评

选，“看简历，700 多个候选人个个拔尖，最终

只有 45 人入选，太难挑了。 ”

这一现状，让正方三辩王敏杰颇有触动。

他说， 本以为上海已经为人才打造了一架从

弱冠之年到不惑之年的成长“天梯”，经过“辩

论”交流才发现，“天梯”正变得拥挤不堪。

2014 年， 市科委率先启动面向 32 周岁

以下青年科技人才的“扬帆计划”，每年资助

150 人，每人资助 10 万元。 2016 年，该计划

的资助规模和强度已经翻番， 即便如此，仍

满足不了上海优秀青年人才的需求，新一轮

扩容势在必行。

记者从市科委获悉， 不久的将来，“扬帆

计划”资助人数和金额有望再扩大一倍；而面

向 35 岁至 50 岁的“学科带头人计划”，正打

算为 42周岁以下年轻人新开一条“跑道”。

另据透露， 市科技党委、 市科委今年 8

月与上海地产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预计

明年底，科技人才的住房难题将有所缓解。

换位倾听，拓宽了思路也换
来了理解

事实上 ， 这场辩论重在倾听 ： 政策制

定者们有了更多的换位思考 ， 为人才政

策的更新拓宽了思路 ； 而年轻人则充分

表达了内心需求 ， 也收获了更多理解和

激励 。

“科技工作者还是要多点情怀 ， 坐得

住 ‘冷板凳’， 不要过于热衷物质方面的追

求， 否则多大的房子才能装得下青年的梦

想？” 总结陈词中， 正方五辩韩元建的发言

赢得了热烈掌声。

“我们在抱怨待遇低、 工作苦的同时，

也应该反问自己， 真的尽全力了吗？” 鹿艺

想起了她的导师， 一位 1961 年投身航天事

业 、 一直工作到 70 岁才退休的老前辈 。

“导师六十多岁时还亲自带着我进靶场、 调

程序、 一字一句改论文……老一辈航天人

的奉献精神值得年轻人学习。”

王磊坦言， 政府确实一直在优化政策

环境， 能够获得荣誉的， 还是那些凭借自

身努力做出优异成绩的人。 当下， 微小卫

星工程中心也在推动军用民用技术融合 。

而根据上海的成果转化新规， 科研人员的

报酬不低于成果转化净收入的 70%， 这一

政策 “指挥棒” 将促成更多 “纸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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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成为青年人才集聚地，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就是缩影。 图为团队青年成员在交流太阳系小行星探测方案。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