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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网约护士”的双向安全如何破题
专家提醒：“网约”医疗服务是为了排忧解难，而非制造麻烦

离开熟悉的医院场景，转由陌生护士上

门，为行动不便的居家患者进行拔管、采血、

吸痰等护理服务，这安全吗？ 女护士只身前

往陌生患者家里，这安全吗？ 如遇患者突发

疾病，患者、护士的双方权益如何保障，后果

由谁承担？

上海 “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公布近三个月，大众在对“网约护士”

期待的同时，也陆续对相关“安全”保障等问

题表现出高度关切。

“首诊评估”

保障护士人身安全

“对年轻女护士来说，单枪匹马进入陌

生人家，还是有所顾虑。 ”“接单平台上只显

示患者家庭地址、年龄、基本病情等基本信

息，病人及家属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们并不

清楚，初次上门，心里难免忐忑。”“相比陌生

人，我更愿意接‘熟人’订单，长期服务的患

者相对令人安心。 ”

谈及推进中的“互联网+护理服务”，沪

上医疗机构护士长、一线护士向记者反复提

及了人身安全。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发现，早期试水“互

联网+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对此亦高度关

注。 在长宁区天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提出“网约护理”需求的患者先要到中心

进行“首诊评估”，再由医院统一派单。 而在

普陀区真如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了“首

诊评估”，收到预约信息后，护士会先打电话

核实患者身份 ；在 “医 @ 家 （医护端 ）”App

应用支持下，通过绑定地图、目的地查找，实

现实时定位，护士到达患者家中第一件事就

是“签到打卡”，之后的每一步操作均需在线

记录，实现医疗服务“留痕”。此外，真如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还为 15 名“网约护士”购买

了人身意外伤害险。

记者获悉，这些早期试水者的经验与探

索，大部分写入了上海“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实施方案。比如，方案明确要进行“首诊

评估”， 即医疗机构提供 “互联网+护理服

务”前，要对申请者进行首诊，对其疾病情况

和健康需求等进行全面评估后，方能考虑派

出具有资质的护士。专家告诉记者，“首诊评

估”有两个目的：一是用于确定患者的“网约

服务”是否适合“上门护理”，以保障医疗质

量与安全；其二，也是出于保障护士人身安

全的角度考虑。

方案还明确要为护士提供手机 App 定

位追踪系统，配备护理工作记录仪，使服务

行为“全程留痕”，为护士配备“一键报警装

置”，购买相关保险等。

守护患者
既懂护理更懂老人

对于“上门”这件事，不止护士有顾虑，

其实病家也有顾虑。

家住普陀区星河世纪城的居民严老伯

是独居老人。 今年春节，严老伯不慎在家跌

倒，导致髋骨骨折。而老人的血糖、血压向来

不稳定，需要定期检查。 正巧此前严家子女

曾在家庭医生团队的指导下安装过 “医 @

家”手机 App，就为老人预约了“网约护士”

上门，不过严家女儿还是特意请了半天假。

为何还是放心不下？ 严家女儿坦言，自

己所担心的，并非护士的专业资质，而是“小

护士听不懂老人说什么、要什么”。

“以往看病都是我陪在爸爸身旁，他血

管脆，凝血功能又不好，抽血也得折腾大半

天，必须在旁边反复解释、引导。 ”严家女儿

说 ，她担心年轻护士一个人 “搞不定 ”老人

家，弄不好还会惹出新麻烦。

根据上海 “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方

案，医疗机构派出的“网约护士”应当至少具

备五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和护师以上

技术职称，部分项目如腹透管维护、PICC 维

护要求护士具备相应资质，能在国家护士电

子注册系统中进行查询。但与老人沟通的能

力确实难以硬性考量。

如何在护理专业的同时， 做到 “懂老

人”、 用心体会老人生活的不便并给予精准

服务，是一门新课题。

医疗安全
上门护理要低风险

不过，当大众在关心护士、患者的人身

安全时，医疗机构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

“安全”还有更深一层理解，即医疗安全。 当

护士上门开展护理， 不仅意味着场景的改

变，而是完全脱离了医疗场景与所有的医疗

“后援”。 出现突发状况，需要她独自面对。

记者在长宁区天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发现，该中心特地为每位“网约护士”

准备了一个出诊包，约五斤重的背包里装着

不少“家当”，除了根据“下单”患者需求配备

的个性化医疗护理用品，还为应对突发情况

准备了血压计、心电仪等。

确保医疗安全，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源头

上筛选出适合居家护理的服务项目。 上海

“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项目清单涵盖 11

大类、共 42 项服务，包括术后伤口护理、腹

透管理、拔火罐、刮痧、产后护理、康复护理、

安宁疗护等。 这些服务都具有需求量大、医

疗风险低、易操作实施等特点。

所以，“网约护理” 绝不是想约啥就有

啥。 专家提醒，医疗服务不可能完全“零风

险”， 大部分医疗服务建议病家前往医疗机

构进行， 这也是出于对患者生命安全的考

虑。 有医务人员直言，不论何时都应当认清

一点，“网约”医疗服务的推出是为了解决麻

烦，而不是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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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19 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 97

岁高龄的约翰·古迪纳夫成为史上最年长

的诺奖得主， 打破了 2018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阿瑟·阿什金 96 岁获奖的年龄纪

录。 除了拥有锂电池这项伟大发明， 这位

超长待机的 “足够好爷爷 ” （其姓氏

Goodenough 中文意为 “足够好”） 还是一

位不折不扣的 “暖男” ———不管科学家还

是普通人 ， 都能从他身上汲取温暖的

力量 。

究竟什么样的科研人生路才叫 “足够

好”？ 古迪纳夫演绎的版本如下： 儿时患

阅读障碍， 上大学前父母离异 ， 30 岁才

开始读博、 正式加入科研行列 ， 54 岁决

定转向、 从事电池研究 。 接着 ， 58 岁时

他做了钴酸锂， 75 岁做磷酸铁锂， 94 岁

做全固态电池， 97 岁摘得诺奖……

和一些少年成名的天才科学家不同，

古迪纳夫堪称大器晚成。 这位 “足够好爷

爷 ” 很喜欢用 “爬行的乌龟 ” 作比 。 他

说： “我们有些人就像是乌龟， 走得慢，

一路挣扎， 到了而立之年还找不到出路。

但乌龟知道， 他必须走下去。”

确实， 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拥有智商爆

表、 天赋过人的 “运气”， 大多数平凡人

要获得不凡的成就， 都需要像乌龟一样经

历一场 “耐力跑”， 因此， 古迪纳夫身上

散发的 “平民英雄” 气质， 更值得尊敬与

效仿。

其实， 生活在现代的很多人， 内心多

少会因 “老之将至” 而恐惧。 在职场上，

日益增长的年龄在很多时候意味着 “天花

板”； 若从事科学研究， 不仅前沿研究国

际赛道上的竞争激烈无比， 让人不敢有须

臾的松懈， 不少科研人员还被一张张隐形

的 “时间表” 所累。 比如， 有人认为， 按

照现行的学术界 “生存法则”， 一名学者

若 45 岁以前没有入选高级别人才计划 ，

拿顶像样的 “帽子”， 基本就 “出头” 无

望了。 仿佛一级台阶没有踏上， 整个学术

生涯将就此耽搁。

和这种匆忙 “赶集” 的心态不同， 古

迪纳夫展示了从事科研的另一种心境。

其实 ， 倘若用世俗的眼光来打量 ，

古迪纳夫在很长一段时间， 运气都 “不够

好”。 他辛辛苦苦研究出的成果在当时任

教的牛津大学未被重视， 专利被送给了一

个政府实验室后， 被企业买走， 他没拿到

一分钱； 多年来， 他一直在可能获得诺奖

的预测声中 “陪跑”， 他与我国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不仅同龄，

还是当年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同学， 与 35 岁摘得诺奖的昔日

同窗相比， 古迪纳夫得奖晚了 60 多年……

不过， 所有这些在常人眼中的 “坎坷”， 在古迪纳夫眼里

都不是问题。 他所在乎的， 只是 “发现问题， 继而解决问题”，

不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至于名利得失， 远不及 “乌龟” 一路

缓慢爬行收获的线索与风景重要———或许， 这种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的豁达心境， 也是他最终被诺奖眷顾的原因。

无论是科研路还是人生路， 有时就像一场龟兔赛跑， 哪怕

有些人的步程是 “龟速”， 只要坚持， 最终都能抵达终点。

太原舰抵达横须贺，将参加
国际舰队阅舰式

10 日上午， 经过多日连续航行， 中国海军太原舰抵达日本

横须贺， 准备参加 10 月 14 日在日本举办的国际舰队阅舰式。

当地时间上午 7 时许， 海军太原舰驶入横须贺附近海域，

与前来迎接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会合。 随后， 日方派出联络

官和引水员登上太原舰， 引导太原舰缓缓驶向横须贺新港商业

码头， 太原舰主桅杆悬挂中日两国国旗， 官兵们在甲板上整齐

分区列队。

中国驻日本使领馆、 华人华侨、 中资机构以及日本海上自

卫队官兵代表 300 余人在码头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致辞中表示， 这是中国海军舰艇

时隔 10 年再次访日， 也是首次赴日参加海上阅舰式。 近年来，

中国海军积极参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 也门中外人员撤

离、 国际灾害救援等行动， 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次太原舰作为和平友好的使者赴日参加海上阅舰式， 体现了

中方致力推动中日关系向好发展的友好诚意， 与各国加强交流

合作的积极意愿， 将向各界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念。

他表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日本

的 “令和元年”， 中日两国和两国关系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两国领导人已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

识。 防务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两国防务部门

进一步加强交流沟通， 妥善管控分歧， 为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和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

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地方总监渡边刚次郎出席欢迎仪式

并致辞 ， 他欢迎中国海军舰艇时隔 10 年访问日本 ， 太原舰

应邀参加海上自卫队阅舰式， 对增进双方防务交流具有重要

的意义。

太原舰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一代主力舰艇， 去年底刚

刚服役， 代表了中国海军装备的前沿水平。

据了解， 此次日本国际舰队阅舰式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

办， 计划 10 月 14 日在日本东京相模湾海域举行， 将有来自中

国、 美国、 英国、 印度、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加坡等 7 个国

家的 10 余艘舰艇， 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多型舰机参加。

（本报东京 10 月 10 日专电）

土耳其军队兵分四路开进叙利亚
面对美欧谴责，埃尔多安威胁将任由360万叙难民前往欧洲

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9 日宣布启动

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后，该国国防

部 9 日晚宣布， 在经过轮番空袭和炮击后，

土耳其军队已分四路进入叙利亚，展开地面

军事行动。 土方称，行动开始后命中了 181

处“恐怖组织”目标。

以叙利亚库尔德人为主体的“叙利亚民

主军”方面表示，土耳其军队的空袭、炮击已

造成哈塞克省北部的卡米什利市、代尔巴西

耶市、拉斯艾因市等地 8 名平民死亡，另有

20 名平民受伤。

土方的军事行动遭到欧美多国的批评，

有美国议员提议对土实行制裁。 对此，埃尔

多安 10 日发出警告， 称如果欧盟方面批评

土方军事行动， 那么他将打开难民营大门，

任由约 360 万叙利亚难民前往欧洲。

库尔德人仓皇出逃 ，“连鞋
都来不及穿”

土耳其国防部 9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作

为“和平之泉”行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军队和

由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已开始在

叙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发动地面进攻。

轮番空袭和炮击过后，土耳其特种部队和装

甲车兵分四路进入库尔德武装控制区。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其中两路途经泰勒

艾卜耶徳，另两路取道拉斯艾因，两地都是

叙利亚边境重镇。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土耳

其安全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进攻以空袭作

为开场，随后以库尔德武装的营地、弹药库

和防御工事为目标进行炮击，涉及至少 6 座

边境城镇。

叙国家电视台 9 日报道，土耳其军队当

天向叙东北部哈塞克省发起军事行动，密集

炮击该省拉斯艾因市的 “叙利亚民主军”目

标，造成当地基础设施损毁，大量民众出逃。

泰勒艾卜耶徳居民马希尔告诉美联社

记者，土军炮弹击中“叙利亚民主军”在当地

一座营地，当地人纷纷逃难。马希尔说，一些

人仓皇出逃，“连鞋都来不及穿”， 或步行或

坐车，把通往拉卡的路挤得水泄不通。 拉卡

位于泰勒艾卜耶徳以南 100 公里，曾是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的大本营，后由库尔德武装

接管。

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占叙利亚国土面积

将近 30%，人口超过 200 万。 土耳其意图在

己方边界与库尔德武装控制区之间设立纵

深 30 公里的“安全区”，用以安置暂住在土

耳其的 300 多万叙利亚难民。

普京呼吁仔细权衡；特朗普
称这是“坏主意”

叙利亚外交部 9 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土在叙北部展开军事行动， 称这是 “入侵”

“公然违反国际法”，决心“以一切合法手段

抗击土耳其侵略”。声明同时指出，依赖美国

支持的叙库尔德武装也应对事态发展承担

责任。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政治代表机构声明

称，愿意在俄罗斯调解下同叙利亚政府展开

对话，以应对紧张局势，希望俄罗斯成为对

话的担保国。俄总统普京 9 日应约与埃尔多

安通电话，呼吁其仔细权衡，不要让军事行

动损害各方在解决叙利亚危机方面所做的

共同努力。 普京表示，保证叙利亚统一和领

土完整、尊重其主权有重要意义。

美国总统特朗普 9 日发表声明，称美国

不支持土耳其此次行动，并已告知土方美方

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 另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民主党

参议员克里斯·霍伦 9 日公布了对土耳其拟

议制裁的大纲，包括针对埃尔多安在美国的

资产和实施签证限制。

欧盟国家谴责土耳其军事行动。德国外

长马斯敦促土耳其结束这次行动，称这可能

导致进一步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更多的人流

离失所。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认为这会威胁到

反“伊斯兰国”联盟在当地的安全和人道主

义行动，从而危害到欧洲的安全。

叙北部因土

耳其军事行动战

火重燃， 一名叙

利亚妇女惊慌失

措准备撤离。

视觉中国

土耳其 9 日对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武
装控制区发起军事行动。 在一些分析师看
来，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悬殊，但叙利亚库尔
德武装不容小觑，可能给土军制造麻烦。

从人数看， 土耳其坐拥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第二大规模军队， 这次在叙利亚东北
部投入的兵力不详。媒体几天前报道，多达
一万名土耳其军人陈兵边境。另外，土耳其
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

加入作战。

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有
大约 4 万名武装人员， 另有数万名配备武
器的“安全人员”。不过，土军在进攻前切断
了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增援的通道。

从武器装备看， 叙库尔德武装明显处
于劣势。 不愿公开姓名的库尔德人士告诉
记者， 库尔德武装没有从美国得到反坦克
和防空武器，“最具威力的武器只是一些迫
击炮”。 另一名消息人士说，尽管美方没有
提供重武器，库尔德武装从“其他渠道”获

得反坦克导弹和肩扛式防空导弹等武器。

另外，由于叙利亚东北部地势平坦，库
尔德武装暴露在有制空优势的土军战机
下， 所擅长的城镇巷战和山区游击战战术
没有用武之地。

库尔德武装人士说， 武装人员将凭借
防御工事和“必死决心”，尽力拖住土耳其
军队，“打不过他们也要咬一口”。如果战事
持久，土耳其势必承受后勤保障、国内经济
和国际社会压力。

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分析师厄
兹詹推断， 叙库武装将用一切手段抵抗土
军进攻，包括使用地雷、路边炸弹、反坦克
导弹 ，“他们将像蚊子一样不停叮咬 （土
军）”。 王宏彬（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须与英国第二次公投或提前大选绑定

本报讯 （记者吴姝）9 日晚，欧盟领导人发出信号：英国延

迟“脱欧”必须与大选或第二次公投捆绑在一起。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欧洲议会新任议长萨索利 8 日赴柏

林与默克尔商讨英国“脱欧”事宜后，当晚又赶往伦敦拜访英国

首相约翰逊， 同时还与英国议会下院议长约翰·伯科进行了交

谈。萨索利回到布鲁塞尔后，对欧洲议会议员表示：“我与伯科进

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讨论，讨论中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任何

延期‘脱欧’的要求必须让英国人民可以在一次公投或大选中表

达他们的观点。 ”

9 日晚有报道称， 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已经准

备向约翰逊允诺，如果约翰逊“脱欧”谈判失败，工党同意在 11

月 26 日提前大选。 根据定期议会法，大选将在首相提出解散议

会议案通过后的 25 个工作日之后举行。

■本报记者 孙 华

■“解锁网约护士”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李晨琰
首席记者 唐闻佳 “网约护理”

明年在全市推广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通讯员宋琼芳）

备受关注的上海“网约护理”试点正在进入

加速跑。昨天召开的“夯实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加快实施互联网+护理”工作现场推进

会透露，“互联网+护理服务”（又称 “网约

护理”） 明年上半年将在全市各区全面推

广， 上海将通过完善政策创新举措， 形成

“医院-社区-家庭”护理联动机制，将护理

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

《上海市 “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自今年 7 月发布以来，已有 1

家三级医院、37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 家

社会办医机构开展试点，共计实施 2144 人

次“互联网+护理服务”。 从试点情况看，与

家庭医生签约、居家护理、家庭病床等服务

有机整合，“互联网+护理服务” 得到市民

群众一致好评。

副市长宗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长宁区天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吴慧琳上门为曹婆婆检测空腹血糖。

本报记者 李晨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