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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互联网医疗走稳走好
□ 祝 伟

互
联
网
医
院
将
改
变
什
么

经
济
日
报
·
中
国
经
济
网
记
者

李
治
国

上海创新医疗服务，从线上问诊开始，互联

网医院的发展按下“快进键”，一系列“云看

病”的新变革，由此展开。 居家健身动起来
本报记者 敖 蓉

10余家互联网医疗平台推出在线问诊
专页，200多家公立医院开展新冠肺炎免费
互联网诊疗或线上咨询，服务近千万人次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凭
借不受时空限制、无接触、避免交叉感染等特
点，成为人们就医的新选择。纵观一些在线
问诊平台，新注册用户数量实现了爆发式增
长，让人们看到了互联网医疗的巨大潜力。

在线问诊、远程医疗等其实并非新生
事物，在很多发达地区已初具雏形，积累
了不少经验，成为人们使用较为频繁、发
展也较为成熟的服务。目前，优质医疗资
源依然相对稀缺，大医院、名专家往往集
中在大城市，而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医
疗技术、设备、服务能力存在诸多短板，
许多患者不惜跨越万水千山挤到大城市、

大医院看病，不仅付出了大量时间成本，
也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互联网医疗的发
展和普及，让一些偏远地区患者也能向知
名专家实时在线问诊，这种“触屏可及”
的服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优质公共服务
和医疗资源的均等化。

正因如此，日前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多
次发出通知，要求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
互联网医疗的服务优势，大力开展互联网
诊疗服务，特别是对发热患者的互联网诊
疗咨询服务，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医疗健
康”服务功能。上海、江苏等地还进一步
出台政策，将具备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的
定点医疗机构，以及为常见病和慢性病参
保患者复诊提供的“互联网+”医疗服务，
试行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从实际效果看，

互联网医疗对于补充线下医疗资源、排查
疑似患者、避免交叉感染、安抚公众紧张
情绪等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极大消除
了人们对网上看病的疑虑。

互联网医疗模式如何在未来持续发
展，成为人们寻医问药的常态？与传统线
下医疗服务相比，互联网医疗仍存在不少
短板。这其中，有些是因为医疗机构自身
问题。比如，一些在线问诊平台医生资质
难以辨别、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无法解决
用户购药的直接诉求等。有些是源于医疗
的服务特性，即医生需触诊、叩诊才能对
症下药，而在线问诊的应用场景依然有
限，比如按照《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 （试
行）》 规定，患者未在实体医疗机构就
诊，医师仅能通过互联网医院为部分常见

病、慢性病患者提供复诊服务。
对于互联网医疗来说，未来要走稳走

好，既需要提高发展速度的“挡位”，更需要
拧紧服务质量的“阀门”。这一方面有赖于
监管部门筑牢制度的堤坝，加强对互联网诊
疗行为的质量控制。近年来，国家卫健委、
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已经出台了多部办法和
规范，针对人们的就医关切划定了行业“红
线”，这为互联网医疗高质量运行奠定了良
好监管基础。另一方面，互联网医疗平台特
别是商业化平台，也应坚守医疗服务守护患
者健康的本质和初心，强化行业自律，消除
非法行医、变相收费、违规开药、竞价排名等
利益滋生空间，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健康
需求，与线下医疗机构一道，共同构筑一个
互联网上的“健康中国”。

1月24日，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机制。在落实严格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举措之际，普通感冒发烧的患者以及诸
多慢性病患者应该如何看病呢？

疫情倒逼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上海反应异常迅
速，从1月29日起，上海市卫健委鼓励上海市
级医院采用线上门诊等形式，引导公众通过互
联网手段满足问诊、咨询和科普需求，减少线
下就诊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上海各大医疗
机构迅疾启动线上咨询，专业的发热咨询热
线，也开始加速落实。

2月6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
新闻发言人郑锦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截至2月5日17时，36家上海市级医院
在线咨询的单日访问量5.7万余人次，单日咨
询量3600余人次，累计访问量66万余人次；
开通发热咨询电话并同步成立网上门诊“新冠
工作室”，为发热、有呼吸道症状的群众提供24
小时在线咨询服务。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新冠工作室”就是
专业设置的“上海市发热咨询平台”，由上海商
赢互联网医院、徐汇区中心医院，依托“互联
网+”技术联合开发，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公众全
天候提供在线新冠肺炎咨询、疫情防护科普及
各类专科问诊、远程问诊等义诊服务。

各类线上发热门诊初显成效，并没有让上
海松一口气。2月10日以后，随着复工复产的
推进，返回上海的人群迅速增加，医院就诊需
求也与日俱增，不少医院发热门诊出现排队现
象，再次倒逼上海加速推进变革。

2月26日，上海徐汇云医院领到了属于自
己的“身份证”，并拥有了正式的名字——上海
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贯众互联网医院。两天后，
在上海市医保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这里成为上
海首家实现线上脱卡支付的公立互联网医院，
药品配送到家，大大缩短了与患者之间的“最
后一公里”，让患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实体医
院同质化服务。

截至3月2日，上海已有首批6家公立医
院挂牌“互联网医院”，上海整个医疗环节在

“云端”基本打通——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享受
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服务。一个全新的就医
场景就此打开。

医院和患者一起上“云”

2月28日上午，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贯众
互联网医院迎来了正式开通后的首位医保患
者。沈先生是一名被慢性支气管炎困扰多年
的中老年患者，几乎每个月都要来徐汇区中心
医院看病配药。然而受疫情影响，沈先生最近

不太想出门，眼看药
快吃完了，便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在网上问
诊，没想到，互联网医
院不仅能开处方，还
能使用医保支付。

2月28日这天，上海徐汇区中
心医院贯众互联网医院线上已有20
个病人完成诊疗药物配送，其中不
少人家住上海远郊，“互联网医院”
让他们省却了跑医院的时间，在家
即可轻松问诊。

“线上问诊的医师均具备执业注册医师资
质，独立临床工作经验3年以上。他们通过固
定排班时间，结合患者预约时间，协调个人碎
片化时间，在‘云端’为病人咨询。”上海徐汇区
中心医院贯众互联网医院执行院长朱福表示，
只要是获批牌照的“云”医院，诊疗流程就能完
全在“云端”实现。“云”医院也将进一步做好医
保服务医师、参保患者电子实名认证等人体特
征识别技术，加强实名管理，确保患者与结算
对象一致，尽快形成“互联网+”医保管理长效
机制。

同期拿到牌照的上海市儿童医院互联网
医院，也于2月29日对外开展线上诊疗。

杨先生是该院对外服务的第一位患儿家
长。他表示，获悉儿童医院互联网医院获牌对
外服务的消息，非常开心。原来，受疫情影响，
他的孩子错过了复诊时间，如今通过互联网医
院不但顺利实现复诊，还可以网络开方，继续
服药治疗。当日下午，杨先生所需药物经过医
院审核后，就交由第三方物流配送，次日他就
收到了跨省而来的药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李嫔介绍，儿童家长普遍年轻，儿童互联
网医院必定会成为家长追捧的场景，改变家长
的就医行为习惯，“互联网医院目前毕竟是新
生事物，医生和家长也需要有一个适应过
程”。李嫔同时提醒家长。

经过几天运行，网络平台各环节不断磨
合，儿童互联网医院运作逐步流畅。院长于广
军表示，互联网医院运行初步达到了设计效
果，目前支持甲状腺疾病、慢性肾小球、肾小管
疾病、哮喘、湿疹等病种的线上复诊；还能线上
线下融合，线下诊疗，线上随访。“不久，互联网
医院还能实现线上开具检查单，线下先检查后
就诊的一体化服务，实现诊前、诊中、诊后全流
程服务模式，有效分流患者，降低就医成本，提
高服务可及性。”于广军说。

未来空间有多大

“互联网医院作为抗疫第二战线，打破地
域和时空局限，提供了远程医疗帮助，尽可能
帮助更多人，减轻线下医院的压力，减少不必
要的恐慌。”主导建设“新冠工作室”的上海商

赢互联网医院也拿到了牌照，该院副院长、主
任医师赵立宇表示，通过这次疫情，让全社会
重新认识了互联网医疗的作用。“疫情”会带动
一波互联网诊疗的发展，包括AI导诊、线上读
片、远程诊疗、多学科会诊、家庭医生健康管
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配药等很多应用
场景。

我国互联网医疗开始于2014年，行业预
测，2020年，我国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将达
900亿元。而随着2020年春节这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这一目标很可能提前实现。

谈及互联网医疗的优势，赵立宇表示，“互
联网+”是以用户为导向，高效赋能、重新布局
医疗资源和行业，体现高效、赋能、优化、提升
等优势。一是可以跨地域，能够打破医院界
限，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二是有利于探索分级
诊疗，把慢性病常见病留在基层甚至在网上解
决，把大病重病、疑难杂症转到三级医院，实现
真正的医疗资源合理配置；三是能够降低医疗
成本，医生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回复病人，大
大降低了病人的就医成本，也节约了医疗资
源；四是助推健康管理，家庭医生可以远程把
病人的健康管起来，通过人工智能、可穿戴设
备、大数据挖掘持续赋能互联网医疗，未来还
有大的想象空间；五是有助于实现医药分开，
药品供应透明化，掌上药店、代煎药、快递等方
式，满足患者多层次、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医疗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课题，不可能一
‘云’解决所有问题。”赵立宇也坦言，互联网医
疗在产品与技术层面仍不是很完善，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此外，互联网医疗的安全性问题也值得探
讨。毕竟线上诊疗不是面对面，容易引起漏诊
误诊；医疗的合规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
很多政策边界有待进一步明确；医保支付课
题，已经引起了上海医保部门的高度重视，出
台了相关文件，支持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支
付；很多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不熟悉，往往是
年轻人代替家里老人线上问诊，但最需要医疗
服务的是这些老年人。

“下一步，互联网医院有可能实现电子处
方流转。”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医疗资源发展部
主任赖永贤表示，患者凭一张电子处方，或许
可以在社区药房或网上“云药房”，根据自己意
愿选购药品，这在以前难以想象。今后，互联
网医院在研究和应用领域仍有诸多问题需要
探索，在推动医保、医疗产业以及整个医疗体
系迭代升级上，也有巨大想象空间。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大家近期外出锻炼多有不便。加之
专家建议不要“放肆”减肥，吃得好对增强免疫力很有用——
这样一来，很多网友表示，体重秤上的数字已不忍目睹了。越
是这样的时候，大家越想运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上有关
居家健身的视频，春节至今播放了几十亿次。那么，这段特殊
的居家时间，该怎么把体育锻炼科学合理地安排进日常生活
呢？针对不同人群，要有不同的健身方法。

儿童运动，微微出汗就好

孩子正值生长发育黄金期，可最近都圈在家里，体育锻炼
怎么进行？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建方表示，儿童、
青少年生性活泼好动，在家里应当遵循安全、科学、适度、多样
化的原则锻炼。运动量要适度，以中低强度为主，身体微微出
汗为宜，运动后要注意保暖和休息。

他建议上午、下午和晚上各进行15分钟到20分钟的居
家健身，防止返校后肥胖和近视率急剧上升。儿童以灵敏、柔
韧、协调和平衡练习为主，比如单脚站立、抛球接球，还有钻

“山洞”、推“小车”、跳格子等。青少年可以加入速度、小力量，
以及心肺耐力练习，如左右两点跑、振臂跳、原地踏步、开合
跳、仰卧踩单车等。有条件的可以在家里进行小哑铃或者弹
力带的练习。每个动作进行20到30秒，依据身体的素质进
行2到4组。

成年人和老年人运动不一样

身体素质较好、平常有良好体育锻炼习惯的成年人，建议
可以开展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样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和基本力
量素质，同时还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良好锻炼效果。原地跑、俯
卧撑、开合跳、波比跳等运动方式均适合成年人，每个动作练
习10到15次，进行2到4组即可。

老年人以及一些缺乏体育锻炼的成年人，建议以功能性
练习和柔韧、平衡素质提升练习为主。针对肩、颈、腰、背这些
关键部位的肌肉开展拉伸和转体类练习，每组拉伸时间持续
约20秒到30秒，进行2到4组。另外还可以练习一些仰卧背
桥、小燕飞等。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怎么运动

慢性病患者的锻炼同样不能落下，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
运动方式。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运动的方式就需要量身
定制。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运动可以提高心肺耐力，增加血管
弹性，调节植物神经，减轻体重，从而降低血压。不过，运动前
首先应考虑自身实际情况，比如年龄、体重、健康状况、疾病控
制程度，以及之前运动习惯和体能情况等，然后选择适合的运
动方式。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梁辰建议，慢性病患者可
以选择中等强度的有氧操、太极拳等运动；正式运动前应做低
强度的热身5到10分钟，正式运动后可以用自我感觉判断运
动强度，一般是一边运动一边能够说话，并且微微出汗，这就
说明达到了比较适宜的运动强度。此时的运动强度大概是个
人最大心率的60%至70%，需维持这个强度的运动20分钟
至30分钟。最后，运动结束前应做5至10分钟的拉伸缓解
疲劳。

但是，高血压患者不适宜做憋气和爆发力强的运动，比如
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运动均需要憋气，且要收缩头颈部肌
肉，会使血压升高；也不应该做频繁转换体位和长时间头部朝
下的运动，容易出现头晕甚至晕倒的情况。

糖尿病患者运动方式怎么选？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
立新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原地踏步走、做瑜伽、打太极拳
等。希望每周中等强度运动不低于150分钟，如果相对年轻
且没有心脑血管疾病，最好再做90分钟的稍高强度运动，同
时有30到60分钟的力量训练、对抗性训练。

居家健身不宜长时间大强度

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但是，对所有人来
说，居家健身不适宜长时间大强度锻炼。在居家防疫期间，为
确保运动安全有效，运动强度必须适宜。强度过低，没有锻炼
效果，但长时间大强度运动，会导致身体机能失调，免疫功能
下降，且运动损伤风险增加。因此，特别忌讳平常不运动、锻
炼突击。

居家健身运动强度适宜的主要表现是：运动后感觉轻度
呼吸急促，周身微热，面色微红，内心感觉轻松愉快。稍微感
觉有点疲乏，但经过休息可以消除，且没有疼痛和麻木。

体育健身是需要长期坚持的生活习惯，相信经过这段特
殊时期后，公园里、场馆内一定会有更多的人穿上运动鞋，为
身体健康运动健身。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贯众互联网医院
的部分“线上医生”。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上海商赢互联网医院员工正在后台为“新冠工作室”的数百名在线医
生安排每日的排班信息。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医疗队医
护人员带领新冠肺炎患者练习八段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