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护士上门为一位做过胆囊微创
术的患者换药拆线。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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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新

吴秀娟是一位80后护士，一年多内先后
上门为5名植物人进行护理， 最远的地方车
程要3个多小时。

她认为：人生有两件事最重要 ：第一是
让自己好好活着，第二是让更多的人好好活
着。 希望大家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自己
的一生总结是， 我幸福快乐地度过了这一
生。 面对记者的采访，她说：“看到自己能够
帮助别人，给患者和家属带来安慰，我也感
到很快乐。 ”

听到这里，记者不禁为这名“网约护士”
叫好！ 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的“网约护士”！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居家护理的需求越
来越大。 “网约护士”的出现，是市场趋势所
然， 它既可满足患者多层次的健康需求，也
对解决家庭护理方面的一些难题具有积极
的意义。

年纪大了，难免腿脚不便。 对于一些简单
的护理，如处理创面换针头等，如果能够选择
让护士上门服务，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将会
极大程度地减轻了负担。 尤其是对于那些失
能、半失能或行动不便的患者，护士上门给他
们解决了大问题。 对于医院和护士而言，也是
做好患者出院之后的延续服务， 同时也给护
士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 可以利用
业余时间来做兼职，增加个人收入。

在采访中 ，无论是患者 、护士还是医疗
机构负责人，他们都对此次《“互联网+护理
服务”试点工作方案》表示看好。 “网约护士”
虽好，但问题也不少，还存在不少困难。 相信
随着试点城市的铺开、政府的重视，“网约护
士”将会更加规范化，各项制度也逐渐齐全，
到那时，“网约护士”将会让更多患者更加放
心去约。

■采访手记

“网约护士”放心约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近年来，陆续出现“金牌护士”“医
护到家”等10多个手机APP，用户只需
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足不出户便可享受
护士上门输液、打针、静脉采血等服务。
“网约护士”受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关注。
“网约护士”安全合法吗？发生医疗事故
谁来担责？在经历了诸多争论之后，“网
约护士”如今终于在制度层面有了明确
身份———“互联网+护理服务”。

今年2月中旬， 国家卫健委发布了
《“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将北京、天津、上
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作为“互联
网+护理服务”试点。 这也意味着“网约
护士”得到了“官方”认可，重新进入人
们的视野。

护士上门服务不轻松
其实， 在国家卫健委发布《方案》

前，“网约护士”并非新鲜事物。 早在两
三年前，就有不少企业瞄准这一市场进
行开发。在APP库搜索可见，已有“医护
到家”“滴滴护士”“金牌护士”“阳光护
士”等多家平台上线。在长沙有一个“熙
心健康”的微信公众号，从2016年12月
开始与湖南省人民医院合作，共同推出
了“护+居家照护”项目。

看到《方案》出台，湖南省人民医院
的护师吴秀娟高兴地说:“这是好事，有了
政府出面，护士上门护理将更加规范。 ”

吴秀娟是一位80后护士，也是“护
+居家照护”项目中的骨干护士。

3月2日，星期六，吴秀娟又来到了
望城区茶亭镇东城社区静慎村，这里有

一位70岁的中风老人，脑溢血后遗症处
于植物人状态。从去年7月开始，吴秀娟

每月到这里出诊1到2次，为患
者更换胃管。 每次从医
院出发到静慎村单程
要花2个多小时。

吴秀娟上门护理
最远的一位患者在醴
陵乡下。这位病友因车
祸处于植物人状态两
年多， 原在长沙静养。
为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同时便于家人照顾，最
后回老家疗养。吴秀娟

主动承担每月上门更换
胃管的护理。 她说：“这其
实是把住院护理服务延

伸至家中，促进患者康复”。
从去年5月至今年2月，她共计

上门护理病友400余次，其中有5位
植物人。 面对记者的采访，吴秀娟

说：“通过这一年多的上门服务，感觉自
己各方面都进步很快。看到自己学的专
业能帮助到患者，真的很开心。 ”

吴秀娟的同事朱秀英是“护+居家
照护”项目的“元老”。 这位在省人民医
院工作快30年的资深护士，不仅承担了

“护+居家照护”项目培训任务，自己还
多次上门护理。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护士上门，对患者来说既方便又实
惠， 每次可节省费用数百元甚至数千
元。 ”。

但护士上门对护士来说并不轻松。
以乳腺癌为例， 患者手术后需要进行8
次规范化疗，持续时间6个月左右，在化
疗间隙期间，需要对患者的静脉管路进
行维护。 朱秀英介绍，PICC管每周需要
维护一次，因此，一旦“接单”，不管是酷
暑严寒，都得按时上门。 去年7月12日，
下午6点多，长沙下暴雨，为不耽误周娭
毑的治疗， 朱秀英冒着狂风暴雨前往，
到老人家里时， 已是一身湿透，70岁的
周娭毑及老伴感动得热泪盈眶。周娭毑
因乳腺癌化疗后的副作用，双手双脚溃
烂红肿，不能下地走路，朱秀英定期到
她家帮老人做PICC管维护，还每次“额
外”地为她进行皮肤护理。 经过几个月
的护理， 老人的双手双脚皮肤完全愈
合。 一年多来，朱秀英上门服务了300
多人次，病友及家属给予了高度评价。

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石小
毛表示，医院推出的“护+居家照护”项
目，最初的目的是对患者出院之后的延
续管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切实帮助病
人家庭减轻心理负担和经济压力，帮助
病人在熟悉放松的环境下更好地康复。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 感觉患者需求很
大，但困难也不少。

两大安全问题最受关注
作为新业态，“网约护士”的安全问

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这里指的“安
全”包括护理行为的执业安全和上门护
士的人身安全。

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副理事长周
宁认为，护理是一门专业技术比较强的
工作。 但具有一定的医疗风险，在外出
脱离医疗机构实体资源的现场支持下，

这种风险不应忽视。
“互联网+医疗”的安全性是监管部

门关注的重点。 此前出台的《互联网诊
疗管理办法》《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都
将网络问诊限定在复诊、有实体医院支
撑等框架之内，强调网络诊疗的质控问
题。 而此次出台的《方案》，也同样将安
全摆在首位。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
局长焦雅辉在解读该《方案》时强调，试
点最关键环节是两个安全问题：一是护
士人身安全，二是医疗安全。

《方案》规定，“互联网+护理服务”
主要是指医疗机构利用在本机构注册
的护士，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以“线
上申请、线下服务”的模式为主，为出院
患者或罹患疾病且行动不便的特殊人
群提供的护理服务。《方案》明确，开展
试点的机构必须是确定取得资质并已
具备家庭病床、巡诊等服务方式的实体
医疗机构，派出的注册护士应当至少具
备五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和护师
以上技术职称。“互联网+护理服务”重
点是高龄或失能老年人、康复期患者和
终末期患者等行动不便的人群。试点医
疗机构在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前对
申请者进行首诊。

为确保这种风险不影响护士护理
积极性，《方案》将网约护士外出护理明
确为职务行为。 如果发生医疗安全事
件，相关责任一般由护士所在的医疗机
构承担。 当然，如果医疗机构与网约平
台就责任分配签有明确的协议，也可以
由网约平台来承担。

《方案》为何重点关注护士人身安
全？ 在周宁看来，目前护士主要为女性
群体， 面对危险的应对能力总体较弱。
在外出过程中易遭受不法分子的袭击，
而且在目前医患关系问题较为突出的
情况下， 一旦与患者家属发生纠纷，护
士的人身安全极易受到威胁。

针对护士的人身安全，《方案》还提
出，机构或平台应当按照协议要求，为护
士提供手机App定位追踪系统， 配置护
理工作记录仪，使服务行为全程留痕可
追溯，配备一键报警装置，购买责任险、
医疗意外险和人身意外险等。 应与服务
对象签订协议，并在协议中告知患者服
务内容、流程、双方责任和权利以及可能
出现的风险等，签订知情同意书。

石小毛表示，从湖南省人民医院开
展“护+居家照护”项目的经验来看，提
高上门服务质量和防范医疗风险，要做
好三件事：一是要对患者进行病情和风
险评估， 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上门服
务。二是上门护士必须是经过专门培训
的执业护士，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护理并
写好护理记录，便于持续观察病情及评
估护理效果。 同时，患者或家属对护士
的工作及时给予评价，起到了很好的监
督作用。三是上门护理宜选择那些风险
相对小、操作相对简单的项目，严控高
风险类项目上门服务。

熟练护士资源或成短板
“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与中国

老龄化密切相关。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
《方案》希望通过互联网盘活护士资源，
施行后对于满足老年人家居多元化健

康需求、保障患病老年人生活质量意义
不言而喻。但《方案》在落地过程中仍有
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其中最大的
问题或是护士资源的缺乏。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截至2017年
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4亿人，
占总人口的17.3%。 我国患有慢性病的
老年人有1.5亿， 占老年人总数的65%，
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4000万左右。 失
能、高龄、空巢老人的增多，使得很多带
病生存的老年人对上门护理服务需求
激增。 而与此矛盾的是，我国专业护理
人员短缺。根据2017年卫生健康统计年
鉴，我国注册护士有380万，每千人拥有
护士数量是2.7， 这一比例与欧美发达
国家相比远远不足。 于是，借助“互联网+”
盘活放大护士的服务能力，成为应对老
龄化，尤其是满足失能半失能人群照护
需求的一大策略。

此次《方案》要求派出服务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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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
类资历较高的护士，平时在医院的工作
已经十分繁重，是否有精力完成外出的
任务有待考证，而一些工作量小的医疗
机构护士则面临工作经验不够丰富的
问题。再加上受安全风险与价格因素的
影响，上门护士的积极性也存在不确定
性。

目前在省人民医院试点运行“护+
居家照护”服务项目，发展势头不错。截
至2018年12月31日，“护+居家照护”已
累计上门服务1300余例人次， 累计服
务患者 350余人， 患者好评率更是
100%。但同样存在“供不应求”的现状。
面对市场的需求，石小毛坦言，单靠一
家或者几家医院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
要政府出面，从机制上进行保障，比如
在护理人员培训方面给予专项资金，为
基层医疗机构的护理人员进行免费培
训，之后加入平台，进行上门服务。也有
专业人士认为，要解决护理人员缺乏的
问题， 需要发挥社区医疗服务站的功
能， 由三甲医院对口进行专业培训，病
人先经三甲医院评估，再经居家上门服
务平台专业人士评估，家中需要的医疗
服务业先由主治医生制定提出，具体上
门服务则由社区医疗服务站的护理人
员执行。

此外，关于上门服务的收费以及如
何将这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政府相关
部门还没有明文规定。

据了解， 目前从事上门服务的护
士，均为在职护士，都是利用她们的业
余和休假时间来完成上门服务。长沙护
士上门服务一次一般收费150元， 这个
费用看起来比普通门诊服务费用高，但
即使这样的收费标准， 对很多护士来
说，她们并不一定愿意上门。 此次试点
《方案》 提出， 要综合发挥市场议价机
制，相信今后在收费方面会有更好的解
决办法。 也有专家呼吁，在目前医疗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希望把“网约护士”纳
入医保范围，适当提高居家上门服务护
士的薪酬，吸引更多高素质护理人才加
入互联网居家护理平台， 提高护理质
量，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促进居家养
病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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