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医学·医疗

星期三

编辑 / 黄文发

2019.12.4

2019 年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 15 个奖项花落复旦
“科普杰出人物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附属中山医院教授汤钊猷荣获
本报讯 11 月 30 日，
2019 年
士、
附属中山医院教授汤钊猷。
及肿瘤 / 肝癌防治知识，
并出版了
优秀科普志愿者奖（团队）二等奖；
《诱人的治癌之道》
《征
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颁奖典礼在
此次汤钊猷院士的获奖项目 《肝癌漫话》
上海市红十字南丁格尔志愿服务
癌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举行，表彰为
是《高深临床医学课题科普化：
战癌王》
《话说肝癌》等 8 部癌症防
队中山医院分队获优秀科普志愿
深受好评。
科普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
症防治科普教育》。汤钊猷院士于
治科普图书，
者奖（团队）二等奖；附属妇产科
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
20 世纪 60 年代进入肿瘤领域研
此次 复 旦人 获 奖的 奖 项 还
医院高怡菲获优秀科普志愿者奖
长严隽琪，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
究，申报了一系列高深临床医学
有：
附属中山医院董健的《守护生 （个人）二等奖；附属儿科医院徐
傅丽丽、
沈桢、
金会理事长丁文江院士、荣誉理
课题，因小肝癌早诊早治和高转
命之轴——
—脊柱疾病防治的科普
虹、周文浩、
郑继翠
事长左焕琛，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移人肝癌模型系统的建立和应
宣传》获科普贡献奖（个人）一等
的 《从被动教育到自主参与——
—
焦扬，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用，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
奖；附属中山医院的
“复旦大学附
儿童青少年自我健康管理模式探
记黄红，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步一等奖两次；因攻克原本不能
属中山医院”微信公众号获科普
讨》获科普成果奖（活动）三等奖；
主任王兴鹏，
王
党委书记、
上海科普
切除的肝癌的缩小后切除和主编
传媒奖一等奖；附属华山医院志
附属妇产科医院邹世恩、
陈洁、
自
教育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施 《现代肿瘤学》，
获国家科技进步三
愿者服务基地获优秀科普志愿者
珏、张煊的《基于“恩哥聊健康”
荣范等出席。
等奖两次。
奖（团队）一等奖；
附属公共卫生临
媒体矩阵传播女性健康知识》获
除了将科
共享
本届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设
汤钊猷院士认识到，
床中心卢洪洲的《知艾防艾，
科普传媒奖三等奖；附属妇产科
科普贡献奖、 研成果通过学术会议和发表论文
有科普杰出人物奖、
健康》获科普贡献奖（个人）二等
医院富洁获优秀科普志愿者奖
科普成果奖、
科普传媒奖、科普管
向专业人员普及外，
更要普及到百
奖；附属华山医院、
附属静安区中 （个人）三等奖；
附属华山医院朱玉
“老年健康”
理优秀奖、优秀科普志愿者奖等
姓，因为医学关系人的生老病死， 心医院的
系列科普视
连的《
“康复是一缕阳光”
脑卒中康
六大类，共评出含提名奖在内的
关系民族盛衰。自 1981 年他的科
频获科普成果奖（作品）二等奖； 复指导进社区》获科普贡献奖（个
107 个奖项，其中，复旦人荣获了
普文章《肝癌漫话》获新长征优秀
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师顾凡及的
人）三等奖；
生物医学研究院博士
他又发表了数以百 《脑海探险：
人类怎样认识自己》获
包括最高奖在内的 15 个奖项。
科普作品奖后，
后、生命科学领域知名 新媒体
进行了数以百场
分量最重的 2019 年度“科普
篇计的科普文章，
科普成果奖（作品）二等奖；
附属眼 “BioArt”微信公众号创始人与主
杰出人物奖”授予中国工程院院
计的学术报告和大众科普讲座普
耳鼻喉科医院志愿者服务基地获
编丁广进获科普传媒奖提名奖。

“健康中国”
上医治未病。随着
上升为国家战略，做好健康科普，
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复旦医务工作者、
科研
“为人群服务”的精
工作者们秉承
实验室，
面向大众，
神，
走出诊室、
积极从事科普工作，
成为健康教育
的领军者。此次复旦人斩获多项荣
誉正是对他们长期努力的肯定。
据介绍，经上海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批准，国家科技部登记同
意，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由上海
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于 2012 年
正式设立。设立 8 年来，
上海科普
教育创新奖一直以表彰和激励科
普工作者为职责，一大批优秀科
呈现
普成果、
机构、
人才不断涌现，
蓬勃发展的态势，推动了科普事
业和科普产业的协同发展，为创
新驱动发展提供间接支撑。
文 / 张欣驰

“刷脸”
认证：
附属肿瘤医院用科技赋能门诊管理
“人脸识别 + 身份绑定”
确保现场就诊号源留在患者手中
本报讯 近日，复旦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推出专家号预约人脸
识别系统，强化早高峰时段热门
专家（特需）现场号源的管理。患
“刷脸”
者或代挂号人需持身份证
认证，如果“证脸不符”将无法预
约早高峰现场专家号。医院还通
过细分排队挂号队伍、提前预约
号源挂号时间、强化医院制度建
设等方法，在确保现场号源留在
患者手中、精准打击现场“黄牛”
“号贩”的同时，尽量减少患者现
场排队等候时长。运行一周的成
效显示，有 864 名患者通过人脸
识别预约到了专家（特需）号源。
“刷脸挂号”
无法遁形
让
“黄牛”
“号贩”

对于绝大多数外省市患者而言，
并没有预约挂号的意识，有时也
因为求医心切，根本没有考虑预
约门诊的事宜。为了保障未预约
患者及时就医，医院预留了部分
现场号源。现场号源的存在，对
于门诊管理工作而言是个极大的
挑战。一方面医院需要投入大量
维持
的人力、
物力进行分诊导诊、
现场秩序、
疏导现场人群的工作，
“号贩”
抢
一方面还要面对“黄牛”
占现场排队号源，以及可能由此
诱发的舆情应对工作。
肿瘤医院院长郭小毛教授表
示，
”黄牛”
”号贩”抢占专家号源
严重扰乱就医秩序，不但让真正
需要专家号的患者无号可挂，还
造成了专家号源的浪费。一直以
来，医院采取严厉手段打击”黄
号贩”
牛””
。近期，
医院采用了更
为严格的挂号审核机制，绑定人
脸识别系统，用新技术手段进一
步加强现场专家号源管理。对于
相对充裕的普通门诊号源，目前
无需人脸识别系统即可在挂号窗
口或自助机便捷挂号。
亲友代挂号的
“考虑到家属、
情况，我们还设定每位患者可以
绑定一位代挂号人身份认证信
息。”肿瘤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
董枫表示，
“绑定信息后的代挂号
人，也可以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自
助代约专家号。”

在肿瘤医院门诊大厅，新装
的自助预约机。
着一排
“样貌平平”
一到每个工作日早上 6:30 和下午
这
13:00 的现场预约挂号高峰期，
些预约机便开始发挥
“神通”
。
原来，
这批新装、针对专家现
场号源管理的预约机上，增添了
一套人脸识别系统：预约人在预
约专家号前，将由系统读取预约
人身份证，并自动与自助机摄像
头拍摄到的人像进行对比，如果
身份证与预约人头像不一致，预
约人将无法进一步操作。
“黄牛”
试
“号贩”在人脸识别预约机前，
就会被
“刷
图持他人身份证挂号，
脸”
识破，无法挂号；而旁边，
真正
线上
“黑名单”
的患者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严防网络“黄牛”
“号贩”
里利用预约机顺利约到专家号。
据了解，肿瘤医院 52%以上
“为进一步扎牢防范‘黄牛’
医院
的患者来自于外省市甚至境外， ‘号贩’
的篱笆，在很早以前，

便对网上预约专家号的挂号、退
号。患者可以在专家门诊开诊前
‘线上黑
号做出严格限制，
并设置
一个工作日中午 13:00 以后，根
名单’
。”
肿瘤医院副院长吴炅教
据门诊大厅显示屏上的余号提示
授表示，
“本次推行线下人脸识别
情况，通过“人脸识别”挂号系统
预约第二个工作日的专家
挂号措施，将与网上预约挂号管 “捡漏”
理手段形成互补，强化专家号源
门诊余号；也可以当天早上 6:30
的管控，确保现场专家号源留在
现场挂当天专家门诊的余号；已
患者手中，维护良好的就医秩
经在网上预约成功的患者，则可
序。”
以直接在自助机或窗口取号就
也无需
肿瘤医院针对网上预约多次
诊，
无需再经过人脸识别，
“黑
退号的情况，
挂号人将被拉入
急于早高峰排队挂号。
名单”
；
特别是对于一些稀缺紧张
“精准预约”
的重点专家号源，退号一次将纳
铆牢病情危重患者
入违约名单，影响再次线上预约
看病。该项措施在更大限度上遏
对于病情紧急、危重的肿瘤
线上退号与线
制了
“黄牛”
“号贩”
患者，肿瘤医院还在官方微信挂
下挂号的勾结。
号渠道推出了“AI 精准预约挂
据董枫介绍，网上预约专家
“绿色通道”
。
号”
功能为他们提供
号源的余号和退号，将于专家门
吴炅教授介绍说，肿瘤医院与相
诊开诊前一个工作日的中午 12:
关企业合作开发 AI 精准预约引
危
00 回到门诊大厅的“人脸识别” 擎，
置入疑难病症的特征标准，
通道上传病
预约系统，供现场挂号人预约挂
重患者在
“精准预约”

历资料和检查报告，经过人工智
能引擎的计算分诊后，符合标准
的患者将会优先获得专家号源，
以解除危重患者急于就医的困
扰。截止今年 9 月底，
医院已经有
11 个外科科室、129 名专家开通
了精准预约，服务患者 12.8 万
人，符合病情需求的患者达
21002 人 ， 占 预 约 总 人 数 的 约
患
15%。专家门诊效率显著提升，
者则节约了大量时间成本和经济
成本。
据悉，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强
化现场专家号源的管理仅仅是肿
瘤医院强化管理工作的第一步，
后续仍将持续发掘新技术、新方
法为患者服务，相信经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
肿瘤医院有办法、有能
维护好、
力管理好现场专家号源，
发展好、实现好广大来院患者的
诊疗利益。
文 / 王广兆 王懿辉 摄 / 王广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