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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机器人让骨折精准复位

5月7日，由国家卫健委、福建省政府共同主办的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健康分论坛”在福建省福州
市召开。在峰会上，国家卫健委发布了 《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
全国目前已有 158 家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健
康”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行业发展态势良好。报告
还提出，国家卫健委将着力推动实现二级以上医院普
遍提供线上服务、三级医院实现院内信息互通共享等

“硬任务”。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田丰年表示，宁

夏通过“互联网+”建成了覆盖全区的居民健康档案
和医疗卫生健康管理系统，向基层群众提供慢病管
理、线上服务，开展“线上+线下”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促进全民健康管理。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表示，医院已
经研发了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诊断系统，正在研发
骨科机器人、实现骨折人工智能精准的复位。在医院
管理方面，要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各个学科和多
个行政部门跨学科急救体系，极大地提升了治疗效率。

患者点赞“线上线下打通”

依据网络问诊的流程，患者按照自己对病情的初
步判断，在网站上选择相关科室或者直接寻求知名度
较高的医生，对其支付一定的咨询费，然后通过网上

图文沟通向医生描述病情，最后由医生提供专业的指
导和判断。如果患者不想单独付费咨询，便可以浏览
其他相似的问诊病例，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除了网络问诊之外，很多医院网站还向患者提供
线下就医指南和网上预约服务，做到“线上线下打
通”。例如，北京协和医院开发了“协和 APP”，为患
者提供预约挂号、在线建档、辅助科室预约、自助缴
费等功能，患者接受诊疗后，还可以在线查询处方、
填写满意度调查。

远程会诊对基层医院是利好

目前，网络问诊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北京理工大
学学生孙铭向笔者讲述了一次不愉快的网络问诊经
历：“2018 年 10 月，我因为学业紧张、心理压力较
大，总是发烧。在网上向医生描述了症状，但医生总
是含糊其辞，没有给出具体的病情判断。”在多次询问
无果、服用推荐药不见效后，他还是选择去正规医院
做线下检查。

对此，威海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安景华表示，医疗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般医生在诊断疾病的过
程中都会经过“视触叩听”的物理查体过程，而这是
网络问诊无法实现的。“比如，患肺炎的病人需要医生
每天拿听诊器根据肺部啰音情况进行判断。因此，网
络问诊目前还是以辅助作用为主。”安景华说。对于

“互联网+医疗”未来的发展前景，安景华仍表示肯
定。她认为，“互联网+医疗”还有很多的应用场景，
尤其是5G时代到来后，互联网或许会对诊疗产生颠覆

性的改变。
在县级医院心内科工作了24年的主治医师姜献华

看来，“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为基层医院带来的利好
更突出。首先，为患者降低治疗成本的同时，网上远
程会诊减少了危重病人在转院途中出现风险的可能
性。其次，对基层医院来说，互联网打通了不同层级
间医院的交流渠道。“基层医院的医生可以通过网络与
合作医院讨论病例、视频同步会诊，大大增加基层医
生对重症、难症病例的认识。”姜献华说。

业余在网上做好事

网络安全志愿者、互联网寻亲志愿
者、大众评审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
网上拥有不同身份，这些网络角色的活跃
也给现实生活增添了鲜亮的色彩。

小 李 是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一 名 大 四 学
生，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除了
学生和实习生的身份以外，她还是支付
宝蚂蚁森林达人、行走捐达人。“每天早
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支付宝收蚂
蚁能量。”小李骄傲地说，“我已经在蚂
蚁森林种了 2 棵真实的树了。”她表示，
自己每天下班都会去学校操场跑步，每

天的行走步数在 15000步以上。每走 5000
步，就能在支付宝行走捐里兑换1元公益
金。“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公益，既达
到锻炼身体的目的，还能做好事。”小李
说，“每天 2 元钱，虽然不多，但是聚沙
成塔、积少成多，我的成就感和自我认
同感与日俱增。”

像小李这样在网上做公益、传播正
能量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北京白领小何
是一名普通公司员工，同时也是闲鱼的
资深用户。她认为，闲鱼回收旧衣、手
机、买卖二手物品能够盘活社会闲置资
源，让消费更加“绿色”。“家里闲置的
衣物鞋帽都可以在闲鱼上免费回收，衣
物回收后要么进行二次加工转卖，要么
捐赠给公益项目。”小何说，“这样不仅

‘解放’了自己的衣柜，还能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

除了公益捐赠、节约环保之外，维护
网络安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做好事。程序
员小张是一名视频网站的网络安全志愿
者，他每天业余时间会处理网站举报信
息，将发布不良评论、人身攻击言论等用
户拉进“小黑屋”，维护良好的网络秩
序。小张表示，有很多“键盘侠”在网上
肆无忌惮地发表不良言论，他的职责就是
利用自己的网络身份加以管理和遏制，防
止大众遭受网络暴力，给人们一个干净、
和平的网络环境。

撕掉“沉迷网络”的标签

过去，长辈们都觉得年轻人沉迷网
络就是不务正业，玩网络游戏等更是玩
物丧志。但现在，不少年轻人正在撕掉
这一固有标签，将自己的人生变得多姿
多彩。

小多是日语专业的大二学生，同时也
是哔哩哔哩弹幕网 （简称“B站”） 的知
名配音 up主 （视频制作者），在 B站拥有
近 40万的粉丝。“网络配音让我找到了人
生的职业方向。”小多表示，自从接触配
音就喜欢上了这一行，现在就读的日语专
业也是因为喜爱钻研日语配音而选择的。
目前，小多已经与某知名配音公司签订了
工作合约，成为一名正式配音演员。她在
许多国产游戏、动漫里“出演”了很多角
色，可以说网络身份为她打开了职业生涯
的大门。

与小多一样，在网络上务正业的年轻
人还有很多。前不久，北京姑娘小史加盟
了一家奶茶店，但是由于缺乏营销经验，
店里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小史无意中接
触了网络直播，发现每天抽出时间直播做
奶茶、跟观众聊聊天，不仅帮奶茶店打出
了名气，自己还在直播平台上积攒了人

气。现在小史将直播作为工作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

不能影响现实生活

调查显示，最受欢迎的网络十大新身
份有：蚂蚁森林种树能手、在线课堂主
播、大众评审员、网络动物救助员、行走
捐达人、养鸡公益大户、交通路况举报
员、网络安全教育志愿者、信用分“学
霸”和美食评论员。无一例外，都是在网
上“做好事”，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支付
宝、快手、微博等平台。

在有限的时间内，年轻人将自己的时
间价值最大化，拿出一部分业余时间丰富
自己，也带给他人和社会更多回馈。但同
时，也有一些年轻人遇到了网络身份与现
实身份的矛盾和冲突。网络上的虚拟角色
职责耽误了现实的生活，又该如何妥善处
理二者的关系呢？

北京大学大二学生小徐在网络上是
小有名气的翻唱歌手，已经发售了自己
的个人专辑。前段时间，她被邀请前往
上海参赛，这对于小徐来说是一次不可
多得的机会。然而，赛程时间和自己的
专业课时间冲突，让她颇为烦恼。“后来
我还是放弃了比赛的决赛资格，专心去
上课了。”小徐说，“自从成为一名网络
歌手，我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虽然
很清楚不能耽误学业，但还是会觉得有
些可惜。”

专家表示，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
无限延展空间，为人们提供了现实生活中
无法实现的虚拟身份和角色体验，是非常
具有正能量的。网友用自己热情和专业知
识技能，为他人提供物质、精神上的帮
助，何乐而不为？但凡事要有个度，如果
网络角色和现实角色出现混乱甚至颠倒，
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本职工作，就应该引
起警惕，避免在虚拟世界上瘾。

兴致勃勃从图书馆借的
书，续了 1 个月，不知不觉又
将到期。2 个月时间，笔者竟
读不完一本才 200 页的纸质图
书，阅读时间都去哪儿了？用
手机看爆款微信公号文章、刷
微博热搜新闻、在读书APP看
小说、用听书软件听故事……
这样看来，时间没增没减，全
被手机占了。近日发布的第16
次 全 国 国 民 阅 读 调 查 显 示 ，
2018年中国成年国民超过半数
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倾向
手机阅读的读者比例上升明
显；成年国民网上活动中，以
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
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
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
偏低。如今，读屏阅读正成为
主流。

数字阅读固然重要，但长
期手机刷屏阅读带来的问题也
不少。首先，碎片化阅读有隐
患。何谓碎片化阅读？主要是
指基于类似电子书、手机和网
络等新型阅读媒介进行的不完
整、断断续续的阅读方式。阅
读的内容为零散、短小的片断
式文字，或者长的内容被拆散
成不同的碎片，通过零碎时间
进行“见缝插针”式阅读。点
开手机里的信息，很多人没有
了阅读的耐心，要么是“一目
十行”，要么就是“点开不到
一分钟”就完成了阅读。表面
上看，碎片化阅读是对时间的
最大化利用，但实际上这种阅
读行为和传统的深度阅读行为
相比，对于所阅读作品的消化
理解以及人们阅读习惯的养成
都有不良影响。其次，“低质
量”阅读大行其道。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但
就目前市面上电子阅读产品提供的一些内容而
言，大部分质量参差不齐，更有不少文章错字连
篇、病句不断，甚至还有低俗的内容。

阅读是自由的，无论用哪种媒介，只要能汲
取养分、引发思考，都值得推崇。数字阅读本身
延展了人们阅读的能力，但“浅层次阅读”却需
警惕。首先，全社会要大力提倡深度阅读，督促
网络平台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严厉打击“流量
创作”；其次，对管理部门而言，需尽快完善网
络出版规定，要像管理纸质出版物一样管理网络
内容；第三，政府要利用好数字化的媒体和工
具，打通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的障碍，引导人们
深度阅读。

笔者认为，阅读之后能提出问题，形成自
己的思考和结论，就算得上是深度阅读。网上
冲浪休闲无可厚非，但别让泛娱乐化的信息消
耗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哪怕用手机阅读取得
一点收获，能引发思考、引起兴趣，也是有价
值的。当然，阅读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别光
图轻快只读短文，也要能“啃”大部头，反复
品读经典。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特斯拉公司 （Tesla Inc.） 渐渐进
入公众视线，其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也开始被人们所熟知。然而，
马斯克的成就不仅仅局限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没有专注于某
一个领域，他还关注互联网、清洁能源、太空等影响人类未来发
展的领域。

1995 年，马斯克在入读硕士学位的第二天决定离校创业。他
和弟弟共同创办了互联网公司 Zip2。不久，马斯克便卖掉了该公
司，创办了一家在线金融服务和电子邮件支付业务公司 X.com。
2000 年，X.com 公司与 Confinity （康菲尼迪） 公司合并后更名为
PayPal（贝宝），这就是“移动支付”的前身。

一直以来，马斯克都没有放弃幼时关于火箭飞船和太空旅行的
梦想，他曾表示：“一定要想办法把人类送上火星。”2002年6月，马斯
克成立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其创办初衷是降低火箭发射成
本、让人类能在未来实现移民火星。经过3次失败后，直到2008年9
月第4次发射，马斯克命名的火箭“猎鹰1号”成功进入轨道。

研究火箭的同时，马斯克也做了其他事情。他遇到了电动汽车
狂热者斯特劳贝尔（Jeffrey Straubel），二人一拍即合，创建了特斯拉
汽车。2004年，马斯克出任该公司董事长，不久后又担任首席执行
官；马斯克还和自己的表兄弟一起做了一个名为“太阳城”的清洁能
源项目。

目前，SpaceX 成为航空航天业最稳定的运营商，特斯拉已是
全球最畅销的纯电动豪华汽车，太阳城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商用太
阳能电池板安装供应商。马斯克对自己产业的未来十分乐观。

成功的背后，承载的是汗水。马斯克将工作看得比任何事情都
重要，对员工也要求严格，“我们正在改变世界、改变历史，如果你不
打算全力以赴，那你就别干了。”马斯克说。如果员工找借口，他会
说：“好吧，这个项目与你无关了。你的工作也由我来做，我都可以
完成。”

马斯克总是充满激情地讨论着汽车、太阳能板和电池，因为
他坚信科学技术能真正改善人类的生活。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越来越多的青年用网络身份传播正能量——

网上务正业，人生更多彩
本报记者 孔德晨

“ 80后”小普通过支付宝将一棵梭梭树种到了酒泉地区，厦门白领小燕通过网络互助计划平台帮助了

23人……如今，年轻一代打破了人们对其“沉迷网络不务正业”的刻板印象，活跃于网络世界的他们变得

越来越有温度。五四青年节前夕，北京青年报联合部分互联网平台进行的调查显示，有91.9%的青年在网

上拥有至少 2个与工作完全不同的身份，且多数年轻人用这些身份在做好事。专家表示，网络世界的特

性，为现实生活中忙碌的年轻人，提供了关注社会、贡献力量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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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隆·马斯克：

敢于跨界的“工作狂”
海外网 刘金鹏

埃隆·马斯克：

敢于跨界的“工作狂”
海外网 刘金鹏

有了小毛病，不上医院先上网

网络问诊，上班族省心了
李 贞 于林海

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的邢可又一次打开手机里医疗健康 APP，翻看自己关于“如何治疗青春痘”的问诊记

录，打算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饮食习惯。“网络问诊可以说是我们上班族的福音。”邢可表示，他常用网络问诊与

线下治疗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发展迅速，包括网络问诊在内的相

关服务与政策已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年轻的主播正在直播间做公益活动，帮扶村民。 资料图片

在江西省定南县智慧医疗综合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在指导市民通过互联网远程问诊平台进行病情
诊疗。 陈地长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