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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领域创造多个
“世界第一”

如果说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是“高铁列车”，那
么5G便是诸多“黑科技”穿梭其上的“路
基”和“铁轨”。相比 4G，5G 远超 10 倍的
用户体验速率、仅 1毫秒的传输时延、10
倍连接数密度等性能，为医疗过程的便
捷与高效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 5G 技术的支持下，医生可以更
快地调取图像信息、开展远程会诊和远
程手术；三甲医院的医生可以同偏远地
区的医院进行视频通话，随时就诊断和
手术情况进行交流……

今年，利用 5G 技术，中国在远程
医疗领域创造了多项“世界首次”的突
破，标志着 5G 远程医疗与人工智能应
用达到新高度。

今年 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成功完成全国首例基于 5G 的远程人体
手术——远在海南的神经外科专家凌至
培，通过 5G 网络传输的高清画面远程
操控手术器械，为身在北京的患者实施
了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植入手术。

今年 6月，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
伟利用 5G 技术，同时远程操控两台天
玑骨科手术机器人，为浙江嘉兴和山
东烟台的两名患者实施手术。这也是
全球首例骨科手术机器人多中心 5G 远
程手术。同样是在6月，四川省人民医
院启用 5G 城市灾难医学救援系统，并
首次将5G技术运用于灾难医学救援。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与信息司司长
毛群安认为，未来 5G 技术与医疗领域
的创新将会催生出诸多医疗场景。在监
护与护理、医疗诊断与指导、远程机器
人等领域，5G 技术将催生出无线监护
和输液、远程查房、远程实时会诊、远
程机器人检查和手术等新的应用场景，
极大改变未来就医形式。

规模不大的医院也能有
“大牌专家”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公众健康需求
持续攀升的背景下，5G 的出现及应用
可谓恰逢其时。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的优质医疗资
源仍然紧缺，城乡之间的诊疗水平差距
较大，5G 技术的到来有望改变这一现

状，通过构建新的远程医疗模式，让更
多患者就近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对医院而言，5G 技术将带来怎样
的变革？业内人士认为，5G 在医疗行
业的应用，有利于促进上下层医疗资源
的交流，促进学科诊疗规范化发展，
5G将成为医联体连接的重要纽带。

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主任赵杰说，5G 在医疗领域的
应用将推动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加速
公立医院的转型。通过“云医院”，
未来的医院可以实现跨界医疗、无国
界医院；通过 5G 技术带来的 4K 高清
视频带宽，可以将优质的医疗资源共
享给各个医疗单位，快速提升基层医
疗人员的水平；5G 的应用还将助力大
型公立医院临床科研走向聚变以及医
院管理系统的全面集成。

今年 4 月，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心
外科专家郭惠明，利用 5G 网络远程

“指挥”了一场心脏微创手术。而实
施手术的是位于广东西部山区的高州
市人民医院。过去，由于通信技术不

佳，医院之间很难开展远程手术，传
输设备和主刀医生之间的微小延迟，
都可能给手术带来致命性的差错。而
随着 5G 远程医疗的普及，基层医务
人员可以更快掌握高难度手术，也能
够帮助县级医院诊治更多患者。

中国将制定政策和标准
推进“5G+医疗”

尽管应用广泛、前景光明，但在
事关生命安全的医疗健康领域，5G 的
发展更需要“标准”和“安全”。

对此，毛群安指出，5G 在医疗健
康领域融合应用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参与主体多、涉及领域广、安全风险
高，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新的情
况和问题，从监管来看，主要有三方
面需要注意：

一是政策机制有待完善。由于无
线通信技术和医疗领域的结合涉及到
跨行业的应用，需要国家层面协调设

计，加强监管保障，引导医疗行业 5G
应用的健康发展。

二是无线医疗应用场景众多，对
网络需求的差异较大，目前还没有标
准规范来定义 5G 健康医疗的网络指
标要求。

三是监管手段有待进一步跟进，
有可能存在医疗质量以及数据安全的
风险，需要进一步创新监管方式，确
保医疗质量和数据安全。

据悉，中国将强化顶层设计，制
定远程医疗专网建设的支撑政策，加
快远程医疗服务向基层延伸，促进全
国范围内医疗资源的充分利用。同时
将完善标准体系建设，重点推进无线
医 疗 信 息 系 统 与 产 品 、 网 络 服 务 质
量、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安全等标准
的制定。在应用方面，将推进试点，
重 点 开 展 基 于 5G 网 络 的 移 动 急 救 、
远 程 会 诊 、 机 器 人 超 声 、 机 器 人 查
房、医疗无线专网、远程医疗教学等
应用研究，推动 5G 与医疗健康行业
的创新融合。

赋能远程诊疗 共享医疗资源

5G，助你我活得更健康
本报记者 刘 峣

32 岁的梁文华是本
届国之名医中最年轻的获
奖 者 ， 也 是 唯 一 一 位

“85 后”医者。对于青年
医疗工作者的成长和培
养，梁文华深有感触。

“首先要勤奋。医院
的考核不仅要求临床工作
量必须达标，还要拿出科
研成果。一线医生需要在
做好临床工作的同时进行
研究，还要做好带教工

作，如何平衡时间成了最大的难题。”梁文华说，自己的经验
是，压缩私人时间是必须的，但也要尽可能地提高效率。

梁文华认为，临床工作和临床研究本质上并不冲突，且
同等重要。“临床研究对每一位临床工作者都有训练作用。一
位做过科研、受过严格的科学逻辑思维训练的医生，在处理
具体病案时往往能够事半功倍。”

梁文华表示，目前，国家在青年医生的培养方面提供了
很多支持。他建议，为了让青年医生的科研水平更上一层
楼，可以给予他们更宽广的平台。

“青年学者相对来说拥有更强的创造力与执行力，在有效
的指导与支持下，配合国家搭建的平台，他们的努力将会为
我国医学事业带来更多成果。”梁文华说。

5G技术，正在助我们变得更健康。
凭借5G的高速传输，远在大城市的医生可以为身处偏远山区的患

者进行一场精确的手术。再加上人工智能对图像识别的助力，不少疾
病已能够得到更有效的筛查。

从求医问诊到手术治疗，5G技术都有机会大展拳脚。以5G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深刻改变人类的医疗模式。

“国之名医”

话医学热点
林嘉伟

近日，第三届国之名医盛典在北京举
行，304名杰出医生代表入选系列榜单。会
后，本报采访了多名“国之名医”，请他们
谈谈对医学各领域热点问题的观点。

“医学应该对全人类
做出贡献，世界需要中
医，中医也需要世界。”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
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院院长
王琦说。

76 岁的王琦是中国
国医大师。他坚持临床 56
年，年诊疗量6000余人次，
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
德赢得患者赞誉。他还开
创了中医体质学，提出用
体质辨识助医生治病，让
人们“读懂自己的身体”。

饱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医药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医应该将自己几千年的文
化与医疗技术送出国门，让中华民族的智慧造福更多国家的
民众。”王琦是中医“走出去”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也强调，
中医“出海”要以充分的解释力为前提，推动中医的现代化。

“面对着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健康需求的各国人民，首先
要了解他们的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让中医因地制宜地发展，
逐步实现中医的科学化、现代化，最终造福全世界。”王琦说。

目前，对于中医的发展，社会仍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
对此，王琦表示，如今中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足
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对于这些质疑，医生无需理会，只要
做好本职工作，用自己的医术惠及百姓就足够了。”

王琦也指出，要区分中医和打着中医旗号实施违法活动的行
为。对于后者，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及时进行管理和纠正。

王琦：中医“走出去”要因地制宜

李进是中国临床肿瘤
学会（CSCO）理事长。22年
来，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推广
学术、帮助医生尤其是边远
贫困地区的医生接受继续
教育，为中国临床研究事业
做出了许多努力。

一段时间来，由高价
抗癌药引发的讨论一直持
续。尽管不少进口的“救
命药”通过谈判进入医
保，显著降低了患者的用

药负担，但各界也在期待着国产抗癌药自立自强，在研发上
有所突破。

李进认为，中国抗癌药物研究水平相对落后的一大原因
就是创新水平不高。

“我国的临床研究团队相较于先进国家起步较晚。由于经
济水平差异，只有大城市的医院有能力组建研究团队，而基
层或欠发达地区的医院为了创收，只能加大医生的工作量，
导致临床研究工作被搁置。”李进说，在管理制度上，相关部
门应与时俱进，在行业管理机制上突破固定思维，实现国产
抗癌药的突破。

提升创新水平，政策支持必不可少。李进认为，除了通
过进口药品零关税等政策减少患者的负担外，更需要通过税
收、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将国际知名药企的总部引入中
国，锻炼和培养国内临床研究团队，倒逼国内药企提高创新
积极性。

“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创新引进到中国来。”李进说。

李进：把抗癌药创新引到中国来

梁文华：给青年医生更宽广的平台

8月19日是第二个“中国医师节”，全国1100
万名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度过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对于每一位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医务人
员来说，除了一声问候与祝福，他们更需要来
自社会的理解与尊重。

设置行业性节日，不只是为实现某个行业
群体自身的价值凝聚，也是为唤起全社会对该行
业的认可与尊敬，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都是如
此。尊重医生，本质是对生命的敬重，也能让卫生
健康服务更有温度。凝聚共识、相互理解，才能引
导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

前些天，笔者亲人生病，站在病房外，家
人的焦虑与忐忑写在脸上。此时，身旁的医生
无疑是病人及其家属心中最值得信任与依靠
的。会诊制定治疗方案、病房与手术室间脚步
匆匆、顾及家属情绪也要讲明最好结果与最坏
可能……医护人员全身心地投入救治病患，为
维护生命的珍贵与尊严竭尽全力。

“信任、理解比什么都强。”闲暇交谈中，
值班医生坦露从医几十年的体会和困惑。虽未
遇到医闹、伤医情况，但也碰到过病人家属的
埋怨和不信任。

和谐医患关系一直是医疗改革试图破解的
难题之一。近年来，多地曾出现言语辱骂医
生、殴打医务人员等伤医恶行，令人痛心。与
此同时，个别医生医德涵养不够，也影响了公
众对医生群体的价值认知。值得欣慰的是，随
着三医联动改革深入推进，破除以药养医机
制、实施科学合理的综合医改措施，正在使越
来越多的民众从中受益，也在逐渐消除“不信
任”背后的温床。与此同时，破解患者、家属
与医务人员的信任难题，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
德建设也是重要一环。

说到底，医患关系是一种信任关系，是对抗
疾病的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彼此间加深理解，互
谅互敬，也是健康中国的应有之义。

信任是最好的礼物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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