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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一下身份证，然后跟

着屏幕提示进行矫正视力、

声音检测、肢体检测、自动测

量身高……完成这些操作

后，等待三五分钟就可以拿

到换证申请表了。”日前，在

空港上班的市民沈先生对单

位门口新摆放的驾驶人自助

体检机赞不绝口。

今年以来，滨海新区公安

局推出多项服务企业和百姓

的“互联网+政府服务”便民举

措，其中包括在整个滨海新区

放置了11台提供24小时服务

的“驾驶人自助体检机”。截

至目前，自助体检机已办理体

检、照相各2000余件。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黄萱 韩爱青

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健康码、不会用自助机器、不知道
诊室在哪里……68岁的张阿姨老伴儿去世了，儿子工作忙，
一提起自己去医院看病就犯愁。前不久，儿子为她找了一
位“帮手”——职业陪诊师。

陪诊不简单

不仅仅是代办跑腿

最近，张阿姨的听力出了一点问题，“我总觉得耳朵嗡
嗡响，听不清别人讲话。”她想去医院看看，并把这件事告
诉了儿子。儿子忙得抽不开身，偶然从网上查询到有职业
陪诊师，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预约了陪诊服务。接单的
是陪诊师小房，他要做的除了挂号、排队、取药等工作外，
更重要的是缓解张阿姨就诊时的焦虑，陪她聊天，另外，还
要将张阿姨的病情以及医生的建议复述给家属。

4月6日7时40分左右，记者与小房一起来到天津市第一
中心医院门诊等候张阿姨。“就诊前我们要先确认患者到
达医院的方式。”小房说。张阿姨是被儿子开车送来的。
小房抓紧时间和张阿姨核对信息，介绍陪诊流程。新冠疫
情防控期间进入医院有必经的程序，张阿姨没有智能手
机，只能通过登记身份信息入院，小房拿来登记表熟练地
填好，帮张阿姨顺利进入医院。

看到挂号处排起长长的队伍，张阿姨有点怵头：“这得
排到什么时候呀，我腿不行，可站不了太久。”小房让张阿
姨坐在座椅上，自己走到智能机器前，熟练地帮忙挂了号，
然后陪张阿姨前往二楼耳鼻喉科诊室外等候。
“咱们拿的是42号，得等一会儿。您是两周前感觉耳朵

听不清的吗？”在等候的时间里，小房一直陪张阿姨聊天，
从病情到张阿姨的儿孙，再到已经过世的老伴儿。聊家常
是为了缓解张阿姨的紧张情绪，聊病情是为了就诊时准确
地跟医生转述。

将近9时，张阿姨进入诊室，小房帮助张阿姨跟医生描
述病情。经过检查后，医生初步判断张阿姨是因为耳朵进
水导致听力下降。医生解释说：“老年人听力有杂音的情
况比较常见，能吃药缓解，如果不放心可以拍个片子看
看。”医生开具了处方，是否拍片子让张阿姨自己决定。

走出诊室，小房将医生的治疗方案和建议通过手机仔
细转述给张阿姨的儿子，娘儿俩认为没有拍片子的必要，
取完药就可以回家了。

小房继续让张阿姨在座椅上等候，他去智能机器上缴
费，然后到窗口排队取药，之后告诉张阿姨服药的注意事
项。最后，小房拨通张阿姨儿子的电话，告知此次就诊结
束。他将张阿姨送上出租车，结束了此次服务。此时已是
11时，小房这一单用时3个多小时，收入198元。
“这算是非常简单的一次陪诊，有的患者检查项目多，

就要楼上楼下跑个不停。”采访中，记者发现陪诊师不仅仅
是机械化地代办跑腿，更多的是让患者舒心就诊。对患者
来说，他们更像是陌生的“亲人”。

市民有需求

陪诊行业悄然兴起

网络上曾有一个热帖，“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做手术”是网
友眼中的“终极孤独”。一些子女工作忙的空巢老人就面对这
样的困境。因为有需求，陪诊师这个行业悄然兴起。小房来自
我市一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公司主营的业务就是陪诊。
“我们也是因为家里老人遇到过同样的困难而想到从

事这个行业，亲身经历让我们更加理解老年人看病难的问
题。”小房说。如今，各大医院的科室分类更加细化，还推
出了预约挂号等便民服务，但医院智能系统操作复杂，老
年人不会用，志愿者人少忙不过来，老人只能排队等候，而
这样一来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加上挂号缴费、抽血、B超
等各类检查和领报告、取药分别位于不同楼层，老年人看
病经常面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状况。
“很多人认为，陪诊师不就是帮忙排个队、拿个药吗？

其实陪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崔女士介绍，公司一共有4名陪诊师，都是“85后”，均
为本科毕业，公司在招聘时增加了“具有护士证、陪护证”
等要求。陪诊师就业前会到各大医院做攻略，B超在几楼、
验血在哪个窗口、预约检查怎么操作、办理住院有哪些流
程都要熟知，陪患者就诊前还要再温习一遍，“可能患者自
己来看病需要4个小时，我们陪着只需要2个小时。”

陪诊分半天和全天，半天是按照医院接诊时间，每天8
时到12时、14时到18时，半天收费198元，全天是298元。除
了陪诊，陪诊师还可以帮助患者取药、取化验单等。

尚未职业化

容易出现行业乱象

虽然有需求，但不少市民对陪诊师仍持审慎态
度。患者自己和陪诊师一起就诊，万一出现意
外怎么办？收费标准由谁来定？一些市民
认为，陪诊师确实能解决老年患者的就医
难点，但如果能进一步规范，他们选择
起来会更加放心。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陪诊
师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不属
于需要取证的国家规范职业。陪
诊师目前应该是小众需求，所以
也没有行业规范。

另外，记者从天津市经营范围
自主申报辅助查询平台上查
询，在经营项目目录中
并没有陪诊或相关
业务，但市场监管部
门表示，陪诊可注
册养老服务或家政
服务项目，未来随着

市场需求增加，也可能会将“陪诊项目”增加到经营目录之中。
在记者采访中，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没有行业规范，职

业陪诊收费就缺乏依据，容易出现行业乱象。另外，消费者和
陪诊师双方权利义务约
定不明，很容易出现纠
纷。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就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
台行业标准，明确
此项职业的目
录和分类，建
立起包括从
业资质、收
费标准等在
内的监督管
理机制，使陪
诊行业健康
良性地发展。

陪诊师 距离职业化还有多远
空巢老人就医难催生陪诊师行业 期待尽快出台行业标准进行监管

滨海：驾驶人自助体检机 24小时服务不打烊

■本报记者 高立红 通讯员 黄金秀

10余辆法院警车开道，20多辆工程车依次开进农业园，
91座大棚同时开始清腾移交。4月11日上午，武清区北运河
休闲旅游驿站旁，占地170余亩的南辛庄村农业园迎来武清
区法院的执行行动。该院执行局61名干警与属地大碱厂镇
政府协助队伍合力推动。

涉案农业园为南辛庄村集体所有，2017年外包出去后，
没能如约收回租金，整个园区还被放了荒，基础设施受损日
益严重。整个村的生态旅游观光业跟着受牵连，“来了客人
不敢往这边带，村集体于是搭钱修围墙。”村民老李介绍。

记者在执行现场看到，农业园的栅栏墙部分坍塌，里
面的杂草一人高，大棚膜已不见。杂草顺着钢筋爬上来，
在棚顶形成厚厚的杂草层，里面光线暗淡，果树显得发育
不良，个别桃枝从干枯的“拉拉秧”杂草中伸出来，开出稀
稀拉拉的花。

村民代表朱广海告诉记者，几天前，村里召集村民代
表和党员开会，宣布村集体要回农业园的官司胜诉即将执

行的好消息，村民都很高兴。“总算把园子收回来了。眼下正
是春耕季节，赶紧腾出地方来，还能赶上今年春种。”

为最大程度避免损失，现场全部采取小型农业机械作业，
每个大棚事先拆掉两三根钢筋，以便挖掘机和运输车进去施
工。清理结束后，再将拆下来的钢筋焊上。

武清区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胡继文表示，南辛庄村外
包土地原本是为助力该村观光生态农业，不料，这里荒废多
时，造成资源浪费，对当地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形成阻力。

农时不等人。本着“一天都不耽误”的原则，更为维护公
平正义与当事人合法权益，武清区法院收到执行申请后，立刻
启动相关程序，4月1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
4月10日前履行腾空大棚义务。同时实地勘察，制定强制执行
方案。被执行人没有如期履行义务，于是有了本次强制执行
行动。

为让案件经得起法律和群众检验，执行过程中，武清区法
院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区检察院民行监督科工作人员
现场监督，邀请南辛庄村民代表现场见证，并使用执法记录仪
全程录音录像。

2017年外包后没能如约收回租金 法院强制执行

北运河休闲驿站附近91个大棚清腾移交■本报记者 韩爱青

从2月至今，津城地铁里发生了16起孩子与家长走散事件，
经过民警及时处理，虽然有惊无险，但也要引起人们注意了。

地铁内家长与孩子走散的一个原因，是家长没有紧紧拉
着孩子。3月11日8时左右，地铁3号线金狮桥站民警崔征宇带
领辅警张悦、沙剑坤在站厅巡逻时，看到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闸
机附近独自徘徊。民警上前询问情况，原来，爷爷乘坐地铁送
8岁的小男孩上学，下车时由于人多拥挤与爷爷走散了。民警
一边联系工作人员在各站发布寻人广播，一边通过查询得知
了爷爷的电话号码。不一会儿，小男孩的爷爷赶到金狮桥站。

第二种情况是家长让孩子独自出站，另外一位家长在出
站口接应。地铁出站口少则两个，多则四五个，一旦中间出现
差错，后果严重。2月25日18时左右，地铁5号线辽河北道站有
一名7岁小女孩进站求助说找不到妈妈了。正在执勤的辅警
宋广赢询问得知，小女孩由爷爷送到地铁站后，爷爷未出闸机
直接乘坐地铁离开，她出站没找到来接她的妈妈，于是返回站
内求助。宋广赢通过监控发现一位年轻女士在其中一个进站
口徘徊许久，经核实，确定该女士就是小女孩的妈妈。

还有一种情况是家长去洗手间，孩子在外独自等待，等
家长出来时，孩子却自己走了。2月19日14时40分左右，地铁
1号线营口道站驻站民警王廷虎、冯骏巡逻时接到一名女乘
客报警：在地铁3号线站台卫生间处，这位母亲去卫生间，9岁
的儿子独自在外等待，等她出来时发现孩子不见了。民警立
即调取监控视频，最终在地铁1号线刘园方向站台处找到了
孩子。孩子说，他趁母亲去卫生间时到周围玩，再回来时找
不到母亲，只好走到地铁1号线站台处。

近两个月发生孩子地铁走散事件16起

虽然有惊无险 也要引起注意

■本报记者 房志勇

4月4日13时左右，河东分局富民路派出所接到市民张
女士（化名）报警，张女士称在富民公园和儿子走散了。张
女士说：“当天正值清明小长假，天气特别好，我带孩子到公
园踏青赏花。我一边拍照一边发朋友圈，光顾着刷手机了，
抬头发现娃找不到了。”

接到报警后，富民路派出所的两名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我和同事分成两路，我陪着孩子妈妈在公园内找，另一
个同事拿着孩子的照片去公园门口等。”当时负责找孩子的
葛警官告诉记者。与此同时，富民路派出所组织所内民警迅
速调取公园内以及公园周边的视频监控，并指令路面巡查车
注意观察搜寻。该所报请市公安局启动警务协作机制。15
时，东丽分局张贵庄派出所民警巡查时，在海河东路春意桥
附近发现了小男孩。在河东、东丽两区公安民警的共同努力
下，经过2个小时帮助张女士与走散的儿子重新团聚。

河东、东丽两区公安民警联手

2小时寻回走失男童

业主群里骂人 把自己骂上法庭

7人不顾安危 勇救落水儿童

■本报记者 高立红 通讯员 霍唯一

在业主群里骂人，解气了，也招来了诉讼。红桥区的一位
业主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告上法庭。近日，红桥区法院发布了
这样一个案例，适用《民法典》保护人格权。

案中原告东某和被告于某同住一个小区，二人与小区多
位邻居一同乘车前往河北省兴隆县旅游。二人共同认识的一
位女士是这次旅游的召集人，东某负责收取车费。因为于某
是否交车费一事，二人发生争执，由于二人都没有明确证据，
所以争执无果。当夜，于某气得无法入睡，便在业主群里发送
多条消息，辱骂东某及其女儿。东某看到后报警，并以于某侵
犯其名誉权为由向红桥区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定于某侵犯东某名誉权，判决其删除在业主群发
送的骂人信息，并在同一业主群发布向东某及其女儿道歉的
信息。至于二人之间的车费给付纠纷，可另案处理。

红桥区法院民三庭法官周洁介绍，于某向业主群发送的
辱骂信息，超出了沟通交流应有的正常尺度，虽然没有提及具
体姓名，但透露的关键信息足以构成指向性。涉案业主群有
成员400多人，考虑到网络传播的特点、范围、损害程度，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可认定为网络虚拟公共空
间。于某在这里发布辱骂他人的信息，构成名誉权侵权，应当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报记者 韩爱青

三位法官办案途中见父子二人落水，毫不犹豫去救人，与
其他4位市民一起不顾安危，终于将两人救上岸。日前，天津
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已确认7人见义勇为的行为。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3月26日15时左右，在北辰区小

淀镇刘安庄村北仓道桥附近的外环河内，一对父子在游玩时
不慎落水，孩子母亲不停哭喊求助。当时正在附近的市民乔
双立即呼喊同伴张建荣、陆清风去帮忙，张建荣识水性，入水
救人。这时，北辰区法院北仓法庭庭长孙延忠和小淀法庭法
官刘阳、李猛加正好驾车行至事发现场，孙延忠和刘阳稍识水
性，两人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就跳入初春冰凉的河水中。“小男
孩看上去也就五六岁，正在水中扑腾，一名中年男子在孩子旁
边已经没有力气了。”孙延忠和张建荣一起，一手拼命推着孩
子往岸边靠近，另外一只手使劲儿地划水，刘阳游过来和孙延
忠共同夹着孩子往岸边游。因为河堤过于倾斜和湿滑，他们
手脚并用仍无法上岸。不谙水性的李猛走到斜坡处伸手在上
面拽孩子，孙延忠和刘阳则在河里用力向上推举孩子，这才将
孩子救到岸上。刘阳跟着上岸，对孩子实施心肺复苏，直到孩
子有了一丝微弱的呼吸，他又一次跳进水里，帮助孙延忠、张
建荣和过路货车司机李祥金救中年男子。十多分钟过去了，
几人终于将中年男子拉到岸上。

上岸后，刘阳又与热心市民一起为中年男子实施心肺复
苏，直到120急救人员赶到，三位法官才默默离开现场。

记者从市公安局北辰分局获悉，落水的孩子只有6岁，经
过7位市民的全力施救，孩子并无大碍，但他的父亲因溺水时
间太长，抢救无效身亡。目前，公安机关已确认孙延忠等7人
救人的行为为见义勇为行为。

■本报记者 黄萱

不会用手机扫场所码怎么办，“好心”保安来帮忙，没曾想
支付宝被盗刷1000元。民警提醒老年人，手机支付，密码别
太“方便”。

59岁的刘大爷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不是特别熟练，家人特
意为他的支付宝设置了人脸识别功能。3月底的一天，外出的
刘大爷回到小区想扫场所码，可是健康码就是调不出来。刘大
爷正在发愁时，从保安室里走出一个保安，“我帮您扫码吧。”保
安接过刘大爷的手机一通操作，帮刘大爷进了小区。回家后刘
大爷打开支付宝，发现有一笔1000元的支出，于是马上报警。

公安东丽分局东丽湖派出所接110报警后，从刘大爷的
讲述中发现了疑点——物业保安在帮刘大爷扫场所码的过程
中，还让刘大爷进行过一次人脸识别。民警来到物业公司询
问，但是帮刘大爷扫码的保安仅工作一天就离职了。民警初
步怀疑，这是一名惯犯。警方调取了该名犯罪嫌疑人的资金
流水，并开展了大量侦查工作。几天后，在河东区一宾馆内将
犯罪嫌疑人抓获。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最终交
代了犯罪事实，而且他已经在东丽区、武清区、滨海新区作案
多起，涉案金额约7000元。目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被东丽
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报记者 高立红 通讯员 任星曈

日前，南开区法院发布了一个典型案例。丈夫英年早逝，
妻子将其安葬几年后惹了官司。因为丈夫的墓碑上只刻了妻
子一个人的名字，为此死者的母亲、兄弟和姐姐将她告上法
庭，主张祭奠权，希望法院判令被告将三人的姓名加到墓碑
上，还要加上三人与死者的关系。

这起关于祭奠权的案件是由南开区法院审理的。原告诉
称，死者去世几年后，三原告在清明节去给死者扫墓时发现，
墓碑上只有被告一人的姓名。三原告认为，被告此行为违反
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也违反了法律相关规定，造成第一原
告即死者母亲的精神损害，诉请法院判令被告将三原告的姓
名及与死者的关系添加到墓碑上，同时向三原告赔礼道歉，并
赔偿第一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被告不同意，表示死者的墓地、墓碑及安葬费用全是自己
出的，与三原告没关系，后人的祭奠也与墓碑没有关系。原告
所提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认为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认定，妥善安葬死者是生者对死者悼念和寄托
哀思的方式，应当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作为死者的近亲
属都有对其祭奠与寄托哀思的权利。被告购买墓地、对死者骨
灰进行安葬等行为及所刻碑文并未侵犯三原告的人格权，因
此，三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
据，不予支持。鉴于三原告与死者的亲属关系，三原告要求在
死者墓碑上刻名以寄托哀思的主张不违反公序良俗。综上，南
开区法院判决准许三原告将姓名及与死者的关系刻到死者的
墓碑上，被告不得妨碍，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三原告承担。

保安帮扫健康码 借机转走2000元

墓碑只刻妻子名 婆家主张祭奠权漫画 单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