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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人看病也是工作，
不只是跑腿那么简单

职业陪诊员兴起，半天能赚两三百元

近期，黄奇峰把陪诊业务拓展到了北上广深。
一线城市医疗资源有优势，西安时常有客户问能
否介绍北京上海的陪诊。另外，一线城市领跑全国
的老龄化水平也是业务拓展的原因之一。

孟思进的创业公司立足上海的医院，也同样
在今年上线了陪诊小程序。与黄奇峰不同，孟思进
选择了陪诊员兼职的“众包模式”。“我们模式有
点像滴滴，更准确说是像代驾。想做陪诊的人在我
们平台上注册成为陪诊员接受培训后，就可以接
单了。”目前，该平台共有 100多人注册成为陪诊
员，平台 8月上线后共提供过七八十单服务，包括
挂号拿药取报告等。
黄奇峰创立的陪诊平台目前业务量稳定在每

周七八十单，同样包括挂号拿药取报告等，其中
20%为回头客。
单量是在今年五六月才慢慢起来的。“我们 3

月上线了陪诊小程序，两个月内一单都没做成。”
黄奇峰说，五六月后，每天都能接到十几个咨询电
话，有要投资的有要加盟的，也有很多求职的，现
在已经冷却到每周十几个。

其实，早在 2015 年就有过一波 “陪诊热
潮”，甚至有陪诊创业公司拿到了数千万元融资，
但热闹之后寥有水花。
孟思进认为，市场不成熟是 2015 年陪诊行

业兴起又失败的主要原因，“那时候的 80 后、90
后还没有购买陪诊服务的意识”。
黄奇峰和孟思进都认为，目前还在培育市场

的阶段，最大的难点在于供需双方的割裂，需要服
务的找不到可信赖的陪诊员，陪诊员又找不到客
户。推广都是两家公司目前的发力点，黄奇峰将业
务拓展到湖南、四川等更多省市也是为了扩大知
晓度。
黄奇峰介绍，目前做陪诊业务的公司不少，有

健康管理公司，有为高端用户提供个性化医疗和
保险服务的公司，有家政服务公司。但无论哪种公
司，很少有将陪诊作为主营业务，因为“不赚钱”。
“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是很多人仍在观望的
原因。无论是陪诊员队伍的建设还是对外推广，都
很烧钱。”
但“钱景”仍是有的。走轻资产路线的孟思进

给记者算了笔账，每次陪诊，4小时定价 268 元，
平台抽成 25%，单量起来后，个人和平台都能赚
到钱。对于拥有自己陪诊员团队的黄奇峰来说，每
次陪诊 69-588 元不等，客单价同样可观。
对于老宋、小清这样的个人陪诊员，很多都选

择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陪诊信息。记者在该
平台上逛了一圈后发现，很少有专职陪诊，有的是
护士护工兼职，还有家庭主妇。但因为单量不稳
定、对医院不了解等问题，这样的兼职陪诊员业务
量比不过兼职陪诊的黄牛。
而一些所谓的“健康管理公司”也兼有黄牛

身份，“绿色通道”是好听的说法，陪诊是获客渠
道之一。
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鱼龙混杂，带来的是行

业的不规范。黄牛暗行让尚未形成规模的市场更
难形成信任度，同时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难度。

但黄奇峰认为，陪诊行为是可以明确界定和
规范的，可以通过挂号的方式和手段与黄牛加以
区分，比如有没有使用非法抢号软件、有没有囤号
行为、是否有暴利行为。
但无论如何，黄奇峰期待更多力量的加入，形

成共振效应，推动行业成型。“只有这个行业起来
了，才能谈后面一步的事情。”

正是在这波“陪诊热”的推动下，如今黄奇峰
招聘陪诊员简单了许多，前来应聘的人络绎不绝。

陪诊是一项低频刚需业务，未来一定有市场，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这样说。

做了 4年跑腿代购，老宋对上海几大
医院门儿清，哪家医院好排队、哪个医生脾
气好、哪家医院的特色药不用跑药店就能
买到……
小清是兼职做陪诊，主业护士，今年 7

月挂出陪诊服务帖后，目前只接过一单。
相较于老宋半天 400 元 / 次的定价，

小清对报酬的要求不高，“一次 100 元，或
者请吃饭也行，”做陪诊的目的主要在于打
发业余时间、认识朋友。
小清是南方人，大学学完护理后在宝

山一家公立医院做护士，休息时间不固定，
小清很难和朋友们碰到一起。休息日无事
可做，索性就利用自己的专长做起了陪诊。
“我休息时间不固定，工作地点和家又都在
宝山，所以是随缘接单，不指望这个挣钱，
就当认识朋友嘛。”
而在黄奇峰眼中，陪诊员是一项专业

性很高的工作。
现在的大医院如同一台精密的仪器，

即使是年轻人，第一次去也可能晕头转向。
专业性成为不少人选择陪诊的原因之一。

今年 11 月，黄奇峰在西安创立了一家
专业陪诊公司，开发了接单小程序和APP。
公司目前有十几名陪诊员，都是专职的，均
有一定医学背景并接受过专业培训。培训
内容从医院布局、科室划分、看病流程，到
急救知识、服务用词、情绪疏导，掌握了理
论后要去医院熟悉场地，接单也是老带新
慢慢上手。
黄奇峰说：“新招聘的员工一般从买药

取报告跑腿开始做起，危重的病患一般不
会交给新员工，新员工慢慢熟悉医院氛围
建立起心理防御机制后，再接手病情严重
的病患。”
派单会根据陪诊员情绪状态、身体状

况、个性习惯分配，每天早上的复盘会还让
陪诊员们互相交流分享。
陪诊服务在进医院之前就开始了，黄

奇峰的公司会提前跟客户沟通了解病症，
对挂什么科室给出建议，对于可能的检查
做预判，避免跑空，提高效率。
对于接单，黄奇峰有一套标准：不接急

诊单、业务尽量控制在医院范围内等，这是

为了避免纠纷。
不接急诊单，预留出筛选客户的时间；

将服务场所规定在医院范围内，因为医院
里有应急处理机制；帮患者回家取东西坚
决不进家门，且要求有旁人在场。

黄奇峰的陪诊平台不接精神类疾病
的病患、脑梗患者，这也是为患者负责：
“陪诊员只是提供陪伴服务，并不具备应
对突发状况的专业设备和能力，这部分需
求有公共卫生资源可满足。如果病人和家
属执意要陪诊，我们会把所有事项都说清
楚。”
也正是因此，纠纷很少发生。陪诊做

多了，公司经常能收到各地特产，是客户
寄过来的谢礼。“我们只是做了分内的工
作，但对患者来说，这是天大的事。”黄奇
峰说。
陪诊员的关注度上升后，黄奇峰的公

司收到了不少网友赞誉，他也收获了意义
和价值感，现在工作时，黄奇峰多了几分情
怀。“这个项目能够给很多人急需的帮助，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有意义”。

4年前，老宋离开酒店的工作，因为在
老家照顾生病的家人，老宋对医院的门道
逐渐熟悉起来。回到上海后，他主要做起医
院相关的跑腿活，从代买药到代取报告，还
有代问诊。
老宋介绍：“有的药全国只有上海某家

药房有，有的人想来上海看病但跑一趟又
很花钱，有的人在上海做完检查后就回老
家了，这些跑腿活儿，很多客户都选择找我
们。”
在医院跑腿活中，陪诊的单子老宋大

概做了 30多次。
因为怕纠纷，老宋不接老年客户，在

30 多单青壮年陪诊业务中，接触最多的就
是做胃镜和人流的。
“年轻人嘛，一个人在外面，又不想麻

烦熟人欠人情，现在人都忙，谁有时间请假
陪人去医院，还不如买我的服务，200 元付
完我们就两清了。还有的疾病不想让熟人
知道，但又要打麻醉或者或会出现身体不
适，需要有人陪伴，”老宋这样理解客户的
心理需求。
“有次一个女孩做无痛胃镜，做胃镜

打麻药医院规定要有人陪，她就找到了
我。当时他们公司正好在做体检，好几个
人都查出来胃有问题，听说她找我陪诊
后，她的同事们也找来了。还有不少是母
亲带着孩子来看病做检查，家里男士没
空，老人也顶多帮忙拿拿东西。有一次是
个老客户，我就随口问了句孩子爸怎么没
来。‘死了’，那个妈妈说。后来才知道，其
实是离婚了。”
常年在医院待着，“老宋们”看过了太

多的大喜大悲。
小方是个 90 后小伙，也是做医院相关

的跑腿工作，尤其以肿瘤医院的单子最多。
陪诊做多了，小方经常见证客户情绪的过
山车。做检查前，以为得了绝症，面如死灰；
医生告知没有问题后，立马话多起来了，拉
着小方聊东聊西。
让小方帮忙隐瞒病情的人也不少，有

子女为了向父母隐瞒病情，跑去打印店，把
“癌”字改掉。

见得多了，小方已经看淡了生死，对于
客户的情绪，小方更多是公事公办。客户不
想说话，小方就递瓶水；客户话多了，就陪

着聊两句；需要隐瞒病情，也不撒谎，只说
不知道。
在小方的陪诊服务中，30%-40%都是

子女给父母买的。
科室划分日益精细、操作流程电子化、

老年病带来的定期回诊、子女工作繁忙以
及老年群体行动的不变，在小方看来，老年
陪诊是一种刚需。“子女请假开车陪父母去
医院花掉的成本，可能跟 2小时花 200 多
元请陪诊差不多，我们还更专业。老人行动
不便，跟医生交流可能也有沟通障碍，更需
要我们的帮助。”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

年，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占
13.50%。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 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超过 7%就属于老龄化社会，达到
14%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在国际上看，
中国的老龄化水平是中等偏上的。”北京
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剑表
示。
对于老年客户，小方总结说：“年轻客

户效率高，但心浮气躁；老年人好说话，要
求没那么多，还喜欢拉着你聊天。”

来自新疆的张兰兰是带女儿来做手术
的，孩子小、手术在脸部、还要做麻醉，一家
人辗转乌鲁木齐、西安，最终还是来了上
海。网络就医平台上，他们选择了传闻中上
海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视频面诊过
后，一家人第一次来到了上海。
清晨 7点半的上海，城市尚在苏醒，医

院已人声鼎沸。老宋排队挂号，张兰兰跟在
一旁念叨：“我们孩子这么小能打全麻
吗？”“这真的是上海整复科最好的医院
吗？”“上海还有别的皮肤科好的医院吗？”
不安与焦虑翻涌在熙熙攘攘的医院里，尚
未结婚生子的东北汉子老宋一一回复：“这
个医院最厉害的就是整复科了”“需要看
皮肤病的话还可以去……”
随后是抽血。三四岁的孩子最怕医院，

哭闹着不肯扎针，医生见怪不怪，给张兰兰
和她丈夫下命令：“你俩摁住小孩，小孩力
气很大的，一针搞不定，吃苦的是你家小孩
子。”

张兰兰和丈夫一人抱着孩子，一人按
住手臂，才让孩子完成抽血，老宋站在旁边
拿东西，顺带哄娃。
一上午，小女孩时不时叫嚷着“我要回

家”，眼中噙着泪水，刚靠零食和动画片哄
住了，旁边孩子“哇”得一声大哭，泪水又
挂上了小女孩的脸蛋儿。
幸好有老宋。年轻的夫妻俩手脚忙乱，

忙着哄孩子忙着跑流程，时不时还有电话
打进来。跑腿的活基本交给了老宋，排队、
打单子、拿报告，一个上午，老宋上上下下
跑了十几趟。
也多亏了老宋，抽血处在哪、缴费机在

哪、哪里要出示行程码健康码，甚至几楼有
座位几楼没有、出口在哪边，他都一清二
楚，夫妻俩少跑了不少路，
老宋说：“这孩子还算乖的，上次遇

到一个小男孩做 CT，我和他妈妈硬是一
人摁住一边才让孩子安静地拍完了片
子。”

到了最后的面诊环节，夫妻俩唯唯诺
诺徘徊在诊室门口不敢进去：“我们没挂号
能进去吗？”
“复诊不用挂号的，你们在网上做过初

诊了，入院手续都办了，进去面诊没问题
的。”老宋把他们领进了诊室。夫妻俩抱着
哭累了睡着的孩子，把满腹疑虑愁绪抛给
了医生。
11 点多，一上午的忙乱终于结束，只

等第二天住院。从医院出来，夫妻俩执意
要请老宋吃饭，老宋执拗不过。饭店里，小
女孩连啃了 3 根油条，终于露出了笑容。
夫妻俩因为新疆和上海的作息时
差吃不下，老宋也吃得客客气
气，几份菜在双方的谦让中，始
终没怎么被动过。
这单陪诊服务，老宋收了 600

元。算上因为各种耽误多出来的时
间，每小时的服务价格远低于他的
报价。

晨报记者 唐 玮

人口老龄化加剧、“空巢青年”人数众多、医院大如迷宫、院内诊疗程序复杂……
尤其对于不熟悉本地医院的异地就医患者而言，看病成了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近年
来，一种新兴职业“陪诊员”应运而生。

“陪诊员”，顾名思义就是陪同就诊人员去医院进行病情诊断或治疗，帮忙排队、
挂号、缴费、取检验报告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有需求的患者解决不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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