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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协和急诊科 

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三八”妇女节前夕，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进一步引领和激励广大妇女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状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全国妇联发

布了《关于表彰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个人）的决定》，我院急诊科

荣获了“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3 月 6 日上午，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暨表彰

大会。大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主持，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孙春兰出席并讲话。急诊科执行总护

士长李凡携 18 名优秀护士代表出席了表彰大会，并上台领奖。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现有 30 余名急诊医生和 100 余名急诊护士，承担着医

院内的急诊与急救服务重任，每年急诊病人数量平均约为 20 万人次，日均急诊

量在 500-600 人之间。通过建立完善的分诊制度、急诊监护制度、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和绿色通道，提高了工作效率，坚定地贯彻“高速度、高效率、高度责任

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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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急诊人一直秉承着“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坚持以临

床为根本，解决急重症、疑难杂症为特色，视急诊医疗安全和质量为生命，营造

协和急诊文化为动力。从 1983 年建科以来，经过 30 余年的建设与发展，急诊

科建立了完整的服务体系，已成为具备合理人才梯队和临床应急能力的专业平台

科室，医疗技术、急诊医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水平均居国内领先。  

未来协和急诊还会坚持以医疗为基础，强化教学和科研力度，促进人才队伍

的建设，以更加完善的制度、科学的管理、顺畅的工作流程、合理的人才队伍不

断提高自身的医学质量和水平，向国际一流急诊医学科的目标迈进。 

急诊科 刘梦琦 供稿 

 

《向阳而生》 保健医疗部 刘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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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共分享，交流促成长” 

2019 年第一季度护理科研沙龙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激发我院护理人员创新精神，拓展护理人员科研思路，分享护理专

利申请与转化的经验，护理部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在骨科三病房会议室成功举

办主题为“护理专利的申请和转化”的科研沙龙。此次活动特邀心导管室朱雪清

护士长、内科护理骨干杨慧护师进行主题讲座，与

大家分享护理专利申请、转化、报销等方面的经验。

本次活动由护理部徐梅督导主持，李莉常务副主任

参会并讲话，来自全院各个科室 50 余名护理研究

生和护理骨干参加了此次科研活动，现场学习热情高涨，座无虚席。 

朱雪清护士长带领的心导管护理团队在 2018 年首次实现我院护理领域的专

利成果转化。会上，朱雪清护士长从专利概念、类型及特性、专利申请及审查程

序、专利申请文本撰写及专利代理、申请专利应注意的事项、专利转化经验等方

面深入浅出地为大家分享相关的经验。杨慧护师则从院内专利费用报销流程为大

家答疑解惑，依次为大家详细介绍 OA 申请代理合同报批流程、合同录入及审核

流程、代理费院内报销流程等方面的示例和模板。 

最后，李莉常务副主任做了总结发言，她首先感谢两位讲者的精彩分享，同

时指出目前护理专利转化尚存在很大的开发空间。朱雪清护士长和杨慧护师的全

面而又贴近临床实际的经验分享，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大家在护理专利申请、转化、

报销等方面的认识。今后，护理部将继续为有想法、有热情、有思路的护理同仁

搭建广阔的学习和交流平台，促进我院护理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护理部 秦培培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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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专科团队新进展 

 

2019 年伊始，为响应吴欣娟主任、李莉常务副主任号召，在徐梅督导的指

导下，王惠珍执行总护士长为临床及临床教学工作任务开展了一系列措施，其中

包括大力调动各手术室专科负责人的积极能动性，让专科负责人在专科护士的辅

助下共同培养新护士，使新护士能独立完成并能够优秀的胜任相关手术配合。 

在领导的支持下，专科负责人聂卫华老师及专科护士刁翠翠为轮转血管外科

手术的护士制定了相应的学习计划，包括手术室护士需要参加血管科大查房、业

务学习及共享学习心得等。同事们纷纷表示收获颇多，参与到大查房等学习形式

使同事们对专科疾病印象更加深刻、对血管手术步骤的了解让同事配合起手术来

更加自信等等。都说“充分的准备才能百战百胜”，2019 年 3 月 27-28 日，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双城联合举办了外周血管

腔内治疗培训班，其中包含手术演示。这是两院首次合作，可以说既是不遗余力

地共同探讨血管专科腔内治疗手术的发展，同时也是两院第一次较量，血管科、

麻醉科、手术室团队十分重视。有了之前的学习

模式，手术室与血管科的合作默契度更高。这次

两院培训班开展手术演示当天，六台手术下午五

点左右全部顺利完成，整个团队高效且高质量地

完成了这次手术演示配合。对同期一年的血管科

手术量增长率达 31.63%，北京协和医院血管科主

任郑月宏教授对手术室团队表示高度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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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3-4 日，第十五届北京协和医院脊柱畸形国际会议暨首届早发

性脊柱侧凸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丽晶酒店隆重召开。大会邀请了众多国内外知名

专家，共同探讨脊柱畸形研究领域国内外前沿发展。手术室的各位领导们大力支

持骨科负责人徐薇老师组织轮转

骨科护士参加此次会议。近 20 余

名手术室护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同事们表示能有机会参与国际性

会议感到十分荣幸，除了更加理

解脊柱畸形相关知识、加深对手

术的理解，同时开拓眼界，看到国内外的进展，对自身要达到的水平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黄鸿伟说看到国内外同事那股奋起的劲儿，才真正明白赵院长所说“盛

名之下，很多兄弟医院在迎头追赶”的一番苦心！ 

目前血管外科和骨科的新学习模式初具雏形，他们的积极也带动了其他科室

学习氛围。同事们利用自己的时间参与查房、会诊、参加大型会议等，虽然少了

一些玩乐的时间，但是大家表示收获颇多。王惠珍执行总护士长希望手术室的每

一名护士不仅能更高效的配合手术，同时能与时俱进不固步自封，开拓眼界发挥

自己的才能,为临床、为患者做出更好的护理！同时，与各专科团队可以拧成一

股密不可分的绳，才是一个真正的团队！相信在吴欣娟主任、李莉常务副主任、

徐梅督导、王惠珍执行总护士长的带领下，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会越来越优秀，

在引领手术室护理前进的道路上，散发光芒！ 

 

手术室 黄鸿伟 黄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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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 CSSD成功举办 

第一期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班 

    四月的北京鲜花盛开，春意浓浓。北京协和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的第一个国家

级继续教育培训-“消毒供应中心精细化管理与实践新进展学习班”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在北京宝辰饭店顺利举办。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吴欣娟主任亲自为新进展学习班开讲第一堂课《从现代

化医院看消毒供应专业的作用》，吴主任从护理管理者的角度给了现代化医院消

毒供应中心如此的定位：它是医院的重点科室，是院内感染控制的第一道防线，

是医疗和护理质量的保障部门，因此与现代化医院相匹配的消毒供应中心应该是

专业化、规范化、信息化、科学化的现代化消毒供应中心。 

   

  “融入时代、敢于担当、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是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李莉常

务副主任关于《优秀护理管理者的自我修炼》讲座的精髓所在，一个组织的生存

发展，兴衰存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所以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应该“有能

力、有格局、有胸怀、善协调、做表率”。 

   消毒供应中心张青执行总护士长以《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WS310 行业标准新

修订内容》为题，为大家介绍了规范修订背景、依据、原则和特点，以及规范新

修订的重点内容做了详尽的解读。给学员们在工作中遇到的诸多疑问做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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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的指导。 

    本次学习班还特邀护理部执行总护士长张红梅老师，手术室执行总护士长王

惠珍老师，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高海燕老师和消毒供应中心的郑淑梅、张凯、王

雯三位老师围绕着“精细化管理与实践”这个主题，从不同的视角和各自的研究

领域，就工作难点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为学员们奉献了一堂堂生动的

讲座，让参会者收获颇丰，获益良多。 

消毒供应中心 张凯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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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6 日—5 月 31 日，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共 23 位同学分两批来我

院进行为期两周的交流学习，护理部潘新伟干事、秦培培干事代表护理部组织召

开了欢迎仪式。会上，同学们认真观看院介片和协和护理 95 周年纪念短片。会

后，组织同学们参观院史馆，大家认真参观了讲述北京协和医院 95 年发展历程

的五个展厅，对协和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参观结束后，在各学习科室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开始为期两周的临床学习

实践。内科、外科、妇儿、手术室等科室安排了专人带教，每天精彩、紧凑的小 

讲课轮番上演，同学们中间反馈时表示收获颇多，每天都能从临床接触新的

知识。同科室老师的感情也日益加深。协和浓郁严谨的学术氛围感染着同学们，

她们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去科室的阅读室、医院图书馆饱览专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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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同学来院交流学习 



 

两周的学习很快结束了。在护理部组织的总结会上，同学们首先介绍了澳门

镜湖护理学院的概况，并通过短片向大家展示了镜湖护理学院“从人到仁”的办

院理念、在校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工作情况的场景。同时，同学们分享了在我院临

床学习的心得，对协和病种划分细致、疑难杂症多、专科护理要求高等有了真切

的认识。最后，同学们畅所欲言，对在协和医院和澳门镜湖医院临床护士工作分

工、内容的异同等展开讨论。总结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同学们表示两周的

时间对协和的认识还很有限，她们期待着下一次能够再有机会来北京协和医院交

流学习。 

 

 

 

                                          护理部 秦培培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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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  

“现代医院护理管理实践创新研讨班”顺利召开 

 

北京协和医院是全国疑难重症诊治指导中心，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

公布的“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中，协和连续 9 年名列榜首。医院拥有资深的医

疗和护理专家队伍，连续多年成功举办多项国家级护理继续教育学习班，为全国

培养了大批护理骨干。 

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案

的出台，新型护理服务业态的不断涌现，护理服务内容和服务边界的逐步扩展，

为护理学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站位新时代，北京协和医院在护士岗位管理、质

量安全、专科护理等改革焦点、难点问题上积极探索、锐意创新，走在学科发展

前沿。其中，现代医院护理管理制度和护士岗位管理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分别

荣获了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科技创新奖一等奖和中华护理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等荣

誉，多个护理专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牵头发布了多部专家共识，引领了全国

护理规范。 

为共享创新成果，向全国介绍协和先进的护理管理经验，推广协和标准护

理规范，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17 日，在京召开“现代医

院护理管理实践创新研讨班”。本次研讨班共有来自全国 26个省市自治区的 300

余名护理同仁参加，其中近半数人员是来自西藏、青海、甘肃等中西部的护理副

院长、护理部主任及护士长等护理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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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北京协和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吴欣娟教授为全国护理同仁带来了

题为“变革时代护理工作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授课，内容聚焦于目前我国护理学

科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发展思路，为广大护理同仁创新管理打开了新的视角。

此次学习班上，北京协和医院多位护理专家学者围绕护理学科前沿、护理服务质

量与安全、标准与共识解读、精细化管理四大方面为全国护理同仁带来精彩的授

课。学习班现场座无虚席，紧密的课程设置，实用的内容安排和高水平的授课得

了到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继本次护理管理研讨班之后，护理部于本季度相继举办了消毒供应、护理

教学、老年护理学习班，并计划于 6-9 月举办妇产科护理、静脉治疗实践与管理、

急诊急救护理、手术室护理、缓和护理等共计 13 项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培训班，

致力于分享协和经验，传播先进理念，推进专科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以

点带面，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国护理专业水平的提升，为健康中国建设贡

献力量。 

                                          护理部 潘新伟 王巍 供稿

要闻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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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部举办第一季度教学沙龙  

助推教学老师教学管理能力提升 

2019 年 4 月 26 日下午，护理部举办了今年第一届教学沙龙，沙龙围绕“教

学文件梳理”和“继教学分管理”两大主题，特邀具有多年教学管理经验的王青

护士长及李红艳老师上台授课，护理部教学组、全院教学老师及教学骨干共 80

余人参加了本次沙龙。 

为解决临床教师教学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护理部前期汇总第一季度

教学检查中科室常见问题及教学老师需求，并对于目前管理制度中不清晰的地方

反复讨论研究予以明确。本次讲座充分结合临床科室教学管理中的问题实例与教

学负责人多年教学管理心得，深度解析如何做好教学文件记录、梳理以及保存工

作，帮助教学老师更好地完成教学文件的管理工作。 

继续教育学分作为上级部门考核医务人员本年度学习的指标，与医护人员的

晋升、注册等紧密挂钩。科室护理人员的学分管理也成为教学老师的重要工作之

一，本年度继续教育学分管理更加规范更加严格。本次沙龙基于全国继续医学教

育委员会《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补充了本年度继教委对于学分

管理的最新要求，强调授予及获得学分的规范性以及教学老师在科室学分管理中

应起到的示范及管理作用。 

本次讲课以临床教学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为导向，剖析教学管理中的痛点难点，受到教

学老师的一致好评，同时为教学老师更好地完

成教学管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护理部 潘新伟 供稿                               

要闻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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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马锡国际基金会—— 

新保集团临床护理专家培训项目在京举行 

5 月 20 日至 24 日，由新加坡

淡马锡国际基金会支持，新保集团、北

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共同主

办的临床护理专家培训项目在北京

举行。此项目旨在为北京地区培养一批临床护理及护理管理骨干师资，加

快推进中国护理专业的国际化进程。 

启动仪式上，新加坡新保集团与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护理部共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同期，项目第一期培训班拉开帷幕。 来

自北京 22 家医院的 251 名护理人员接受了为期 5 天的高质量培训，其中

我院有 67 人参加。项目由新加坡

知名护理专家担任培训师资，围绕

重症监护、感染控制、营养支持、

护理管理等内容重点讲授及讨论。 

经过 5 天的培训，参加学习的护理同仁在病情评估、检查报告的分析

等方面有了明显提升，同时也了解了新加坡某些专业的临床护理新理念、

学习了新加坡老师应用的互动式、体验式的教学方法，收获很大，感触也

很多。很多学员在学习期间就构思出新题目、更新了教学方法。在结业考

试中，我院护理同仁以优异的成绩位列第一！   

                                        护理部 王巍 供稿 

要闻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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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呵护——儿科义诊在行动 

    

“六一”是最可爱的孩子们的节日，家长都在为孩子们准备节日礼物，其实

送给孩子们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健康。孩子的健康是学习生活的保障，健康是人生

最重要的起跑线。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快快乐乐地长大，也是父母最大

的幸福。5 月 26 日，在北京协和医院（东院）一层门诊大厅西侧，我科医护人

员为小朋友们进行了义诊。 

    义诊期间专家逐一为家长耐心解答疑问并提供专业指导，为小朋友们听诊;

护士为小朋友们测量身高、血压，并为他们发放小礼物。在半天的义诊咨询活动

中，虽然有辛劳有汗水，但我们也收获了欢乐和喜悦。祝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儿科 谢羽庭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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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来暑往换新颜 新来院进修护士顺利入科 

2019 年 5 月，共有 153 名进修护士圆满结束在院进修学习任务。同月，183

名进修护士入院接受培训。 

5 月 28 日下午，护理部在内科楼四层大

厅组织举办了进修生结业式，共有 153 名进修

护士参加本次结业式。仪式开始，播放了护理

部 2018 年工作总结短片，短片描述了协和护理人在这一年中的拼搏努力及获得

的丰硕成果，播放完毕，进修护士们自发鼓起热烈的掌声。随后，护理部霍晓鹏

副主任上台致词，感谢进修护士为我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希望大家发扬协和的

优良传统，将这里优秀的文化带回去，让协和文化在祖国各个角落落地生花。此

次共评选出优秀进修护士 2 名，霍主任为优秀进修生颁发荣誉证书及《协和护理

记忆》一书，以资鼓励。接着，来自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的耿欢欢作为优秀进修生

代表上台发表获奖感言，讲述在协和进修期间的收获与感动，回忆了在协和收获

的满满的知识和友谊，愿铭记协和精神，在护理道路上砥砺前行。 

初夏的气息到来，又是一届进修护士迎新时。2019 年 5 月 29 日，183 名

来自天南海北的进修老师来院报道，齐聚一堂。护理部在内科楼四层大厅组织安

排了各项入院手续的办理，并进行了为期 1 天半的入院教育，涉及协和医院护理

发展、护士职业道德和礼仪、病房规章制度、护理安全及差错防范、护理质量管

理实践、AHA 心肺复苏指南更新、职业暴露与安全防护、消防自救常识、特色

临床护理教学管理、院史馆参观等众多方面，为其尽快熟悉协和环境、快速进入

临床工作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护理部 潘新伟 供稿 

要闻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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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2019年国际护士节系列庆祝活动 

【2019 年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 

      暨中国精英教学医院护理联盟启动仪式】 

5 月 8 日，在第 108 个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协和医院 2019 年

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暨中国精英教学医院护理联盟启动仪式在协和学术会堂举

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有关领导，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中华护理学会

领导及代表，中国精英教学医院联盟代表，医院全体院领导、各总支书记、职能

处室及临床学系领导、护理老前辈等，与全院 600 余名护士代表欢聚一堂，共

庆节日。 

 

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标准化临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更多同质

化优秀临床护理人员，在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中华护理学会大力支持下，由我

院牵头其他 8 家医院组成的“中国精英教学医院护理联盟”在本次活动上正式成

立。护理部吴欣娟主任与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山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 8 家联盟医院护理部

主任共同点亮了联盟启动的大屏幕！中国精英教学联盟主席、我院赵玉沛院长为

9 位护理部主任颁发了护理联盟执行委员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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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联盟启动仪式后，播放了“护士技术大练兵/比武”活动短片。为了给

患者提供更加有温度和精度的护理服务，今年 2 月初护理部启动了技术练兵/比

武活动，覆盖了全院 10 大片区、1800 余名护士。经过初赛选拔，100 名技术

能手进入决赛，并从中评选出金、银、铜奖和优秀奖。会上，护理部李莉常务副

主任宣读了获奖名单，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焦雅辉副局长和全体院领导分

别为金、银、铜奖获奖者颁奖。 

 

随后，护士代表杨秋玲和李俊以主题演讲形式向与会者介绍了协和静脉治

疗综合管理的经验。该管理经验在2018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管中心主办的“国

家医疗相关标准执行竞技赛”中，荣获金奖。护士们还在现场展示了 CPR 和静

脉输液的操作技能，娴熟的操作与唯美的舞台展示有机结合，让现场观众深深感

受到“护理工作是技术，也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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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会以一支由护士们精心编排的舞蹈《超越梦想》谢幕。这支青春洋

溢的舞蹈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护理团队的蓬勃朝气，更让我们看到了协和护理事

业欣欣向荣的美好明天。 

 

 

 

 护理部 曹晶 刘莹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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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院领导慰问临床一线护理人员】 

5 月 10 日清晨，全体院领导率党总支书记、工会负责人、护理部主任及护

理督导分赴全院十大片区，为辛勤奋战在临床一线的护士同胞送去的节日慰问和

祝福。甜美的蛋糕、娇艳的鲜花、亲切的问候，让护士们感到格外温暖和幸福。

同时，工会和护理部还为全院每一个护理单元精心准备了蛋糕，让大家提前度过

了一个温馨快乐的节日。 

  

赵玉沛院长带队慰问手术室          赵玉沛院长带队慰问保健片区 

   

姜玉新书记带队慰问急诊片区          姜玉新书记带队慰问外科片区 

  

柴建军副书记带队慰 问门诊片区       李冬晶副院长带队慰问国际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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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抒扬副院长带队慰问内科片区         向炎珍总会计师带队慰问五官片区 

  

韩丁副院长带队慰问妇儿片区          杨敦干副院长带队慰问西单院区 

 护理部 曹晶 刘莹 供稿 

 

 

 《桃花一角》 保健医疗部 刘晓萱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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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健康委王贺胜副主任 

          莅临我院调研慰问并召开座谈会】 

5 月 10 日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王贺胜副主任一行莅临我院门诊、病房开

展现场调研，并前往病房看望了辛勤工作

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随后,前往学术

会堂观看了我院“协和护理与共和国同成

长”展板及“第三届护士摄影大赛”展板。 

随后，“2019 年 5.12 护士节座谈会”在我院学术会堂三层会议室召开。国

家卫生健康委王贺胜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国家医疗保障

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同志，中华护理学会负责同

志，我院赵玉沛院长、李冬晶副院长，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全国临床一线护士和

患者代表等出席此次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全国的护士代表们从参与汶川抗震

救灾、抗击埃博拉病毒、从事安宁疗护等方面讲述工作中的难忘经历，其中我院

儿科孙静护士长汇报了护士们呵护早产儿健康成长的感人事迹。另外，我院乳腺

外科患者讲述了个人治疗康复经历及对护理工作的切身感受，让与会同志深深感

受到护理的温度和精度。我院赵玉沛院长向与会同志介绍了协和护理的发展情况

和医院对护理工作给予的全方位支持，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我院护理部吴欣娟

主任代表中华护理学会做了以“中华护理学会与新中国共同成长” 为主题的工

作汇报。王贺胜副主任对护理人员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并强调要加强护理队伍

建设，推进护理服务业发展，加快发展老年护理，加大护理宣传力度，勉励全体

护理人员再接再厉，为人民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护理部 曹晶 刘莹 供稿 

21 
协和护理之音 

SOUND OF NURSING 

 

护士节专栏 



 5.12 国际护士节：我们在爱中扬帆起航 

 产科二病房 李婷 

  在这春意盎然、春暖花开的 5 月里，我们又迎来

了“5.12”护士节。今天的我们依旧在旭日唤醒黎明

的晨光里，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 

    今天的我们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是我们还是按

部就班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不一样的是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我们的付出被认可被歌颂被爱。 

一早我们就迎来了院领导的慰问和节

日的祝福，让我们感受到医院对护理工作

的认可与高度重视；李颖督导携蛋糕到每

个病房送来节日的问候，这些都让我感受

到协和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然而最让我们开心的是患者在这样的日子里送来的每一句祝福“节日快乐”。

这句话让我无比感动、无比骄傲，我们的工作被肯定，我们的付出得到病人爱的

回馈。 

我们在充满爱的大家庭里，感受着爱与被

爱并无时无刻播散爱，我们将爱转变成无私的

奉献，奉献给工作，奉献给患者。体现在临床

的优质护理服务，给予患者一杯热水，给予患

者一块热毛巾，给患者换一身整洁的衣服，一

个真诚的微笑。让我们护理工作以爱为前提，被爱围绕，在爱中扬帆起航。 

22 
协和护理之音 

SOUND OF NURSING 

 

护士节专栏 



 国际医疗部庆祝国际护士节活动 

  国际医疗部一病房  张昱 

初夏时节，草长蛙鸣，万物繁茂，我们迎来了第

108 个国际护士节。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充分展示

我院护理人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职业风范，在院领导

的关心、支持下，近日，护理部组织了形式多样，丰

富多彩的护士节活动。                                   

国际医疗部的护士们在紧张忙碌地工作之余，纷纷拿起相机，用镜头记录下

各自工作中辛劳的点滴、生活中感动地瞬间。这些摄影作品各具特色，紧扣主题，

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护理人员在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活动中的精彩画面，淋漓尽致

地展现了护理人员的青春风采，折射出了平凡岗位的不平凡，生动体现了白衣天

使们患者至上、生命至上的高尚情怀，以及真诚服务患者的精神面貌，充分激发

了广大护理人员对护理事业的热情！ 

南丁格尔说过：“护士其实就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这既是

对护士最高的赞誉，也是对护士最高的要求。她们用亲切的话语安慰病人的焦躁，

她们用娴熟的技术为病人打针输液，她们用耐心的态度解答病人的问题。 

这一幅幅精美的画面记录了白衣天使们在工作中的美丽瞬间，让大家看到了

一个个精神饱满、神彩奕奕的美丽护士。全面展示了护理队伍的精神风貌和工作

风采，丰富了护士们文化生活的同时，还营造出了和谐快乐的节日氛围！ 

 

国际医疗部二病房 陈灿耀供图 

国际医疗部 N1/8  李宸供图  

国
际
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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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特殊的护士节礼物 

 皮科病房 李文硕  神经内科二病房 吴晓艳  

正午煦日丹，花开盈盈涟。南丁女神落凡间，浅笑梨涡湾。 

五月晴空幔，提灯深深燃。生命旦夕危在安，初心难忘攀。 

2019 年 5 月 12 日是第 108 个国际护士节。国际护士节是全世界护士的共

同节日，是为了纪念近代护理的创始人——英国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而设立。

我们五官片区的各位护士长在节日来临之际为一线工作的护理人员送上最真挚

的祝福，护士姐妹们收到美美的鲜花和甜甜的蛋糕，感受到暖暖的正能量，备受

鼓舞，深深的感受到领导们对大家的关心。 

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不只是这个节日大家互道的祝福，分享的喜

悦，更让人欣慰的是科里一个 20 岁的患者在 5.12 这个特殊的节日里，从甘肃

老家专门来看望我们，我已经记不清这个姑娘在病房住了多久，只知道她病情稳

定，气切伤口慢慢恢复可以讲几个字的时候，每天早上交班到她床旁，总是微微

说一句：姐姐，抱抱。出院的时候，看见每一个人都感谢过去拥抱。每次来复查

都会来病房看我们，因为口服激素，每次来都调侃一下，说“你胖了”。有时候

觉得这份工作最让人开心的不就是看着自己照顾过的患者，站在对面跟你开玩

笑，慢慢变的更好吗。 

曾经的患者能大老远赶来看望我们，我想对我们来说这个可能就是最欣慰的

护士节礼物。希望余生的工作生涯里，能看到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朋友恢复

健康后站在我对面，哪怕说一句“你胖了”！ 

国际护士节的基本宗旨是倡导、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不畏艰险、甘于奉献、

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天不仅是我们的纪念日，也时刻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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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铭记曾在圣洁的燕尾帽下许下的诺言。我们继承了这份荣光，我们要为促进

患者康复、减轻痛苦，为增进人类健康，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泰戈尔说过，天空中没有翅膀的影子，但我已飞过。 

我们将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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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欢庆 5.12 国际护士节 

 手术室 宋雪园  

   2019 年 5 月 10 日早上 7 点 30 分，手术室全体工作人员以及所有远道而来

的进修老师欢聚一堂，共同迎接一年一度的 5.12 国际护士节！ 

    当我看到手术室餐桌上整整齐齐摆满的鲜花、

水果、小食……这美味瞬间驱走了一年的忙碌感。

诺大的食堂都盛不下节日的快乐，喜悦溢出了食堂

渗透了手术室的每个角落。在手术室，恐怕也只有

在国际护士节这一天能够和全体同事一起在食堂共进如此丰盛的早餐！一时间食

堂热闹非凡，所有的老师们纷纷拍照合影留念，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刻。 

     一如往年，院领导早早的为我们手术室订购了巨大的蛋糕，以保证手术室

的全体兄弟姐妹都能吃上节日的祝福。蛋糕上的祝福语以及院训文字，既是院领

导对我们的祝福也是对我们护理人员的期许。 

   7 点 45 分，在一阵阵络绎不绝的欢迎声中，北

京协和医院赵玉沛院长、吴欣娟主任及院领导们在

王惠珍总护士长的陪同下亲自来到手术室食堂大厅

为我们祝福，话语虽短但却铿锵有力，敲在每一名手术室护士的心头！我能够成

为协和手术室的一员，此生无憾！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必将带着协和的精神与期许

奋斗在临床一线！  

   一年一度的节日是欢快的！512 国际护士节的设定，是对护士的认可！感谢

护理前辈们为我们铺的路！我们会开开心心庆祝这一天，也必将用我们的“勤慎

谨护”守护患者！5 月 12 日这一天，是庆祝、是幸福，更是警醒、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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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护士节，温暖大家心---外科护士节新体验 

上帝因为不能亲自来到人间，所以化作白衣天使来到你身边----题记 

一百多年前的一盏明灯，成就了 512 国际护士节，而如今在第 108 个国际

护士节到来之际，外科的小伙伴们有了新的庆祝方式。 

Part1 给你我的小心心——骨二李珊珊 

护士节是全世界护士共同的节日，今年

的护士节，骨科二病房的护士们一起铸造了

一个心，用心为患者服务，用心对待工作，

用心热爱护理事业，协和梦，大家共同的梦！ 

 

Part2 节日轻松游，感悟古文化——基外二张雅俊 

今年护士节，外科组织大家游览故宫，使我们近距离感受了故宫——这座精

美的艺术佳作。这里的每一片琉璃瓦都闪烁着金光，每一根柱子都散发着古朴的

味道。不仅仅清一色的古建筑，还有这一片片的生机盎然——御花园的花儿都

开了，阵阵芳香与参天古柏相伴，

我们陶醉其中。我更钦佩与故宫相

伴的手艺人，无名无我，甘之如饴！

站在神武门脚下沉思，愈发坚定了

自己的选择，成为护士，成为协和

的护士，平凡人做着不平凡的事

儿，这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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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传说中的过节仪式感——基外一崔新伟 

为了过好这个节日，基本外科一病房早已在一月前就开始秘密策划大家的节 

日礼物，在节日当天为全体护士姐妹带来节日的惊喜——为大家打造了温馨的

生活区。 

精心设计的照片墙承载了所有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墙角的书架为大家提供

了放松和学习的书籍，墙上的粉嫩贴饰、亲笔的生日祝福让每一位路过它的人都

嘴角上扬，每天在如此美好的环境中工作都充满了力量！  

领导慰问、节日鲜花、精美蛋糕，更是让这个节日仪式感瞬间上升，幸福感

满满。最后也祝所有护士姐妹们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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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温度的护士节 

 心理医学科 曲薇轩 

    “5.12 国际护士节”对于护士来说是神圣的节日。门诊的护士们手捧鲜花，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每年的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格外重要，在这一天所收到

的祝福和问候，让我们感受到辛苦的值得、奉献的喜悦。虽然在同一层楼，各科

护士却在各自忙碌着。今年，门诊执行总护士长吴宣带领着每层的护士长串起了

彼此，在中间协调沟通，互通信息有无，互相学习进步。 

    四层门诊各个科室在吴宣、刘彤护士长的带领下亲如一家。在这个共同的节

日里，护士们用灿烂的笑容表达了对领导慰问的感谢，也表示要更加积极、热情、

耐心地为患者服务，给患者创造更加良好的就医环境，为协和百年作出贡献，为

“白衣天使”的称号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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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护士技术大练兵/比武活动 

 护理部 王巍 

为落实“一切为了病人”的服务理念，提升护士的技术操作水平和综合能力，

为病人提供优质满意的护理服务，护理部在全院开展“护士技术大练兵/比武”

活动。活动以静脉输液、静脉采血和心肺复苏三项常用护理技术为考核主体，全

院 11 大片区、1800 余名护士全部参加，按照护士长、教学老师、临床护士系

列分组考核。 

2 月 20 日，技术大练兵活动的核心组成立，成员包括郭娜副主任、赵艳伟

督导、史冬雷督导、操作组骨干、教学组骨干十余人。核心组成员就培训、考核

计划、考核标准制定等内容充分讨论，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整理出培训

计划和考核标准。 

2 月 27 日，教学组成员、各片区推选的护士长代表齐聚示教室，进行统一

操作、统一评分标准的培训，观看许宁老师、孙朋霞护士长、刘爱辉老师的操作

示范。 

3 月 4 日，活动核心组再次开会，讨论、修改评分标准。  

3 月 6-7 日，教学组成员、操作组成员、各片区推选的护士长代表成为第一

批被考核者。这些被考核者后来成为全院技术大练兵/比武活动的评委。 

3 月 26 日，护理部召开了技术大练兵操作考试评委会，史冬雷督导到会动

员，强调每一位评委都要公平、公正地行使打分权，评选出最优秀得操作能手；

并对评分细节、评分规范作出要求。  

4 月 1-4 日，护理部考核组对全院的护士长、教学老师、护理主管进行了 3

项操作考核,其中静脉输液是为真的患者穿刺，考的是临床管理者的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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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片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护理技术大练兵高潮，培训—考核

—选拔，最终经过各科初赛选拔，100 名技术能手进入决赛。 

4 月 11 日，赵艳伟督导组织召开决赛评委会，布置决赛细则，培训评委标

准化打分，要求评委公正打分、评出水平。  

4 月 15 日进入决赛周，评委们下临床、到床边，通过静脉输液操作考核护

士们的真实操作能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示教室考核 CPR 抢救技

术；在机房考核理论基础水平。最终从 100 名技术能手中评选出金奖 10 名、银

奖 20 名、铜奖 30、优秀奖 40 名。  

2019 年，我们以“练兵”为契机，以“比武”为平台，通过比武激励协和

护理人以精湛的技术和无私的关爱为广大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练兵永远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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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技术大练兵/比武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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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帆 西院 乳腺外科病房 金  奖 

2 蔡永华 五官 耳鼻喉科病房 金  奖 

3 杨帆 外科 肝脏外科病房 金  奖 

4 周晓宇 西院 西院国际门诊 金  奖 

5 宋洋 国际 国际十层二病房 金  奖 

6 李颖 妇儿 产科一病房 金  奖 

7 张燕 外科 骨科三病房 金  奖 

8 朱宏伟 保健 保健六层病房 金  奖 

9 华小雪 急诊 急诊 金  奖 

10 孙静 妇儿 儿科病房 金  奖 

11 闫丽 保健 保健七层病房  银  奖 

12 张丽霞 妇儿 产科二病房 银  奖 

13 宋丹 内科 血液净化中心 银  奖 

14 陈晶 急诊 急诊 银  奖 

15 陈亚萍 外科 骨科一病房 银  奖 

16 李杨 妇儿 儿科病房 银  奖 

17 都菁 外科 胸外科病房 银  奖 

18 刘阳 西院 
血液肿瘤内科二病

房 
银  奖 

19 侯海燕 外科 基本外科四病房  银  奖 

20 张志媛  保健 保健门诊 银  奖 

21 安培培 五官 神经内科一病房 银  奖 

22 蒋茜 五官 神经内科一病房 银  奖 

23 孙小南 外科 泌尿外科一病房 银  奖 

24 张东颖 妇儿 产房 银  奖 

25 洪晓露 保健 保健 ICU 银  奖 

26 曹芳 妇儿 产科一病房 银  奖 

27 王英杰 保健 保健五层病房 银  奖 

28 蔡晶 内科 MICU 一病房 银  奖 

29 张然 国际 国际 N1/8 病房 银  奖 

30 李蕊 保健 保健六层病房 银  奖 

31 刘羽 内科 MICU 一病房 铜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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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鑫 外科 骨科三病房 铜  奖 

33 马慧 内科 MICU 一病房 铜  奖 

34 张毅 外科 神经外科病房 铜  奖 

35 李瑶 门诊 门诊治疗室 铜  奖 

36 吴楠 内科 心内科一病房 铜  奖 

37 谢金璐 保健 保健六层病房 铜  奖 

38 贺子夏 内科 肾内科一病房 铜  奖 

39 王辉 急诊 急诊 铜  奖 

40 康倩 国际 国际十一层二病房 铜  奖 

41 王晶晶 急诊 急诊 铜  奖 

42 阚玉茜 外科 基本外科一病房 铜  奖 

43 李亚男 急诊 急诊 铜  奖 

44 李芳芳 内科 内分泌科二病房 铜  奖 

45 田丽源 急诊 急诊 铜  奖 

46 李姗姗 外科 骨科二病房 铜  奖 

47 李滟 门诊 泌尿外科检查治疗

室 

铜  奖 

48 余鑫秋 外科 基本外科二病房 铜  奖 

49 杨啸茵 内科 血液内科一病房 铜  奖 

50 郭盈盈 内科 感染内科病房 铜  奖 

51 贾艳霞 外科 泌尿外科一病房 铜  奖 

52 王茁 外科 基本外科四病房 铜  奖 

53 张悦 内科 消化内科一病房 铜  奖 

54 李冉 内科 消化内镜中心 铜  奖 

55 马澜 保健 保健七层病房 铜  奖 

56 杜靓 保健 保健四层病房 铜  奖 

57 杨琳 国际 国际 N1/8 病房 铜  奖 

58 郝婧晓 国际 国际十层二病房 铜  奖 

59 郑佳 门诊 妇产科门诊 铜  奖 

60 王涛 内科 免疫内科二病房 铜  奖 

61 杨丽 五官 神经内科一病房 优秀奖 

62 郝敬伟 保健 保健三层病房 优秀奖 

63 陈蒙蒙 手术室 手术室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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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潘颖 外科 肝脏外科病房 优秀奖 

65 邵倩 妇儿 产科二病房 优秀奖 

66 胡艳娜 国际 国际 N1/6 病房 优秀奖 

67 高莹莹 内科 免疫内科一病房 优秀奖 

68 杨美慧 五官 耳鼻喉科病房 优秀奖 

69 刘雅菲 外科 血管外科病房 优秀奖 

70 吴满满 保健 保健五层病房 优秀奖 

71 刘颖 外科 神经外科病房 优秀奖 

72 刘小奇 外科 心外科病房 优秀奖 

73 刘志颖 妇儿 妇科三病房 优秀奖 

74 何悦 国际 国际十一层一病房 优秀奖 

75 孙玉姣 外科 泌尿外科二病房 优秀奖 

76 苏萌 急诊 急诊 优秀奖 

77 谭宇添 内科 心内科一病房 优秀奖 

78 王亚芹 门诊 特需门诊 优秀奖 

79 张艳彬 内科 血液内科一病房 优秀奖 

80 于超 妇儿 妇科一病房 优秀奖 

81 任珊珊 手术室 手术室 优秀奖 

82 李悦 妇儿 NICU 优秀奖 

83 丁鹏勋 手术室 手术室 优秀奖 

84 吴晓艳 五官 神经内科二病房 优秀奖 

85 钱可心 手术室 手术室 优秀奖 

86 许颖 国际 国际十一层二病房 优秀奖 

87 寇冬旭 内科 呼吸内科二病房 优秀奖 

88 张天 国际 国际十一层一病房 优秀奖 

89 张馨戈 手术室 手术室 优秀奖 

90 吴艳芳 五官 眼科病房 优秀奖 

91 李佳倩 内科 老年示范病房 优秀奖 

92 张佳鹤 外科 胸外科病房 优秀奖 

93 李彤昕 内科 肾内科一病房 优秀奖 

94 张冉 西院 MICU 二病房 优秀奖 

95 胡雅思 保健 保健六层病房 优秀奖 

96 帅从丹 国际 国际 N1/6 病房 优秀奖 

97 曹淼 五官 眼科病房 优秀奖 

98 曹瑀荻 手术室 手术室 优秀奖 

99 陈雅琪 手术室 手术室 优秀奖 

100 石妍 急诊 急诊 优秀奖 

 



 2019 保健医疗部护理技术大练兵 

 保健医疗部 闫丽  

为充分响应护理部“夯实护理基础、改善护理服务、提升综合素质”的理念，

全面考察护士静脉穿刺水平及职业素养，保健医疗部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病

房二层示教室开展了护理技术大练兵初赛。参赛人员包括病房、门急诊及 ICU

的全体护士。 

通过整理护理部下发的操作规范及评

分标准、进行内部培训及考评，护士们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了初赛的选拔，最终参加了护

理部的决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技术大练兵加强了护士基本技术 

的熟练程度，同时又对相关知识进行 

了巩固。护士们在练习与比赛中不断 

成长，认真又专注的瞬间，给大家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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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如你 

 妇科三病房 杨玉贤 

春风十里，在玉兰花开的协和医院里，全院为迎接 5.12 护士节已经开始各项

活动。为了进一步加强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护理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技

能和服务水平,展示白衣天使的神采风貌，全院开展了护士技能大练兵活动。从

各科领导到每一位护士，认真准备，勤奋练习，积极将练兵活动中的成长融入日

常工作的每一刻。 

为了此次大练兵能扩及每一名在岗护

士，在年初护理部便制定了目标及方案，

由每一位护士长通知到每一名护士，并

将人员分为 3 组，护理督导和护士长分

为一组，教学老师一组，临床护士一组，

三组同时进行操作练习。护理部首先对所有护理督导及护士长们进行了操作培

训，各位领导将标准化的操作再次斟酌，明确各个细节，将准备工作做到极致。

然后对每一位教学老师进行统一培训及考核，从各科的教学老师入手，将操作的

标准化更好地在临床实施。最后由护士长及教学老师为各自科室的临床护士开展

全面有序的培训及考核。目标明确，方案有序，层级明确，井然有序，每位临床

护士在护士长及带教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再次拿起曾经的操作流程，拿起自己记

录的每一个操作小细节的手记，重新一步步的研究，一步步的学习。在浓郁的学

习氛围中，大家通过再一次的考核，很好的巩固了自身的技能专业性。 

在繁忙的工作中，静脉输液，静脉采血，每一项操作都是基础，都是日以继

日、习以为常的动作，而越是习以为常的，在操作中也就越容易出现瑕疵。大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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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的目的便是发现瑕疵，将最常规的操作做到标准化，方能在日常快速紧凑的工

作中彰显护士的风采。我们病房由护士长亲自带头，在病房日常操作中，亲身示

范，统一操作标准，要求每一位护士在练习时严格按照流程，互相发现并纠正问

题。许多习惯养成的小动作，在互帮互助的监督下，得到极大地改善。 

CPR——每位医护必备的技能，而

并不是每位护士都真实用到过的技能，

长期不练便会生疏，既然是技能大练

兵，这一项便是重点巩固的技能之一。

日常练习由护士长带领，带教老师监

督，两两成组练习，互相指出问题，在

下一次的练习中努力改正。练习的假人，被我们亲切的称之为“阿布”，他在各

个科室走过，陪伴每位护士认真练习的瞬间。通过认真地练习，考核配合时格外

的默契，相信在临床工作中，如果真遇上突发情况，妇科三病房的护士们一定能

展现出教科书般的完美配合。 

5.12 护士节，圣洁的日子，如同圣洁的护理事业，提醒着每一位如我一般普

通的一线的护士。我们只是一名普通的护士，却也是组成医疗事业不可或缺的一

份子。我们每一次的操作，每一个工作细节，都可能成为救治患者最重要的一环。

趁着大练兵活动，又让大家回想起当年从医时

的誓言：“严谨求精、勤奋奉献”。只有严格要

求自己的各项操作技能，才能在快节奏的工作

中，展现出一名协和护士该有的能力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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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技术大练兵-------国际部风采 

                                                   国际二病房 郝婧晓 

为患者提供高水平护理一直是国际医疗部全体护士的共同目标，而过硬的专

业知识和扎实的技术操作无疑是患者满意的重要基础。因此，今年护理部开展“护

理技术大练兵”伊始，国际医疗部就积极响应、严密组织，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在国际部全体护士中掀起了强化专业知识，提高护理技术的热潮。 

真空采血、静脉输液和 CPR 是日常工作中最常见最重要的操作，为完善提

高护士们的操作技能和水准，操作核心组老师们给出标准示范作为指导。护士们

在完成繁忙的日常护理工作之余，还抓紧时间对照操作要求不断地进行练习，大

家互相讨论，互相督促并交流心得和技巧，让练兵不止流于形式，而是真正让标

准操作落实在实际护理工作之中。 

本着全员练兵及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国际医疗部以病房为单位分别对真空采血、静

脉输液和 CPR 这三项操作进行全员考核“海

选”，并按总分排名，总分前三者“晋级”大科复赛，而复赛“八强”则晋级全

院的决赛。与此同时，国际部的护士长和带教老师们也和护士们一起认真练习，

参与考核。最终，国际医疗部的选手们不负众望，在决赛中取得了金奖一名、银

奖一名、铜奖三名的好成绩，在我院 5.12 护士节庆祝大会上光荣领奖。 

操作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护士们学习的脚步不会停歇。在大众对医疗护理水

平要求日益提高的当下，国际医疗部也面临着各种挑战，护士作为国际部的主体

力量也在经受着考验。“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将以此次练兵为契机，全方位提

高自身业务能力，更好地体现优质护理的内涵，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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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护士技术大练兵/比武活动之急诊篇   

急诊科 华小雪  

   为了夯实基础护理，为患者提供满意服务，急诊科积极响应护理部开展的“护

士技术大练兵/比武”活动。在护理部的统一筹备下， 急诊科在接到练兵任务后，

护士长、教学老师和各区域主管积极参与，成为第一批被培训、考核的对象。全

科 110 名护士全员参与，积极投入到大练兵中，临床护士们都是利用自己下夜

班以及休息时间进行操作的练习。我们的培训工作也得到了护理部和教育处的大

力支持，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为我科提供了模拟人和穿刺任务训练模型，保障了

临床护士的培训和操作练习。 

历时一个月的培训、考核，大

家有苦有乐，为了完整模拟操作过

程，互为 SP 病人，进行沟通环节练

习。在培训中心不断进行细节的揣

摩，发现问题及时与护理部操作组

及教学组沟通。 

通过大家的努力，急诊科全员

顺利通过三项操作技术的培训和考

核，经过初赛选拔，8 位选手进入

全院决赛，其中 1 名获金奖，1 名

银奖，2 名铜奖，成绩喜人。 

 

 

39 
协和护理之音 

SOUND OF NURSING 

 

护理技术大练兵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护理技术大练兵纪要 

 内科  余旻虹 赵霞 

2019 年 2 月，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下发了《护理技术大练兵/比武启动及

实施方案》，在此号召的要求下，内科教学组在护理部的带领下积极部署及组织，

在全内科范围内开展了对全体护士完全覆盖的二级技术练兵计划。即病房层面一

级培训及考核，大科层面的二级考核。内科护

士经过系列的培训及考核，夯实了临床基础护

理，提高了护士的基本技能。 

在技术练兵过程中，内科的教学组和操作

组成员，参加了护理部组织的第一次考核。考核后的教学组和操作组成员对内科

全部护士长及教学老师进行了培训及考核，大家积极响应，从理论和知识上共同

提高自己的操作技能。在成绩全部达标的基础上，护士长及教学老师完成了对各

自科室的全体护士的一级考核，考核在各自病房床旁完成。 

接下来在大内科层面进行了护士的二级考核，考核人员由内科教学组及操作

组成员组成，并且之前进行同质化及同标准的培训，能够达到考核标准及方式的

统一。内科教学组及操作组成员对内科二百七十余名护士进行了静脉输液、静脉

采血及 CPR 的考核。全体护士积极配合，全身心的投入到操作技术的练习中。 

通过此次的技术练兵活动，提高了内科护士改善护理服务的意识，能够更好

的为患者提供满意的护理，提高了护士的护理技术水平。并且在后续的护理部组

织决赛中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收获了满意的效果。技术练兵给大家带来了持续

改善医疗服务的契机及动力，在以后的工作中，会更加夯实基础护理，进一步提

高护理工作的水平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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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护理技能操作大练兵 

 手术室 郭赛辉  

护理操作的掌握度与熟练度不仅是衡量护理人员业务能力的标准，标准、规

范、完整的操作流程，更是临床护理工作得以安全、高效、全面开展的基础。手

术室 150 余名护士全部参加了此次护理技术大练兵的培训与考核。 

通过这次大练兵让大家不仅有机会认识到自己无菌操作中存在的不足与错

误，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更好的体现了我们当代协和

人的护理风采。不论是无缝对接、默契配合的双人 CPR，还是流程复杂、无菌

要求极高的静脉输液，各位老师不仅熟练、迅速展现了各项护理操作规范与流程，

对于临床护理细节的把控与人性化护理的追求更是让人敬佩，给人很大的震撼与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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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辈登临正少年 

                          ——外科备战篇 

 基外一崔新伟 

2019年 3月外科收到了来自

护理部的指令：全员开始技术大练

兵（静脉输液、静脉采血及心肺复

苏）！自此，在外科护士中掀起了

一阵苦练操作技术的风潮。上班时

不忘互相指导共同进步，下班后依

旧热情饱满地走入练习室。 

考核时严阵以待如身临其境，

工作中灵活百变不触原则！此刻你我皆为护士，皆为练就精湛技术而努力！练习

时的愉悦与考场上的紧张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似乎也是在提醒着我们，当真正面

临，当如此规范，当旁人注视，你是否也

可以一如往昔，从容不迫地完成。 

没能成为操作能手 1/100 虽有遗憾，

但身为 1800 分之一的我们也始终坚信，

此次的护理技术大练兵带给我们的不仅

仅是那百分之一的荣耀，还有饱满的工作

热情、严谨的工作态度、极致的工作理念以及时刻陪伴的姐妹情！我们将以此次

“练兵”作为为契机，时刻以精湛的技术和无私的关爱为广大患者提供更优质的

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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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单院区成功参与护理部技术练兵活动  

 西单院区 刘丹 

  2019 年 3 月 5 日中午,西单院区响应护理部的号召,开展了"护理技术练兵"启

动大会。会议中，各专科老师对于几项操作及相关的理论知识，进行了细致生动

的培训。培训后，大家还通过扫码的形式，完成了全员的理论知识考核。 

  启动大会结束后，在张红梅执行总护士长的组织下，各个病房选取了操作骨干，

参与了护理部及西单院区的统一培训，对于各项操作中的细节，制定了标准化流

程。结合临床工作特点，西单院区每一位护理同志都参与到培训活动中。4 月上

旬，西单院区的护士长及教学老师组成了考核小组，完成了西单院区的全员考核。

每一位同志不仅看到了自己的成绩，还得到了问题反馈，从细节中提升了技术。 

 

  全员考核结束后，由四位同志代表西单院区参加护理部的技术练兵决赛。最终

乳腺外科张帆获一等奖、国际医疗部门诊周晓宇获一等奖、肿瘤化疗病房刘阳获

三等奖。 

  通过此次练兵，每一位护理同志都得到了提升。在未来的工作中，西单院区还

将组织一系列活动，从而带动整体护理队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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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护理学术论文选登 

   新鲜出炉的优秀护理学术论文又跟大家见面啦！本期优秀论文的作者们来自

外科和手术室，5 篇文章贴近临床、内容详实、结构清晰、视角新颖，内容涵盖

专科护理、护理新技术新业务等方面，以摘要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科研成

果。今后，协和护理之音专科加油站将继续为全院护理同仁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

发展的平台，为提高我院护理科研水平起到良好的促进、激励作用。 

以下为选登优秀护理学术论文列表： 

序

号 

杂志 

名称 
文章题目 

发表日

期 
卷 期 

第一 

作者 

第一作者 

所在病房 

通讯 

作者 

1 

中国护

理管理 

手术室护士对感染手术终末消毒知

识、态度、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2019/1/

15 

19 1 张晓晴 

外科楼 

手术室 

徐梅 

2 

中国护

理管理 

行动研究法在血友病患者膝关节置

换术后功能锻炼策略制定中的应用 

2019/1/

15 

19 1 佟冰渡 骨科一病房 高娜 

3 

中国护

理管理 

外科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护理现状

调查与分析 

2019/3/

15 

19 3 王晓杰 

乳腺外科 

病房 

马玉芬 

4 

中国护

理管理 

加压冷疗对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关

节肿胀及炎症反应的有效性研究 

2019/4/

15 

19 4 佟冰渡 骨科一病房 高娜 

5 

中国护

理管理 

血友病性骨关节患者关节置换术围

术期管理策略的应用效果研究 

2019/4/

15 

19 4 高娜 骨科三病房 马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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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护士对感染手术终末消毒知识、态度、行

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晓晴  王英丽  徐梅* 

目的:调查手术室护士对感染手术终末消毒的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并分析其影

响因素。 

方法：以 2018 年 7 月在北京参加中华护理学会手术室专科护士培训班的 122 名

手术室护士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对感染手术终末消毒的知识、态度、行为及影

响因素。 

结果：手术室护士感染手术终末消毒知识均分为（0.56±0.17）分，其中消毒剂作

用效果及使用浓度部分得分最高，为（0.81±0.25）分，清洁消毒得分最低，为

（0.36±0.14）分；态度和行为均分分别为（4.19±0.92）分、（4.17±0.78）分；84.43%

的护士认为终末消毒对预防交叉感染非常重要；83.61%的护士愿意参加感染手术

终末消毒知识培训；手术室护士感染手术终末消毒知识的影响因素为工作年限、

知识培训次数；态度的影响因素为知识培训次数；行为的影响因素为领导重视程

度。 

结论：本组手术室护士感染手术终末消毒知识得分处于中等水平，态度积极，但

行为实践能力低，建议护士长根据护士的不同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感染手术终

末消毒知识培训并加强培训的频次，同时加强管理。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operating room nurses on terminal disinfection of infected operation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122 operating room nurses who attended the 

operating room specialist nurses training class of the Chinese Nursing Association in 

Beijing in July 2018. A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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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rminal disinfection of infected operation.  

Results: The scores of terminal disinfection knowledge of infection in operating room 

nurses was (0.56±0.17), among which the score of disinfectant effect and application 

concentration was the highest (0.81±0.25), and the score of cleaning disinfection was 

the lowest (0.36±0.14). The mean score of attitude and behavior were (4.19±0.92) and 

(4.17±0.78), 84.43% of the nurses thought terminal disinfection was very important to 

prevent cross infection; 83.61%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g on terminal 

disinfection of infected operat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perating room nurses' 

knowledge of terminal disinfection of infected operation were: working years, number 

of knowledge train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ttitude is the number of knowledge 

train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ehavior is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paid by leaders. 

Conclusion: The knowledge score of terminal disinfection of infected operation in 

the operating room nurses is at medium level. The operating room nurses have 

positive attitude, while the level of practical ability is low. Head nurses should give 

knowledge training an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frequenc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urses, as well as strengthen management to develop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advantages of the operating room nurses. 

 

 

 

 

 

 

 

 

 

 

 

 《望》 手术室 王一亦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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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研究法在形成血友病患者膝关节置换术后 

功能锻炼策略制定中的应用 

佟冰渡 张纳 周嘉莉 马玉芬 李杨 翁习生 边焱焱 王书杰 陈丽霞 高娜* 

目的:构建血友病患者膝关节置换术后功能锻炼策略，以期减少出血发生率和改

善膝关节活动度，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以行动研究法为理论框架，综合应用文献研究、专家会议等方法收集分析

资料。便利选取2015年～2017年收治的132例血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出血

发生率和膝关节活动度对行动研究的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通过第1个阶段CPM辅助锻炼法的优化，出血发生率明显下降、膝关节活动

度明显增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第2个阶段三期主动运动

法的构建，膝关节活动度明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行动研究法是解决多学科合作、复杂问题的有效方法，基于行动研究法形

成血友病患者膝关节置换术后功能锻炼策略，适用于临床实践，以提高护理质量。 

Objective:To form the rehabilit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decrease bleeding and 

improve range of motion（ROM） in hemophilia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Methods:Taking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as the framework,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expert meeting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82 

hemophilia patients of 2016 and 2017 were selected. The results of the action research 

were compared by using the incidence of bleeding and the ROM.  

Results: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optimization of CPM program, the incidence of 

bleeding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ROM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

0.05).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3 phases active exercise, the ROM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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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Action research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solve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complex problems. Based on action research, rehabilitation strategy 

for hemophilia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KA are formed, which are more applicable 

to clinical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外科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护理现状 

的调查与分析 

王晓杰 陈亚萍 徐园  邓海波 佟冰渡 陆欣欣 丁炎明 汪晖 李卡 石丽 马玉芬 

目的：通过调查分析外科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护理的现状。 

方法：采用自行设计问卷，通过中华护理学会外科护理学术研讨会进行问卷调查，

2017 年对不同省市 23 家三级甲等医院的 2285 名外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外科护理人员静脉血栓栓塞症相关知识培训不足，培训率仅为 60.61%，

护士与护师职称的护理人员仍是培训的重点。接受调查外科护理人员的静脉血栓

栓塞症预防规范流程使用率可高达 90.4%，骨科与普外科的处于领先地位，与重

症医学科、神经外科比较，P<0.0024，具有统计学意义。接受调查外科护理人员

的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评估工作落实不到位，风险评估表使用率仅为 83.2%，患

者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术中及出院前三个关键时刻，风险评估率最高仅为 47.0%。

静脉血栓栓塞症基本预防措施使用率低。研究结果提示外科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

护理现状有待进一步提高。 

结论：建议有关部门制定不同科室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标准和流程，并制定相应

的质控标准确保临床工作落实。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ventive nursing care of surgical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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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2285 surgical nurses 

from 23 tertiary hospital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2017.  

Results: Surgical nurses were poorly trained in the nursing care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nd only 60.61% of them were trained on this topic. Those with 

the professional titles of nurses and nursing staff were the key training group. Totally 

90.4% of the surveyed nurses cared the pati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surgical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 higher 

proportion of nurses followed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in orthopedics and general 

surgical department compared with those in ICU, neurosurgery（P<0.0024）. The risk 

assessment of surgical venous thromboembolism was not enough, and the use rate of 

the risk assessment form is only 83.2%. The highest risk assessment rate is only 

47.0% when the patients was transferred to ICU, in operation and before discharge. 

The rate of basic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s low.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eventive nursing care of surgical venous thromboembolism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o develop the prevention measure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to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inical work. 

 《伦敦眼的夜晚》保健医疗部 杨静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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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冷疗对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 

肿胀及炎症反应的有效性研究 

佟冰渡  陈亚萍  马玉芬  高娜* 

目的:探讨加压冷疗对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肿胀及炎症反应的效果及安全性，为

临床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将入选的 100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实验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实验组术后返病室即刻使用加压冷疗 3h，术

后 1～7 d 每天上午 9 点至 10 点、下午 3 点至 4 点各使用加压冷疗 1 h。对照组

在相同的时间使用无疗效的加压冷疗。分别统计两组患者加压冷疗有效性（髌骨

周径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安全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及冻伤）的情况。 

结果:实验组患者术后第 1 d及第 4 d患肢髌骨周径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明显小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住院期间下肢深静脉血栓发

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加压冷疗组患者无冻伤病例。 

结论:加压冷疗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无创治疗，可有效减轻膝关节置换术后早

期肿胀及炎症反应，利于患者术后加速康复。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Cryo/Cuff on swelling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safety fo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patients and provide basis for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was used to divide 100 patients 

into 50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5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ryo/Cuff was immediately used for 3 h after surgery, and for 1 h 

from POD1 to POD7 every morning and afternoon. In the control group, sham 

Cryo/Cuff was us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welling,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deep vein thrombosis (DV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Frostbite was calculat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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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友病性骨关节病患者关节置换术 

围术期管理策略的应用效果研究 
 

Results:Knee girth and NEUT%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on POD1 and POD4(P＜0.05). The comparison of DV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No frostbite occurr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nclusion:As an effective and safe treatment, Cryo/Cuff can effectively reduce 

swelling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fo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patien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early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高娜 佟冰渡 张燕 张纳 姜英 李文利 马玉芬 

目的：关注血友病性骨关节病患者围术期护理问题，通过安全管理及康复管理，

有效保障患者安全，改善关节功能。 

方法：便利选取 2013 年至 2016 年因血友病性骨关节病住院行膝关节置换术患者

152 例。2015 年至 2016 年患者为实验组，2013 年至 2014 年患者为对照组。实

验组从安全管理（精准完成预实验、形成手术室接患者流程、预防出血）及康复

管理（个性化功能锻炼）对患者进行管理；对照组参考常规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护

理常规对患者进行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出血发生率、HSS 评分及膝关节活动度。 

结果：实验组患者术后出血发生率（5.00%）明显低于对照组（15.07%），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 HSS 评分（88.84±9.89）明显高于对

照组（82.17±8.5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膝关节活动

度（90.93±6.21）明显高于对照组（77.99±9.7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对血友病性骨关节病患者进行安全管理及康复管理，可保障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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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出血发生率，显著改善患者膝关节功能，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Objectiv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erioperativ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hemophiliac 

osteoarthrosis, and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joint 

function through safety manag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to facilitate the selection of 152 patients hospitalized for hemophilic 

osteoarthrosis from 2013 to 2016 for knee replacement. Patients we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rom 2015 to 2016 and the control group from 2013 to 2014.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anaged the pati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safety management 

(precise completion of pre-experiment, formation of operating room patient receiving 

process, prevention of bleeding) and rehabilitation management (individualized 

functional exercis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nursing care from patients with 

conventional knee arthroplasty. The bleeding incidence, HSS score and knee rang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bleed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5.00%)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5.07%),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HSS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88.84 + 9.8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2.17 + 8.58),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he knee joint activ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90.93 + 6.2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7.99 + 9.71),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the safety manag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management of hemophiliac 

osteoarthrosis patients can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bleeding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knee function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生机》 保健医疗部 刘晓萱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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