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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在悠扬熟悉的

旋律中，祖国的 70 华诞也如期而至。 

 

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作为平台科室，为更好的迎接祖国华诞，为更稳妥的给人民安全保驾

护航，在祖国成立的 70 周年前夕，手术室全体护理人员在总护士长的带领下，开展了一系列

的准备工作。东西两院区手术室人员分工合作，逐个手术间检查手术用物是否齐全，并进行全

范围无死角的清理擦拭工作；逐一检查手术室内各种仪器设备，确保所有手术仪器均处在完好

备用状态，重点检视精密仪器，如显微镜等；全面检修手术器械，对精细手术器械进行养护，

保证手术器械正常使用；精简辅助用物，确认手术室逃生通道、防火门等应急通道畅通。 

在紧张高效的完善了各项准备工作后，参与值班的 30 余位手术室护士各自留在东西两院

坚守岗位，她们怀揣着激动与喜悦的心情迎接祖国华诞。为了让 30 余位护理人员更好的坚守

岗位，完成国庆期间值班任务。手术室护士长们为值班人员准备了多种蔬果保证营养需求，单

独增设值班床位解决护理人员休息问题，增设每日的值班人员减轻值班压力。多项措施保证值

班期间护理人员安全、舒适的完成工作，无处不体现着“待同事如家人”的人文关怀，无不体现

着各位领导对大家的关爱。 

手术室护理工作任重道远，祖国 70 华诞之后，全体手术室人员将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更

加过硬的能力水平，不断提升手术室护理质量，高质高效配合手术完成，发挥平台科室的重要

作用，为健康中国助力！   

□手术室 张馨戈 供稿 

“我和我的祖国” 

10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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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秋高气爽。10月 16日至 17日，“北京协和医院第二届信息化手术室的构建与

实践应用学习班”成功举办。本次学习班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信息处、手术室、

消毒供应中心及相关信息领域的领导、专家，丰富的授课安排、精彩的课程内容、新颖的互动

环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手术室及信息处等有关部门的医护同仁参加，学员范围覆盖全国所

有省级行政区，反响热烈。 

 

2019年 10 月 18日至 20日，由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主办的“现代医院手术室精细化管理

与创新学习班”在北京召开。本次学习班特别邀请来自医院管理、手术室管理及相关领域的知

名专家学者前来授课，吸引了全国各地 200余名医护人员前来学习交流，紧凑合理的课程安排、

精彩绝伦的讲授环节引得全体学员目不转睛的学习，现场座无虚席。 

 

对于协和手术室举办的这两个学习班，学员们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认可，也留下了宝贵的建

议，大家表示在协和手术室搭建的这个交流平台上，能够拓宽视野、收获新知，合理运用信息

化、精细化管理知识，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的护理。也期待护理同仁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更紧

密的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推进护理行业发展，一同创建更美好的未来。 

□手术室 供稿 

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十月学习班圆满落幕 
 

10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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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 月 16日，西单院区举办了中英文护理授课大赛，以期帮助护士提高临床教学

技能，并从中选拔优秀选手参加全院授课大赛。大赛由张红梅执行总护士长主持，评委由整形

科王晓军主任、放射科薛华丹主任、护理部史冬雷督导等专家共同组成。 

西单院区仅 8个护理单元，有 17名护士踊跃报名参加，授课内容丰富多彩，题材涉猎广

泛，包括肿瘤免疫治疗的护理、儿童龋齿的护理、乳腺癌术后功能锻炼、血栓的预防等。17

名选手中，中文授课选手 13 名，英文授课选手 4 名，涵盖了从新护士到高年资护士的所有层

级。 

经过激烈角逐，推选出整形美容外科马雪静《超前镇痛在整形美容外科治疗中的应用》、

乳腺外科李叶婷《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功能锻炼》、乳腺外科马佳《Prevention of DVT Via Ankle 

pump Movement》、西国疗综合外科何悦《Orthodontics clinic: Breathing matters》四名选手参加

10 月 24 日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一届中文临床护理教学授课大赛暨第九届英文临床护理教学授课

大赛，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绩，英文一等奖 1 名、优秀奖 1 名，中文三等奖 1 名，优秀奖 1

名。 

授课大赛的举行不仅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教学能力，也进一步敦促各层级护士在保证高

质量完成临床工作的同时，需明确职业发展目标中临床教学亦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对我院护理

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国疗综二病房 何悦 供稿 

10月 

16 
西单院区中英文护理授课大赛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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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4 日下午，护理部在教学楼三层远程医学中心成功举办了北京协和医院第

十一届中文暨第九届英文临床护理教学授课大赛。本次大赛由护理部霍晓鹏副主任主持，北京

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刘华平教授、邹海欧教授，北京协和医院教育处罗林枝常务副处长、刘继

海副处长、外科党总支书记张晓静教授、团委青工部王孜青年医师代表受邀担任本次比赛评委。 

护理部主任吴欣娟出席比赛现场并发表讲话。吴欣娟主任对一年一度的临床护理教学授课

大赛的举办给予了充分肯定。她指出，作为教学医院，临床护理教学能力是衡量护士素质的重

要指标。本次大赛对于激励全院护理人员教学热情，提升护理教学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次大赛全院护士积极参与，经过大科内激烈角逐，最终有 45 位选手进入本次决赛。各

位选手紧密结合专科实践，选题恰当，并综合应用多媒体、教具、板书、典型临床病例视频等

多种教学方法，展示了一场场生动而精彩的授课，充分体现出我院护理人员扎实的教学功底、

新颖的教学理念。今年，护理部中英文授课大赛还首次加入了护理教案的书写环节，将教案评

分与教学演示评分相结合，旨在提升我院护理教师教学基本功。 

 

10月 

24 
护理部成功举办第十一届中文暨第九届 

英文临床护理教学授课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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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束，评委们对选手们的出色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从教师风范与教学特色、教学

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技术四大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指导。最终，肾内科一病房护士李彤昕

和国际医疗部综合二病房何悦分别荣获中英文授课大赛一等奖。护理部吴欣娟主任、北京协和

医学院护理学院刘华平教授及评委们为获奖选手颁发了荣誉证书。 

授课大赛作为护理部的一项品牌活动，已举办了十一届，为临床护士提供了一个展现教学

风采、分享交流教学经验的平台。每年有大批优秀的青年护理教师在此平台上脱颖而出，获奖

代表在医院、医科院系统以及北京乃至全国高校青年教师的授课比赛中斩获佳绩，展现了协和

护士的风采。 

作为临床教学医院，我院每年都承担 400 余名实习护士、800 余名进修护士、以及来自全

国的 600 余名专科护士学员的临床教学工作，同时开展本院不同层次护理人员的继续教育，教

学质量是医院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护理部将继续扎实做好此项工作，

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推动我院临床护理教学水

平不断提升，为协和培育更多优秀的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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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文暨第九届英文临床护理教学授课大赛获奖名单 

名

次 
奖项 

参赛

类型 
参赛题目 

选手姓

名 
片区 

1 一等奖 英文 Orthodontics clinic: Breathing matters 何悦 西院 

2 二等奖 英文 Voice Killer：Vocal Cord Paralysis 王梦瑶 国际 

3 二等奖 英文 Application of aromatherapy in nursing practice 陈建飞 内科 

4 二等奖 英文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upper limb trauma bleeding  王吉珂 外科 

5 三等奖 英文 BE FAST in recognizing stroke 郭金 五官 

6 三等奖 英文 The blood and infusion warmer 陈雅琪 手术室 

7 三等奖 英文 Prescribe the Patient A Dose of VR 王璐瑶 保健 

8 三等奖 英文 Care for alcoholic liver patients 刘双娇 内科 

9 三等奖 英文 Measure Leg Circumference 田雪 外科 

10 三等奖 英文 Diabetes and fruits 李芳芳 内科 

1 一等奖 中文 动静脉内瘘术后功能锻炼 李彤昕 内科 

2 二等奖 中文 POEM——贲门失弛缓症的内镜治疗 张悦 国际 

3 二等奖 中文 心肺复苏后的亚低温治疗 黄宁 急诊 

4 二等奖 中文 不要帕冻，要行动 吴晓艳 五官 

5 三等奖 中文 经颅多普勒超声发泡试验——让隐源性卒中浮出水面 王俊君 五官 

6 三等奖 中文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功能锻炼 李叶婷 西院 

7 三等奖 中文 声门下吸引的前世今生 熊婉嫆 保健 

8 三等奖 中文 超声刀的使用 郑一 手术室 

9 三等奖 中文 
小荷要露尖尖角——思维导图引导学习包茎的并发症及

治疗 
彭婧超 外科 

10 三等奖 中文 胸腔闭式引流管的妥善固定 茹新恒 保健 

 

 

□护理部 潘新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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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六大体系”建设，紧密围绕人才培养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医

院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2019 年 10 月 30 日，护理部在教学楼 3 层阶梯教室举办“2019 年度护

理科研项目开题评审会”。护理部高度重视本次评审会，吴欣娟主任、赵艳伟督导、史冬雷督

导、徐梅督导和薄海欣督导参与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护理部徐梅督导主持，邀请北京协和医学

院护理学院绳宇教授、郭爱敏教授、李杨教授，科研处朱朝晖副处长、外科学系张晓静书记，

妇产科学系孙红书记，门诊办马玉芬副主任、科研处刘绍金老师等担任评委。项目申报人、护

理科研小组成员及各科室临床护理科研骨干共 120 余人参加本次评审会。 

会上，26 位汇报人以 PPT 形式，从选题背景、研究理论依据及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

技术路线、研究计划、经费使用及研究创新性等方面逐一进行汇报。评委老师对大家的选题深

度、研究意义以及科研思路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针对每一个申报项目存在的实际问题，从选

题范围、研究对象选择、相关因素分析、可行性分析、样本量、伦理、经费使用等方面给予详

细的指导与点评，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会场充满浓厚的学术氛围。最后，吴

欣娟主任对此次护理科研项目开题评审会的重要性和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表示护理部将

一如既往的支持医院科研工作，鼓励护理科研创新，进一步提升护理科研质量，实现医院护理

科研的新突破。 

此次护理科研项目开题评审会的成功举办，增强了护理人员科研意识和参与科研的信心，

为推进医院护理科研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夯实基础。 

 

□护理部 王思瑶 供稿  

10月 

30 护理部成功举办 2019年度 

护理科研项目开题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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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指派，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和手术室承担的赴非洲纳米比亚“光明行”活动

从 2019 年 11 月 1 日正式开展工作，眼科病房谢丹和手术室王菲、王一亦共三名护士参加了此

项活动。三名护士协助医生共接诊门诊病人 300 余例，完成各类白内障手术 245 例，玻璃体视

网膜手术 3 例。这是我院医疗队自 2014 年以来第六次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委派执行援

外“光明行”任务，第二次赴非洲纳米比亚开展“光明行”活动。 

医院各部门十分重视此次活动，医务处、人事处、宣传处、护理部、五官总支、手术室等

为使此次活动顺利进行，协助相关人员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筹备工作。各部门领导特意为医疗队

人员安排了欢送仪式，表示给医疗队员强有力、全方位的支持。护理部吴欣娟主任再三叮嘱全

体医疗队员注意安全，期待队员圆满完成任务。 

 

 

 

 

11月 

 中国-纳米比亚“光明行”活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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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8 日在孙春兰副总理见证下，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与纳米比亚卫生部长签署

物资捐赠证书，中国政府向纳捐赠价值 30 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和用品。双方领导参加了揭眼罩

活动，见证了北京协和医院和温得和克中心医院的首次中纳远程视频会诊。当天下午，医疗团

队和纳方眼科医生开展了学术活动，受到当地医务人员的欢迎。谢丹主管护师代表护理团队做

了眼科护理创新的主题演讲，演讲内容是关于眼科术后患者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保持正确的头

低位姿势。她介绍了眼科护理团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患者头低位姿势的数据资料进行科学

统计，进而设计出辅助头低位姿势装置，作出可视化及数据化的创新，并申请专利，以为更多

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展现了协和眼科护理团队的风采。 

 

在纳米比亚工作中存在各种各

样的困难，很多患者语言不通，18%

的 HIV 感染率、闷热的环境、极差的

卫生条件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停

电……尽管困难重重，三名护理队员

尽心尽力，配合整个医疗团队用高标

准、严要求、以精准的护理技术，短

短 3 周时间，使 300 多名患者重见光

明，圆满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当地民

众和媒体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誉。此

次“光明行”活动是中纳友好的又一

例证，将促进两国民意相融，深化中

纳友好、实现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

□眼科病房 谢丹 供稿 

 

 

 



      
 

 

 
 

13 

要闻回顾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孔融让梨到程门立雪，许多名

人志士以礼待人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广泛传诵。 

护士礼仪是一种职业礼仪，是护理工作者在进行医疗护理工作和健康服务过程中所遵循的

行为标准，是护理人员素质、修养、行为、气质的综合反映，也是护理人员职业道德的具体表

现。 

2019 年 11 月 12 日，护理部邀请中国

南航航空北京分公司在职教员王云老师为

全院护士进行“协礼同行”礼仪培训。王云老

师从仪容仪表、仪态礼仪、语言礼仪三部

分为全院护士讲解了国际标准礼仪。 

护士优雅的妆容，端正的态度，礼貌

的言语，文雅的举止和规范的行为能够给

人一种美感，赢得患者和同行的尊重和信

任，同时还可以无声地营造舒适的医疗护

理环境，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本次培训中，我院护士学习到了良好

的礼仪行为规范，今后，护理部仍会大力

开展护士素质培训，提升我院护理团队的

整体形象，努力打造精良的协和护理品牌，

人人争做最有“协和范儿”的护士！ 

 

 

 

 

□护理部 潘新伟 供稿 

 

  

11月 

12 护理部举办“协礼同行”礼仪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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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26 日，

我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作为中华护理

学会首届呼吸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圆满完

成呼吸专科护士临床实践的培训任务。 

在我院护理部及科室护士长的鼎力

支持下，呼吸危重症医学科以丰富多彩的

带教形式帮助中华护理学会首届呼吸专

科护士学员们完成了临床培训的学习任

务。近一个月的培训内容充实、节奏紧凑，

包括专业知识授课、小讲课培训比赛、呼吸专科临床操作技能培训及考核，此外针对专科护士

较高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热情，教学老师还以工作坊的形式开展了人工气道固定及俯卧位通气的

培训，让学员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呼吸专业技术，提高护理操作水平和专业素养，得到学员们的

热情回应，在实践结束、集中反馈时，每位学员都表达了对我院的感激及不舍，纷纷表示回到

各自的工作岗位后将以专科护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促进呼吸与危重症护理专业的发展。 

 

 

 

 

 

 

 

 

 

 

 

 

 

 

 

□呼吸内科一病房 林素媛 供稿 

11月 

12 
中华护理学会首届 

呼吸专科护士培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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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可影响全身各个脏器和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仅次于肿瘤的人类健康第二杀手。对

于绝大多数患者而言，糖尿病是可防可控的疾病，因此联

合国将每年的 11 月 14 日设定为联合国糖尿病日，促使各

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强对糖尿病的防控，最大程度地降低

糖尿病的危害。 

2019 年联合国糖尿病日的主题“家庭与糖尿病”，

意为以家庭和个人健康为中心，以健康生活方式和定

期检测为重点，提倡知晓个人及家庭成员血糖水平，

呼吁全社会共同行动，防控糖尿病。 

为了响应联合国加强对糖尿病防控的倡导，深化

以病人和家属为中心的优质护理服务理念，国际医疗

部一段五病房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上午开展了主题

为“全家齐行动，控制糖尿病”的关爱患者活动，此

次活动特别邀请患者及家属共同参与，旨在提高糖

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最大程度地降低糖尿病

的危害。 

此次活动围绕着“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识别、

处理及预防”展开话题，向患者及家属讲述了低血

糖的危害、临床表现、常见诱因、正确处理及预防

措施，结合着患者的亲身感受现场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由我科的糖尿病专科护士引导患者及家属选择快速升糖的含糖食物，大家积极思考，踊跃

发言，在愉快而热烈的互动中加深了对于低血糖的认识。活动结束后，患者及家属纷纷表示在

此次活动中获益匪浅，增强了控制血糖、展开美好生活的信心。 

□一段五 赵琳 李宾宾 供稿 

11月 

14 
全家齐行动 控制糖尿病 

关爱患者系列活动之世界糖尿病日科普宣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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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耳鼻喉科医护一行十人，

来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此行主要目的是看望听力残障儿童。经耳蜗

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有大量的耳聋患儿

常年得不到规律的治疗和康复。于是，我们

为这里的耳聋患儿带来了硅霜和玩具，希望

在新年到来前，为他们带去温暖。 

在耳鼻喉科工作的我们，见过很多耳聋

患儿，可以说，在北京市残联越来越健全的福利政策下，在越来越多明星和慈善人士加入到资

助行列的情况下，已经鲜少有患儿得不到及时救治。但经过我们的了解，位于房山区这所残疾

儿童康复中心收治的全部为非京籍户口残疾儿童以及事实孤儿，大部分儿童无法享受北京优惠

福利待遇，且仅有个别儿童可以负担康复学费，整个残障中心的运营全部依靠社会捐赠和老院

长个人积蓄。整个参观过程中，我们不像是参观者，而更像是这里的员工，为老院长出谋划策，

讨论如何帮助残障中心走出目前的困境。 

 

 

 

 

 

 

 

 

 

 

 

 

 

 

 

 

□耳鼻喉科 吴海彤 供稿  

只为你听到—— 

记耳鼻喉科残障中心探访之旅 

 11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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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5 日，今天是圣诞节，到处洋溢着过节

的浓郁气氛，国际医疗部青年学习小组也在这一天做了一

件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参观北京协和医院院史馆和

病历展。 

青年学习小组的成员们个个饱含敬畏之心，依次参观了讲述协和近百年发展历程的四个

展厅，以时间为序，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概括性地讲述了协和的风雨百年。 

第一展厅主题为“协和诞生，铸就典范”，讲述了从协和诞生到解放前“老协和”的历史。

从这个医学圣殿和大师摇篮里培育出了一代代协和人，以精益求精的高超技艺和匡时济世的博

大胸怀，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第二展厅主题为“栉风沐雨，坚韧前行”，讲述了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协和后到改革开放之

前的历史。虽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几番辛苦遭逢，协和人始终坚守信念，坚韧前行。 

第三展厅主题为“继往开来，追求卓越”，讲述了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年来协和取得的各

项重要成就。改革开放为协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几代协和人不懈努力、多学科协作，

结出累累硕果。协和人以忠于科学的职业情操、忠于人民的奉献精神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进程中，勇攀医学事业新高峰。 

第四展厅主题为“传承历史，迈向未来”，展出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协和的亲切关怀，

协和培养的院士及一级教授，系统梳理了协和 90 余年的历史沿革、学科发展脉络，表达了协

和人对未来的畅想。 

参观完院史馆，小组成员们来到了一层病历展，这里展示了从协和建院时的手写英文病

历到如今的电子病历、从院士的病历到普通医生的病历、从临床病历到辅诊病历，病历

中每一个字、每一张图、每一段话均体现出协和人的认真和严谨。病历中对疾病的发生、

发展分析深刻到位，逻辑编排井然有序，并附有图文解析，对诊断提供充分的依据，能

完全、准确地展现病情的整个过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学习和借鉴。  

作为新一代协和人，我们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创新、砥砺前行。  

□国际九层病房 杨璐 供稿

12月 

25 回顾历史，砥砺前行 

 

http://baike.chinaso.com/wiki/doc-innerlink-%25E6%2594%25B9%25E9%259D%25A9%25E5%25BC%2580%25E6%2594%25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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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故事 

 匠人精神 

□消供 王雯 供稿 

前些天和一位相识不久的进修老师聊天，她语气颇为无奈地同我讲：“消毒供应专业的护

士可是不好干，又累挣得又少。连医院里的同行们都不是特别了解咱们的工作，更何况是患者？

病治好了也只会感谢临床的医护人员，实在是难以体现自己的专业价值……” 

我听后不禁陷入思考：如果护士的专业价值仅仅体现为患者的一封感谢信或者是所属科室

的经济效益的话，那消毒供应中心的确算不上是个热门科室。但若论起 CSSD 的日常工作与患

者健康之间的联系，我便不能认同那位老师否定自我专业价值的观点了。 

试想一位来协和就诊的患者，有可能只是在门诊做个检查，也可能需要进行手术，亦或被

收入病房进行下一步的治疗等等。但无论他是在医院内哪个科室治疗、采用何种治疗手段，都

可能会用到由消毒供应中心所提供的各类五花八门的物品，与 CSSD 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虽

然他被推上手术台时不会知道我们的付出，但当一把灭菌合格的手术器械划开患者体腔的瞬间，

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是保证他生命安全的一块盾牌！夸张吗？一点都不。您知道吗：协和

医院CSSD日均处理器械 7万余件，如此大的工作量，质量如何才能有保证呢？答案就在后面。 

去年有一天，在发放区工作的灭菌员把刚刚从灭菌器舱门内卸载出的敷料包放到储存架上

时，双手托起的瞬间便感觉到这个包的份量似乎比平时略重了些。虽然差别不大，但凭借过硬

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的工作经验，他立刻想到了一种可能：坏了！是湿包！    

   “湿包”是指敷料包在灭菌后的重量比灭菌前高出 3%，此种现象称之为湿包现象。湿包的危

害极大，能破坏无菌物品包装的防护屏障、帮助微生物滋长，继而可能会造成医院感染的爆发。

湿包的原因比较复杂，如：不正确的装载方式和灭菌器故障等等原因都可能引发。 

停止器械发放后，灭菌员读取了灭菌器运行时的物理参数，最终排查出原来是机器在干燥

程序温度出现异常才导致的湿包！他立即向护士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出于对患者、对临床科室

负责的态度，护士长当即派人迅速召回了当天由这台灭菌器处理过的所有无菌物品，同时停用

了该台灭菌器，并快速联系厂家维修，争取将所有相关环节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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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知道由 CSSD 提供的各种消毒灭菌物品将直接应用于人体，所以在协和消毒供应中

心，上到总护士长下到岗位工人，每一个人都将工作质量奉若神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说到

底，这可是一份关系到每位来协和就诊患者健康安全的工作啊！但人心可聚，机械难保。何况

目前 CSSD 拥有的仪器设备种类繁杂，且几乎每天都在高速不停的运转着：回收去污、清洗消

毒、组配包装、灭菌发放，每个环节都是现代化管理，拥有最先进的设备。但凡是机械就会有

发生损坏故障的可能，但最终还得

靠人来把关。我们协和 CSSD 具有

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消毒员，能够凭

借自己的一双手，可以察觉工作中

的隐患，迅速找出高压灭菌器的故

障，这种对工作执着，精益求精的

态度，是百年协和匠人精神所在。 

这件事后，护士长在科会做总

结分析时特别强调说：“我们协和 CSSD 的老消毒员能仅凭自己的双手一掂，就发现多出来的

那 3％的水份，并迅速排查出安全隐患，这样的工作经验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够积累的。需要用

心、需要时间方能成就。正所谓，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方可体现出一种严谨的匠人精神！” 

其实，像这样的老师在协和 CSSD 还有许多。我自己就曾在刚到包装岗位工作时由于业务

不熟，误将需要双层包装的手术器械只包上一层就递到了灭菌员的手里，请他装载灭菌，但老

师上手一摸就云淡风轻的对我说：“姑娘，你少包了一层……”我打开一看，果不其然！  

或许，在不了解 CSSD 工作的人

们眼中，这里都是些默默无闻、平平

无奇的小人物。可当你走近观察就会

发现：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只要心怀工匠精神，潜心立足本职，

踏实肯干，无论何人在任何领域皆可

成就自我、造福他人。在了解北京协

和医院 CSSD 的人看来，这里是个有

故事、有温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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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护理事业 

□保健医疗部 吴建枫 

我的父亲是一名放射科医生,从小我就经常到爸爸的医院里看他如何给病人拍片子,看那些

穿着白色护士服的阿姨们如何照顾病人,如何给病人打针输液,如何缓解他们的病痛。她们的一

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以致后来的我也成为了她们中的一员。 

“工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我深知肩上的责任和重任，天使不好当，都说护理工作又苦

又累，这话不假，但是也会带来很多快乐和成就，只有你亲身投入其中才会深有体会。看见那

一个一个被病痛折磨的身影，看见那一双双无助的双眼，我明白了护士的价值和“天使”背后的

无私奉献。当给病人穿刺一针见血时，我是快乐的；当病人被粘痰阻塞呼吸道，为其疏通时，

我心里是舒畅的；当看到自己护理的病人康复出院时，我是欣慰的。 

在工作的这些年里，我也体会到了作为一名护士的心酸。当病人不理解时，我也会伤心落

泪；工作操作失误时，我也会懊恼不已；正值花季的我也爱美丽，喜欢靓丽的发卡，爱好那晶

莹剔透的首饰，但是为了遵守护士礼仪规范，为了自身防护，为了更好的为病人服务，不得不

将秀发高高盘起，将首饰藏于闺中，留于欣赏。 

这就是我的护理工作，忙忙碌碌，勤勤恳恳，提升自己,体现自我价值。我热爱这份工作，

把它当成我终生的事业，因为： 

护士是一片云，白衣素雅，行无所息。 

护士是一条小溪，清彻明艳，脚步叮咚。 

护士是一叶轻舟，不辞飘荡，载人进入安全的港湾。  

护士是一座小桥，清浊两边，渡人走出无边的病噩。  

护士是一件衣裳，轻披在肩，体贴温存。  

护士是一只海燕，大海茫茫，风声阵阵，振翅昂扬，同险恶的环境拼搏。  

护士是一只白鸽，阳光下，树林中，衔来绿色的橄榄枝，拂去仇恨与伤痛。  

做护士有辛苦，无奈，危险。然而为什么做得无怨无悔，为什么做得有如天使？在一个鸟

语花香的清晨，当一束阳光透过病房的窗子照到脸上,这时，或是一个满面欢色的孩童，或是

一个神清气爽的老者，或是一个刚刚生过孩子的母亲，抬起头，突然报以灿然一笑：“今天出

院了，谢谢你!”谁能抵得住这让人幸福欢愉的一笑，谁能否认这是一种最崇高的情感，做护士，

有这一个理由就已足够，那就是——患者的笑。 

我就是一名护士，这就是我热爱的护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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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梦 

□国际一病房 王彭 

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一个英雄的梦，为人们除去痛苦，带来快乐，我也不例外。小时候

的我时常想象着自己长大后的样子，可能是一名人民警察，匡扶正义，为民除恶，亦或是一名

科学家，发明创造，改变生活。最后，我成了一名护士，这似乎与我的英雄梦背道而驰，没有

机会扫黑除恶，更没有机会去改变人们的生活，只是普普通通的工作，简简单单的生活而已。 

真正让我明白还可以继续梦想的，是一位老奶奶，她让我的生活不再普通，也让我有了继

续下去的理由。 

第一次见这位老奶奶，就觉得她与众不同。最吸引我的是奶奶的头发，她将它们向后梳成

一个发髻，每一根都井井有条，没有杂乱出来的头发，好像抹了油似的。虽然岁月让奶奶的发

量变少，颜色变灰，但从发型中散发出来的大家闺秀的气质却愈发浓厚了。 

那是奶奶术后的第一天，床旁交接班时，我看到了奶奶的头发因为手术后没有整理而散乱

着，脸上写满了疲惫与虚弱。当我们和她打招呼时，奶奶艰难地向我们挤出了一个微笑，那一

笑，扫清了我早晨的懒散。不知为何，奶奶总能给我一种力量，如同午睡醒来突然看到的那一

缕明媚的阳光。 

 

□《绚烂水彩》 内科 余昆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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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医嘱，我们需要协助奶奶下床活动。奶奶的身体本就瘦弱，虽然提前用了止痛药，但

还是会因为手术伤口而疼痛，这也使奶奶下床变得更加艰难。为了防止奶奶造成体位性低血压，

我先扶着奶奶在床边坐了一会。我一手扶着她的背，她轻拉着我的另一只手，以求更加安全。

虽然奶奶嘴上说不疼，可以继续，但是我能感觉到它的手在微微颤抖。我问奶奶是否需要躺回

去休息，奶奶摇了摇头：“再坐一会吧，就这么坐着”。我没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扶着，奶奶 

眼睑微垂，无神地看着地面。那一刻的病房格外安静，只能听到空调轻轻的运作声，我尽量压

低自己的呼吸声，怕打破这一份宁静。接下来，奶奶说出了让我铭记在心，甚至改变了我之前

想法的一句话： 

“没有你，我今天不敢下床。” 

因为虚弱的原因，那天奶奶没有下床成功。之后的两天，我在家休息也没有看到奶奶。等

到我再次上班，已经是奶奶出院那天了。奶奶提前换上了自己的衣服，那是一件有格子暗纹的

灰色老年西装，十分大方得体，配上她整洁的发型，简直就是电视里才有的老奶奶。奶奶轻松

地微笑着看着我们，并向我们做了感谢。我看着现在的奶奶，回想起三天前刚手术后的样子，

感觉做这份工作值了。 

作为一名护士，我可以像女同事那样细心温柔，也可以做到谨慎专业。作为一名男护士，

我可以用我的责任和力量给病人更多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做一个英雄，不一定是要与恶人搏斗，

也不一定要给社会带来多大贡献。有人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你，你就是那个人的英雄。我希望继

续下去，继续为病人带去温暖，继续在病人最痛苦的时候递上坚持下去的力量。 

也许，我做不成人人敬仰的大英雄，大英雄也只是男孩子的梦。作为一个男人，我的梦就

是继续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一名护士，细细想来，做一个平民英雄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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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世，谢谢有你 

□手术室 王辉 

 

在一个岗位工作两年、六年、十年，你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是个有所坚持的人，当我们了解

身边的前辈工作 20 年、30 年……才知道她们才是那个热爱护理事业并有所坚持的人，听过她

们的故事，才更坚定自己所选的路。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 

感谢你，一直都在。” 

谢谢你在工作岗位上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 

 

【工作年限 20+】 

1999 年，我们伟大祖国成立 50 周年。那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那一年，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试验飞船神舟号发射成功。那一年，澳门回归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这 20 年里，我有过犹豫与彷徨，但更多的是坚定的信念：救死扶伤！要问我为什么，因

为再多的彷徨与失落，只要患者一个小小的微笑、同事一次理解的拥抱、家人一盏晚归的夜灯

就能被治愈。”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人生很长。2019，是我工作的第 25 年，现在回想，只怨时光太瘦、

指缝太宽。20 多年前，一台卵巢癌做一天、用上百块的纱布垫子；各种脏器吻合需要医生一

针一线手工缝合；体外循环还没有 ECMO，心外手术护士上台一站都是 24h…年轻时的历练，

工作经验的积累，都为我后来在专科的管理上奠定了基础。到了今天，我可以很自豪的说，一

辈子做好一份职业就是最了不起的事！严谨、求精、勤奋、奉献，这是协和的精神，也是我眼

中手术室前辈们一直实践的精神，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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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限 30+】 

1989 年，北京的春夏之交过得比往常要更快一些。祖国母亲度过了不平凡的 40 岁生日。

20 世纪 80 年代入职的老师，她他们的心里都装着一本《协和手术室变迁史》，她们的眼里不

仅看到过这个时代的变革，还见证过临床手术护理技术的发展。至今，有的已经退休，有的依

旧活跃在临床一线。 

“手术室的工作虽然平凡、劳累，但是给予我的、赋予患者的意义重大。这三十几年的岁月，

如白驹过隙。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我时常感叹，时代发展的太快、社会前进的脚步太快，

当身边很多同学出国、下海，我也迷茫犹豫过是否还要坚守，但是就在那时我经历了一次 24

小时抢救患者的值班，那次经历使我深深感受到一点：没有其他任何行业能像我们这样拥有和

死神赛跑的力量。所以我选择坚定地留在手术室工作，至今没有后悔。在所剩无几的工作时间

里，每一天我都倍感珍惜。此外，支持我留下来的，是我在这里接受到集体的关爱，我衷心祝

愿我们的科室越来越强大。” 

“工作第一年，每天的感觉就是 2 个字——彷徨。因为不会的事情太多，一度怀疑自己是

不是适合这份工作。30 年过去了，往回看看，还是 2 个字——坚持。尤其是感觉身心疲惫的

时候，坚持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比什么都重要……30 年，手术室就像温暖的大家庭，在我最

困难的时候，支持我，帮助我。最后也汇成两个字——感恩。” 

“职业生涯 30 年，弹指一挥间。默默无闻、普普通通，甚至没有一瞬的高光时刻。但是我

无怨无悔，因为每一天我都在努力做好着每一件小事，这就够了。今天，我的职业生涯已进入

晚秋，就让我继续做好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金秋中不可或缺的那片枫叶。” 

“我历经了手术室三十年的巨大变迁，从老楼、内科楼、西院、帅府、到外科楼，看到了手

术室的变化，手术间在不断增加、手术方式在不断改变，想一想还是挺骄傲的。日历在向前翻，

医学在不断进步。从我们科室配合完成第一例搭桥手术、第一例腔镜胆囊切除手术、第一例肾

移植手术、第一例肝移植手术…到 30 年后的现在，腔镜微创手术的普遍实施、机器人辅助手

术的蓬勃兴起等等，这些在当初都是不敢想象的。协和手术室这个大家庭让我感觉非常的温暖，

大家热情友善、互相关爱、彼此信赖、助人为乐，祝愿未来的我们越来越好。”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我们总在不停赶路，寻找着出路，却常常忘记了来时路。今天，

我们是协和手术室的一员。你我同舟共济，在彼此的人生路上共行一程，这是一个美丽的机缘。

从您手中接下那神圣的一棒，将协和人的精神传承下去是我的使命，更是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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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慢慢靠近你 

□免疫内科进修生 袁斗 

 

 

槐花新雨后  

柳影欲秋天 

转眼又是一季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病房 

而你如初见 

我却不再依旧 

 

当我慢慢靠近你 

你不再遥不可及 

仰视着那绿瓦青砖 

从容大气、端庄稳重 

严谨、求精、勤奋、奉献 

熏陶着每一位协和人 

 

当我慢慢靠近你 

被你深深吸引 

教授、病案、图书馆 

百年协和，历史传承 

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当我慢慢靠近你 

我已融入你 

勤、慎、警、护 

一袭白衣 

一顶燕尾帽 

口罩下是那一张张最美的脸 

步伐矫健，精神饱满 

穿梭在每一间病房 

奉献青春芳华 

守望生命花开 

 

你好，协和！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依旧如想象般的模样 

谢谢你让我成长 

 

再见，协和！ 

那么短暂的靠近 

弥足珍贵 

而我将会带着你的光 

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http://www.nipic.com/show/164675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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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和”之“和谐” 

□儿科护理进修生 邓业芹 

  

来协和是我的一个梦想。十年前，在一次培训时老师说我国最早的 ICU 在协和医院，当

时我下决心一定要去协和看看。往后的日子，我渐渐关注并了解协和，知道协和是全国医院中

的航母级单位，也知道协和“三宝”的传奇。 

今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踏上北上的列车，来到协和，开始了进修学习生活。2 天的岗前培训，

老师们个个神采奕奕，干练，这便是帝都护理人留给我良好的第一印象。参观院史馆与病历展，

更是让我震憾，协和的强大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是多少代协和人孜孜不倦地追求与努力的成

果。 

 学习的过程是充实而快乐的。如果有人问我，你心目的协和是什么样子？那便是“和谐”，

协和之和谐。 

 和谐的医院环境。整个医院标识清晰、大气、统一。不管是老楼，还是现代化的外科楼，

庄严中透着医院浓郁的文化与学术气息。把和谐医院的建设理念融入到每个细节。 

 和谐的医患关系。不管是在门诊，还是病房，面对病人时，医护人员“待病人如亲人”，

这是发自内心的职业责任感与担当。早产儿是我们科收治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每一次呼吸、每

一个心跳、每一声啼哭，都牵动着我们的心。早产儿的延伸护理服务是协和的一大特色。床边，

屏风里，护士与宝妈们亲密的交流，她们没有距离，没有隔阂，看着这样的场景，我被深深感

动。我想，这样的医患关系得益于协和精神的传承与现代优质服务理念的贯彻，得益于护理部

将这样的服务理念与精神以形式多样的活动进行固化与提升，耳濡目染，世代相传。这样的医

患关系何尝不是广大医务人员的追求与梦想。 

 和谐的同事关系。医院提出“待同事如家人”。有一次，家里临时有点急事，需要我回去

处理。护士长及时帮我调休，还很关心我，安慰我。科室的大查房，大夫们也是各抒已见，学

术上有争鸣，工作中无争吵，大家在一起相互提醒相互帮助，俨然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协和，庄严的医学殿堂，我心中的圣地。协和，你是和谐医患关系的缩影；协和，你是

和谐医院建设的楷模；协和，你是和谐团队的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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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中的协和护理人 

 

□西单院区整形美容中心 刘娟 

 “北京协和医院—医学的殿堂，是全国最厉害的医院”在没来协和学习之前，我对北京协和

医院的认识仅此而已。今年有幸与协和结下缘分，在刚毕业后就来到这所医学的殿堂熏陶学习。 

步入协和医院的第一天我就深切的体会到这里与其他医院的“与众不同”，不是因为它响亮

的名号，而在于每个人对细节的把控，工作严谨求精的精神。还记得那天同护理部老师为准备

明天的一个会议，从每一张桌子、椅子、每一瓶水、每一本书的摆放都是那么的精益求精，每

一位在场的老师都尽其所能的追求做到完美，让我顿时肃然起敬。 

在领导的安排下我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西院整形美容外科培训学习，整形美容科的专科性

特别强， 它使“伤者不残、残者不废 、健康人更美”，通过近五个月的培训学习，刷新了我对

整形美容科的传统认知，同时能在老师的监督带领下胜任部分工作，真的是由衷的感谢科室每

一位老师对我的教导与关心。回首这段时间，收获的真的是太多太多，许多画面都一幕幕在我

脑海中慢慢浮现，协和护理人的形象也在我心中勾画的越来越清楚。 

他们待同事如家人。整形美容外科门诊，这里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工作学习的地方，更像是

我在北京的第二个家，一所温暖的港湾。在护士长李子榕老师营造的这个小家里工作使我感到

非常幸福，除了在工作上提供给我许多机会去学习和展示自我的平台外，在生活上也是给了我

莫大的帮助与关怀，她常用那简单朴实的话语和细腻有爱的举动一次又一次温暖感动我，像小

太阳一样。科室里其他护士老师也以不同地方式带给我温暖与帮助。这些关怀和感受，是我从

未在其他医院体会到的， 

他们严谨求精。洁白的护士服被熨的整整齐齐，统一白色的发卡、袜子、鞋子，这些都成

为协和医院里靓丽的风景线，从每个护理人员对自己衣着形象的管控，就不难想象其对工作会

更加的细致入微，最让我佩服的是李老师对待工作严谨细致的协和精神，她以身作则，让我深

刻地明白工作绝不只是简单的完成，而是要用心用脑地把每个环节做细做全。 

 

 

 

http://www.missyuan.com/viewthread.php?tid=36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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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勤奋奉献。我眼中的协和，不仅是医院，也是学校，这里有各种各样丰富的学习资源，

只要你想飞便给予你翅膀。因此我眼中的协和护理人是勤奋的，每周二的护理部大课、每年一

次的护理授课比赛、每个季度的理论考核和操作考核、护理成果奖、组织的各种培训学习和活

动， 都让协和的护士变得“丰满”起来 ，我也在在这期间开阔眼界，时不时发出感叹：“哦，

原来护士还可以这样“，这样一支优秀的护理团队，都离不开他们每个人的勤奋努力。他们还

乐于奉献，多次出手相救，使东单成为“史上最安全的路口”。                                                                                                                        

他们更是专业的，他们有态度，有温度，有速度。 

在这里每天都有新的感悟，所学的不仅仅是眼前业务的东西，协和教给我的是一种从医的

精神，从医的追求，一个医务工作者一生受用不尽的学习方法，让我勤思考重细节。我将把在

这里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我的生活和以后的工作中去，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名更好的护士，

更称职的护士，更优秀的护士。 

 

□《雨后红枫》保健 闫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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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和进修感悟 

□免疫内科进修生 袁斗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半年的进修生涯已经结束，回忆起在协和的点点滴滴，历历在

目，虽然仅是短暂驻留，但协和印象却深深烙印在心底。很多人说，六个月的进修时间太长，

而我说六个月刚刚好！前三个月的时间在慢慢熟悉中积累，后三个月的时间在深深的沉淀，也

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熏出来的协和人。 

刚入协和，吸引我的是古典与现代碰撞的协和建筑，高贵典雅的古建筑内满是引领医学前

沿的先进医疗装备，外观华丽的现代化外科楼伫立在颇具时代沧桑感的老楼身旁，尽显协和古

今历史悠久与文化传承。 

回忆起第一次走进协和院史馆，她伫立在喧闹的王府井街市，有种“大隐隐于市”的隐士之

风。展馆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述协和百年发展足迹。让我深深地理解了现今的协和医院在市场

经济潮流冲击下，仍保持无问西东的初心、追求卓越的强大精神归处。 

带着对协和的仰慕与憧憬，我开启了进修之旅。 

我所进修的科室是免疫内科一病房。 

刚入科室映入眼帘的就是宽敞明亮的护士站，安静而整洁的病房，给人一种温暖舒适的感

觉。 

病房的精细化管理让我叹为观止，护士长贴近临床一线，关注细节，提升品质。病房各类

标识的规范化，无不彰显用细节映衬原则，让原则贯彻始终的管理理念。 

晨间的交接班称得上是听觉盛宴，护士的精准反馈与医生的诊疗，让我读懂了待病人如亲

人，提高患者满意度的真正内涵。 

走进病房的日常工作后可谓大开眼界，以前只从书本上知晓的各类疑难杂症一一呈现在眼

前，理论化为实际的接触，让我对疾病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协和的优质护理服务。刚入院的患者，老师们微笑的迎接，认真的询问

评估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遵循专科护理常规。按时按需进行巡视，认真仔细观察患

者病情变化，给予患者专科知识宣教， 

老师扎实的专业知识、娴熟的操作技能以及丰富的临床经验使护理工作风险关口前移，层

层预警。护理员、配膳员、保安的设置，完善可行的陪住探视制度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在繁忙而细致的护理工作中，我学会了重新审视自己，让细节成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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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的业余时间是忙碌并快乐着的，学术大咖的各类精彩讲座，应有尽有，海报提前张

贴在宣传栏内，常常让人难以取舍。图书馆舒适的环境，丰富的线上线下资源，浓厚的学习氛

围，让人流连忘返。 

学术协和、品质协和、人文协和是协和内涵所在。学术协和、品质协和、人文协和是协和

内涵所在。大楼可以盖，设备可以买，技术可以学，即使是人才也可以引进，但文化是买不来、

带不走、拆不开的核心竞争力，协和精神体现在每一位协和人的思想和行为中，通过耳濡目染、

言传身教、代代相传。 

协和待同事如家人，提高员工幸福感的办院理念处处可见。5.12 护士节，让护士们感到格

外温暖幸福。安静舒适的休息区域、设备齐全的职工健身房、恬静温馨的咖啡厅，让工作后的

疲惫一扫而空。 

此刻，回家的车票握在手中，却不愿开口说再见。协和医院，是一个你来了，不想离开；

走了，仍会想念的地方。它让我明白，原来学习可以那样快乐，没有太多说教，仅仅是分享、

聆听、感知。 

在这里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在这里学会了先进的技术经验，领会了协和精神。 

在这里收获了友谊。 

感谢协和这个大家庭给了我诸多美好的经历与回忆。我虽然不是协和人，但作为一名被熏

陶了 6 个月的进修护士，今后我会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更加努力，把这份协和精神贯彻到我以

后的护理工作当中，以良好的状态来致敬我曾经进修过、生活过的协和！ 

 

 

□《夜》基外一 崔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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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世界母乳喂养周 ---助力父母 成功母乳喂养 

 

 □产科二病房 李婷 

8月1日迎来了2019年的母乳喂养周，我院组织了以“助力父母，成功母乳喂养”为主题的活

动。活动由产科专家马良坤教授，产科李蕊护士长，中医科宣磊教授以及儿科孙静护士长共同

参与。整个活动旨在促进孕产妇及家属正确认识母乳喂养，了解母乳喂养重要性，助力父母树

立母乳喂养信心，消除母乳喂养疑虑，促进母乳喂养成功火热进行。 

 

 

 

活动中马良坤教授言传身教，从自身经验结合专业前沿的医学理念，指引每一位孕产妇走

进科学母乳喂养。李蕊护士长结合临床经验从孕产妇实际需求出发，解除了部分孕产妇认为乳

房生理结构会影响母乳喂养的误区，对于存在乳头凹陷、平坦的，李蕊护士长选择用乳房模型

演示乳头牵拉十字操、挤奶手法，用新生儿模型演示

喂哺姿势、含接姿势等。为存在此类问题的孕产妇提

供了心理支持，树立了母乳喂养信心，增加产妇以及

家属母乳喂养信心。中医博大精深也体现在母乳喂养

中，宣磊教授从食疗以及药补两方面，指导孕产妇科

学、有效的促进乳汁分泌，助力母乳喂养。对于产后

母乳的科学储存问题，孙静护士长则从母乳的科学储

存以及常见母乳冷藏、冷冻等误区入手，指导孕产妇母乳储存方法，独辟蹊径的解除关于母乳

储存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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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最后，各位专家教授以及护士长共同解答了参与活动的孕产妇的不同问题并发放相

关宣传册以及宣教材料、书籍。 

除母乳喂养周的活动外，我院产科母乳喂养门诊也于 2017 年 7 月建立并于每周四下

午出诊。相对于母乳喂养热线，母乳喂养门诊护理人员能够与产妇面对面交流沟通，保证

一对一解决实际问题，动态发现各种问题，及时给予正确有效的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同

时给予母乳妈妈心理支持，增加产妇和家属母乳喂养信心。 

支持母乳喂养是全球性的活动，产科母乳喂养门诊会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为提高母乳

喂养率贡献我们的力量。为更多的协和宝宝成功母乳喂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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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护理学术论文选登 
第四季度优秀护理学术论文又跟大家见面啦！本期论文的作者们来自院内各科室，5 篇不

同类型的文章贴近临床、内容详实、结构清晰、视觉新颖，以摘要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

科研成果。协和护理之音专科加油站将继续为全院护理同仁搭建一个学术分享与交流的平台，

为提高我院护理科研水平起到良好的促进与激励作用。 

以下为选登护理学术论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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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现

代护理

杂志 

基于行动研究法优化静脉血

栓栓塞症信息化疾病管理系

统及其效果评价 

2019/

10/6 
25 28 邓海波 

心外科

病房 
马玉芬 

2 

中国实

用护理

杂志 

不常规监测胃残余量对持续

肠内营养的危重症患者喂养

并发症及摄入热量影响的

Meta 分析 

2019/

10/21 
35 30 余昆容 

呼吸内

科一病

房 

李梅 

3 
中华护

理杂志 

神经精神狼疮患者的照顾者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现状及影

响因素分析 

2019/

11/15 
54 11 潘金平 

免疫内

科一病

房 

张春燕 

4 

中华现

代护理

杂志 

身体约束缩减策略在危重症

患者临床应用的效果研究 

2019/

11/16 
25 32 李玉冰 

急诊综

合二病

房 

胡英莉 

5 

中华现

代护理

杂志 

压力接种训练对不孕症患者

心理状况及生育生活质量的

影响 

2019/

11/16 
25 32 张蒙 

妇科二

病房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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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动研究法优化静脉血栓栓塞症信息化 

疾病管理系统及其效果评价 

邓海波 陈亚萍 佟冰渡 徐园 王晓杰 

目的：探讨运用行动研究法优化静脉血栓栓塞症(VTE)信息化疾病管理系统，旨在改善 VTE

疾病管理。 

方法：便利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3 月北京协和医院 50 名护士及 235 份病例为研究对象。

依据行动研究法的框架，首先明确问题，了解 VTE 疾病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综合应用文献

回顾、专家会议等方法设计系统改善方案，并进行实施；通过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 2 个循环

过程(第 1 轮、第 2 轮)，不断完善信息化 VTE 疾病管理系统。观察指标为病例内容填写完整

率、Caprini 风险评估正确率、臂围/腿围测量正确率及上报部分填写时间、每日追踪部分填写

时间，资料收集时间为干预前、第 1 轮和 第 2 轮干预后。 

结果：通过第 1 轮的行动研究，完善 VTE 信息化疾病管理系统，将上报系统内容完整率从 72.00%

提高到 100.00%；风险评估正确率从 68.00%提高到 91.11%、臂围/腿围测量正确率从 62.00%

提升至 97.0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第 2 轮的行动研究，增加系统的智能化，

将上报部分填写时间从 (107.32±8.07)s 缩短至 (80.50±7.25)s，每日追踪部分填写时间从

(53.38±6.37)s 缩短至(29.08±4.65)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行动研究法是解决实践性强、多学科合作问题的有效方法，基于行动研究法完善优化

VTE 疾病管理系统，适用于临床实践，可以提高疾病管理质量。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action research method in optimizing informationized 

disease management system on 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 and to improve the VTE disease 

management.  

Methods：By convenience sampling, 50 nurses and 235 patient profiles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March 2017.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action research 

method, firstly, the problems of VTE disease management system were clarified, and the system 

improvement plan wa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meeting, 

etc. Through the two cycle processes of plan-action-observation-reflection (the first round and the 

second round), the informationized VTE disease system w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observation indicators were the completeness rate of patient profiles content, the accuracy rate of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the accuracy rate of arm/leg circumference measurement, the filling ti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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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part and the filling time of daily tracking part. The data collection time was before 

intervention, after the first and second rounds of intervention.  

Results：Through the first round of action research, we improved the VTE information disease 

management system, and raised the content integrity rate of the reporting system from 72.00% to 

100.00%; the correct rate of risk assessment from 68.00% to 91.11%, and the correct rate of arm/leg 

circumference measurement from 62.00% to 97.04%,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rough the second round of action research,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system increased, the 

filling time of the reporting part shortened from (107.32±8.07) s to (80.50±7.25) s, and the filling 

time of the daily tracking part shortened from (53.38 ± 6.37)s to (29.08 ±4.65)s,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s：Action research metho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practic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problems. Based on action research method, improving and optimizing VTE disease 

management system can be applied to clinical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isease 

management. 

 

□《热气球载着梦》耳鼻喉科 吴海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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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规监测胃残余量对持续肠内营养的危重症患者 

喂养并发症及摄入热量影响的 Meta 分析 

余昆容 李梅 王玉娥 赵珠俪 

目的：评价对持续肠内营养的危重症患者不进行常规胃残余量监测对喂养并发症及摄入热量的

影响，为临床危重症护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PubMed 数据库、Embase 数据库、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中有关不常规监测胃残余量对危重患者肠内营养喂养并发症及热卡摄入影响的

研究，使用 RevMan 5.3 软件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最终纳入 5 篇合格文献，合计样本量 1000 例危重症患者，其中试验组 497 例，对照组

503 例。Meta 分析结果提示对于持续肠内营养重症患者呕吐发生率的影响常规监测胃残余量组

优于不常规监测组[OR=1.35，95% C(I 1.02，1.80)，Z=2.08，P=0.04]，喂养不耐受发生率不常

规监测胃残余量组优于常规监测组[OR=0.35，95% CI(0.26，0.46)，Z=7.29，P＜0.01];对于患

者肠内营养目标喂养量与实际喂养量的差值[MD=-0.29，95% C(I -0.47，-0.11)，Z=3.23，P=0.001]

及每天摄入热量[MD=0.35，95% C(I 0.10，0.59)，Z=2.75，P=0.006]不常规监测胃残余量组优

于常规监测组，而在腹胀发生率[OR=1.24，95% C(I 0.76，2.03)，Z=0.87，P=0.38]、腹泻发生

率[OR=1.14，95% C(I 0.78，1.67)，Z=0.67，P=0.51]方面 2 组等效。 

结论：不常规监测胃残余量有利于增加患者的热量摄入，肠内营养并发症中不常规监测胃残余

量的患者呕吐率较高，腹胀腹泻率并无显著区别，喂养不耐受发生率较低，喂养效果更好，建

议临床避免常规监测胃残余量。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feeding effect of not monitoring gastric residual volume in ICU patients 

receiving continuous enteral feeding,including complications and calorie intake.  

Methods：We searched for relevant studies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CNKI), Wanfang 

Data,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We included al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and 

pre-post studies related to the feeding effect of not monitoring gastric residual volume in ICU 

patients receiving continuous enteral feeding.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appraised 

and extracted data, and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via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3 RCTs and 2 pre-post studies with 1 00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Not monitoring gastric 

residual volume increase the rate of vomiting [ OR=1.35, 95% CI (1.02, 1.80), Z=2.08, P=0.04], 

de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intolerance to enteral nutrition [ OR=0.35, 95% CI (0.26, 0.46), Z=7.29, 

http://common.wanfangdata.com.cn/common/getAuthorUrl.do?authorId=&authorName=%22余昆容%22&articleId=syhlzz201930019&authorUnit=%2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房%20100730%22
http://common.wanfangdata.com.cn/common/getAuthorUrl.do?authorId=&authorName=%22李梅%22&articleId=syhlzz201930019&authorUnit=%2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房%20100730%22
http://common.wanfangdata.com.cn/common/getAuthorUrl.do?authorId=&authorName=%22王玉娥%22&articleId=syhlzz201930019&authorUnit=%2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房%20100730%22
http://common.wanfangdata.com.cn/common/getAuthorUrl.do?authorId=&authorName=%22赵珠俪%22&articleId=syhlzz201930019&authorUnit=%2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房%201007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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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arrhea [ OR=1.14, 95% CI (0.78, 1.67), Z=0.67, 

P=0.51] and distention[ OR=1.24, 95% CI (0.76, 2.03), Z=0.87, P=0.38]. The cumulative calorie 

deficit between targeted volume and provided volume in not monitoring gastric residual volum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MD=-0.29, 95% CI (-0.47,-0.11), Z=3.23, 

P=0.001], daily provided calorie amount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 MD=0.35, 95% CI (0.10, 0.59), Z=2.75, P=0.006].  

Conclusions： Not monitoring gastric residual volume in ICU patients increase calorie intake and 

have better enteral nutrition provision, de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intolerance to enteral nutrition. 

Monitoring gastric residual volume should not be taken as a routine task in critical care nursing. 

 

 

神经精神狼疮患者的照顾者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现状 

及影响因素分析 

潘金平 李香风 张春燕 

目的：描述神经精神狼疮患者的照顾者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确

诊为神经精神狼疮患者的照顾者 80 例为调查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健康促进生活方

式评定量表Ⅱ，对其主要照顾者进行调查，并分析照顾者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 

结果：照顾者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分为（116.82±32.89）分，其中营养维度得分最高，压力

应对维度得分最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照顾者照顾时间﹤1 年、照顾者无慢性疾病、患

者精神症状发作频率高、照顾者自觉存在照顾负担是影响神经精神狼疮患者的照顾者健康促进

生活方式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神经精神狼疮患者照顾者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处于中等水平。医护人员应该多关注照顾

时间短、无慢性疾病、患者精神症状发作频率高、自觉存在照顾负担的照顾者，通过健康宣教、

技能培训和延伸护理等，协助其提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in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neuropsychiatric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Methods：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performed on 80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neuropsychiatric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January, 2017,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38 

专科加油站 

 

College Hospital. A self-administered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Health Promotion 

Lifestyle Profile Ⅱ (HPLP-Ⅱ) questionnaire was complete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mean age of the participants was (46.42±12.15) years. The mean lifestyle score was 

(116.82± 32.89), with the subscale nutrition showing the highest score (25.35±5.69) and the subscale 

stress management showing the lowest score (11.35±5.96).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caregivers 

with length of caring <1 year, caregivers without chronic diseases, patients with high rate of 

occurrence of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caregivers’ self-perceived burden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in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neuropsychiatric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Conclusion：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neuropsychiatric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had a 

moderate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Healthcare providers should help caregivers with short length of 

caring, caregivers without chronic diseases, patients with high rate of occurrence of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caregivers’ self-perceived burden, to improve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through 

health education, skill training and extended care. 

 

 

身体约束缩减策略在 

危重症患者临床应用的效果研究 
李玉冰 胡英莉 魏长云 宁昱琛 黄静雅 

目的：评价身体约束缩减策略对改善危重症患者身体约束实践的效果。 

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北京市某三甲医院急诊科 ICU 2017 年和 2018 年的住院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照住院时间分为两组，2017 年住院的患者为对照组（n=282），2018 年住院的患者为

干预组（n=263），对照组常规给予身体约束策略，干预组采用制订的身体约束缩减策略实施身

体约束，比较两组身体约束率、身体约束时间、谵妄发生率、非计划拔管发生率和皮肤异常发

生率。 

结果：干预组患者身体约束率为 23.57%，非计划拔管发生率为 1.14%，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26.830、4.142；P＜0.05）)。干预组患者约束时间为（49.63±146.94）

h，对照组为（93.62±186.35）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040,P＜0.05）。两组谵妄和皮肤异

常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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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身体约束缩减策略有助于降低身体约束率，减少约束时间和降低非计划拔管率。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hysical restraintreduction strategy on improving the physical 

restraint practice of critical patients.  

Methods：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in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a ClassⅢ Grade A hospital in Beijing in 2017 and 2018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stay, the inpatients in 2017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n=282), the intervention group (n=263),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egular physical restraint strategy,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used the developed physical restraint 

reduction strategy to implement the physical restraint. The rate of physical restraint, time of physical 

restraint, delirium, unplanned extubation and skin abnormal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e rate of physical restraint was 23.57%, and the rate of 

unplanned extubation was 1.14%,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26.830, 4.142; P＜ 0.05). The restraint tim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49.63±146.94) h,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93.62± 186.35) h,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10.04,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delirium and skin abnorma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s：The strategy of body constraint reduction is helpful to reduce the rate of body 

constraint, the time of constraint and the rate of unplanned extubation. 

 

□《乌镇夜景》保健 闫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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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接种训练对不孕症患者心理状况 

及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蒙 陈洁 薄海欣 刘迎 段艳萍 张尊 

目的：探讨压力接种训练对女性不孕症患者焦虑状态、应对方式及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非随机化对照研究，选取 2017 年 9 月—2018 年 6 月在某三级甲等医院

住院诊治的 126 例女性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入院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各

63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受 2 个月的压力接种训练。

两组患者均在干预前、干预后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特质应对方式量表(TCSQ)以及

生育生活质量量表(FertiQoL)进行评估。 

结果：经过 2 个月的压力接种训练后，干预组患者 STAI 中状态焦虑量表(S-AI)得分为

(38.91±10.54)分、特质焦虑量表 (T-AI)得分为 (38.98±8.43)分，TCSQ 中积极应对得分为

(36.40±6.80)分，FertiQoL 中情感维度、环境维度、治疗耐受性维度、治疗 FertiQoL 模块以及

FertiQoL 总分得分分别为(68.24±9.68)、(69.10±7.86)、(66.98±14.63)、(68.04±8.36)、(69.92±6.80)

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压力接种训练可降低不孕症患者的焦虑状态，提高患者的积极应对，能够改善患者的生

育生活质量，但仍提示医护人员应关注不孕症患者远期夫妻关系与社交关系。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tress inoculation training(SIT) on anxiety,coping style and the 

infertility quality of life of the female patients.  

Methods：This study was a prospective non randomized control study. Totally 126 female infertility 

patie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a ClassⅢ Grade A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7 to June 2018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intervention group, with 6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2 months of SIT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 and Fertility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FertiQoL).  

Results：After 2 months of SIT, the scores of S-AI and T-AI in STAI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38.91±10.54),(38.98±8.43),the score of PC in TCSQ was(36.40±6.80),the scores of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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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ale, the treatment environment subscale and the treatment tolerability subscale in FertiQoL 

were(68.24±9.68), (69.10±7.86),(66.98±14.63),the scores of the treatment FertiQoL and the total 

FertiQoL were(68.04±8.36), (69.92±6.80)respectively,which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s：SIT can reduce the anxiety state of patients with infertility, improve the positive 

response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productive life of patients, but it still suggests that 

medical staff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patients with infertility. 

 

□《星空下的松树》手术室 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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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库容 

 摘自：《心灵的盛宴》 作者：毕淑敏  

 推荐：保健医疗部 闫丽 

勇气的精髓就是稳定地活着，没有丝毫的自欺，执掌着非常强大的安全感，对宇宙有一种

敬畏和信赖。如果心中没有希望，那么哪里都不是理想的抛锚地。 

有时候，真的会遇上一些非常倒霉的人，叫你简直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所有的语言好

像都是多余的，真不知道命运为什么如此苛待于他。然而仍然不能放弃希望。放弃了，就真的

一无所有了。只要生命还在，希望就能萌生。 

许多人为自己没能得到最后的成功而痛楚，其实，不妨先分析一下失败的缘故。唯有当你

没有全力以赴，你的失败才令人寝食不安。如若你已经全力以赴，你的失败即使不是成功的前

奏，你纵然永远也得不到成功，你仍然不必痛苦。就算死后万事皆空，我们活过一生的这个事

实，已构成了宇宙的一部分。 

人的心理就像水库。库容太小了，就应对不了强大的情感水流，也许会冲毁堤坝，暴发山

洪。之后的重建，要花费很多心理能量。如果你有一个庞大的内心储备，就可以在突发事件面

前从容淡定，吞下千沟万壑的泥沙，依然水平如镜。 

生活中最绵弱难解的部分就是情感，生命中最华彩的篇章也是情感。我听过无数愁男怨女

谈情感故事，真是峰回路转，万千气象。当事人没有不迷惑的，没有不肝肠寸断的，没有不涕

泪滂沱的，没有不咬牙切齿的……闹得我这个听故事的人，若不是有把子年纪，且已生儿育女，

简直就要生出遁入空门的佛心了。 

然而，这就是生命中最华彩的篇章，祸福相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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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即将工作的女儿一封信 

 摘自：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 

 推荐：肝外 胡悦 

女儿： 

经过 18 年的学习，你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爸爸以前经常唠叨你“早点上班，老爸就解放了”，

现在突然觉得舍不得了。 

这段时间爸爸一直在思考和你说点什么，毕竟工作占据了我们人生的大半时光，爸爸希望

你顺利、快乐。爸爸反复回想了自己近 30 年的工作经历，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对成功人士的观

察，决定给你写这封信，和你分享三个观点。 

第一， 职场是一所大学，有“事、人、利”三个专业。 

“事”是工作。学好“事”这个专业，就是要全力以赴做好我们所经手的每一项工作，无论事

大事小、事多事少，都要努力做到最好。 

有一个学建筑学的研二女生，暑期到一家知名设计院实习。女孩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

逐个办公室问一遍：有需要我做的事情吗？然后接一堆材料开始干活。 

当时设计院在冲刺一个大项目，各种加班，女孩也接手了大量的工作。但无论多忙，第二

天一上班她肯定准时将处理好的材料送到各办公室。后来，这个女孩成为设计院近几年招聘的

唯一一个非 211 高校毕业生。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名片，日积月累就是我们的品牌。 

“人”是同事或客户。学好“人”这个专业，就是要建立利他的思维和助人的习惯，发自内心

地关心、支持、帮助他人。 

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开口伤人、有的开口烦人、有的开口服人、有的开

口暖人，学好“人”这个专业确实很难，爸爸也不能完全做到，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对他人好不是一味地迁就和取悦，而是提升和净化我们的品德。只有德高才能望重。 

 “利”是报酬。学好“利”这个专业，就是要坚信付出和获得总是成正比的，只是有的多、

有的少，有的早、有的晚，要学会努力工作、快乐付出。 

一位 70 后 MBA 学生曾和我说起他的职业历程：985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某国字号单

位工作，因为嫌弃待遇低、发展慢，他辞职了。后来他又换了几份工作，都不是很满意。他现

在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同时自己做些小业务。本科毕业 20 周年聚会时，他深刻感受到自

己和同学的差距。他说，现在想起来，刚工作时那些不满意都不值得一提，但正是这些鸡毛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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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改变了他人生的航向。 

工作报酬其实是多元的，有物质收入也有精神奖励，还有我们能力的提升、思维的拓展和

品格的熔炼。后者虽然是无形的，却深刻地影响我们一生，让我们终生受益。 

第二，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往往是能不能越过自己内心那道坎。 

因为工作关系，爸爸每年都会认识数百位工作 3 到 5 年的年轻人。他们工作中的烦恼往往

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觉得工作繁琐枯燥，日复一日、了无新意；二是缺乏有效激励，干多干

少一个样；三是和同事不合拍，常有摩擦。因为这些烦恼，他们失落、愤怒、迷茫、消极，甚

至离职。 

不同的禀赋和成长历程赋予我们不同的思维和习惯，在工作中，我们特有的思维和习惯经

常会受到冲击，能否越过自己内心那道坎，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某位县直机关的年轻人被抽调到市里筹备会议，熬夜整材料、起早接送人，年轻人干得很

好。后来省市有活动就抽他去干活，渐渐地年轻人在系统内有了好口碑。我问他为什么乐于做

这些没有报酬的份外事？他说，我干的事情越多，越能够精益求精，找我做事的人越多，信任

我的人就越多，所以我很珍惜这些机会。 

初入职场，这样一个从拒绝到接受、从消极到积极，再到坚韧不拔、努力向上的过程，就

是我们心智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第三，初入职场最宝贵的收获是积累工作带来的快乐。 

工作是一场马拉松，需要持续补充能量，工作带来的快乐则是最好的补给。爸爸以为，工

作中的快乐有三个来源： 

一是工作给的，因为我们的积极主动、踏实专注，我们可以获得或大或小的成功；二是他

人给的，因为我们出色的工作表现、暖心的人际沟通，我们获得了他人的认可；三是自己给的，

因为我们高效的时间管理、良好的工作习惯，做到了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乐生善，善生福。爸爸这些年的观察和体会是：快乐的人更宽容、更善良、更乐于助人，

于是机会更多、获得的帮助更多，生活也会更加幸福。 

女儿，爸爸啰啰嗦嗦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初入职场的你能够喜欢工作、快乐成长。 

正如在你二十岁生日的时候，爸爸说过的一句话：父母的责任就是在有生之年陪伴孩子一

起度过困难、挫折和磨难，这样我们走了以后孩子就会少受罪。 

写在最后的话：谨以此文献给 2019 年入职的新同事，愿你们在协和这座医学殿堂展翅翱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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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熬夜，才是你顶级的自律 

 摘自：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 

 推荐：肝外 肖楠 

Part 1 

朋友跟我说，他们公司的徐总生病了，33 岁，年轻有为，却得了肝癌晚期。 

徐总看似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他基本每天都要喝着黑咖啡，熬夜加班。他把目标分解落实

到每一天，所以他的日程表总是排得密密麻麻，内容多得让人焦虑。 

他对自己有个要求，不完成当天的任务绝不睡觉，因此常常熬到凌晨三点左右才休息，有

时甚至更迟。他经常跟员工们说：“成功，取决于你在八小时之外的努力，所以一定要自律。” 

可是，他忘记了一点：自律的正确姿势，是抓住努力时的每一分钟，而不是抓住每一分钟

去努力，最后拖垮了身体。 

虽然我们常说，你的时间投入在哪里，回报就在哪里。但是，我们不能只盯着可见的事业

收益，却忘了隐形的健康成本，埋着头，拼着命，只顾往前冲。 

人生不是短途跑，而是马拉松。如果你在半路上就耗尽了所有的能量，那最后的荣耀恐怕

也就遥不可及了。 

自律，是我们获得成功的保证；而健康，才是我们享受成功的前提。能保证健康的自律，

才是最好的自律。 

Part 2 

有些人熬夜是因为太勤奋，而有些人不睡则是因为白天没做出什么成绩。 

网上曾经流行这样一句话：“我们熬夜工作，不是因为晚上有灵感，而是因为白天的碌碌

无为引发了愧疚感。” 

很多人正是如此。白天，刷刷微博，看看视频，逛逛网店，在朋友圈点赞评论，再跟别人

聊上几句。东看看，西忙忙，一天的时光就在浑浑噩噩之中飞快地过去了。 

夜深的时候回顾这一天，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不清楚时间都去了哪里。于是就想要

弥补，熬夜多做几件事，好告诉自己：“我今天没有虚度时光。” 

但是，越晚睡，第二天就越没精打采，越可能一事无成，到了晚上就会更愧疚，形成恶性

循环。 

所以，在杜绝熬夜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自律。你可以设定闹钟，在固定的时间提醒自己

去睡觉，形成生物钟规律；你也可以使用记录工具，记载自律的成果；还可以把你的计划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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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好友，让他们来监督，给你一定的压力。如果计划执行顺利，别忘了给自己一点小奖励。 

自律让我们不熬夜，而不熬夜又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自律能力。在这个良性循环中，越

来越自律的你可能会感到令人欣喜的变化：睡眠好了，皮肤变得红润，精力充沛，工作顺利，

生活状态也越来越积极。 

Part 3 

每次一说到“自律”这个词，我们总会想到这样的画面：某个威猛帅哥严格执行着肌肉训练

计划，在健身房里舞动着各种器械；某个白领丽人雷厉风行，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敲定一单又

一单生意。 

可是，自律并不只是激情澎湃地锻炼，也不只是热情洋溢地工作。顶级的自律，是潜移默

化地渗透在生活当中的，让你能在那些最平静、最朴实的小细节里约束自己、要求自己。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看似平凡小事，能够天天执行却是很不容易。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就很了不起。 

顶级的自律，就是日积月累，细水长流，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善待自己。无论你有多忙，

保持健康都是最长远的课题。 

所以，在白天竭尽全力，到了晚上就好好休息吧。夜深人静的时候，关掉电脑和手机，喝

一杯热牛奶，或者沏一杯安神茶，泡泡脚，深呼吸，尽量早早进入梦乡，为明天积攒元气，为

未来储蓄健康。 

最卓越的努力，不是透支能量、消耗身体，而是保存实力、厚积薄发。 

最顶级的自律，不是消耗自己，而是滋养自己。不熬夜，就是你顶级的自律。 

   

□《五彩滩的日出》手术室 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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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推荐 

 
护士的诗 

至纯的颜色--护士之歌 

 摘自：昂旺文章 （藏族 主任编辑）  

 推荐：门诊 吴宣 

护士的衣服是白色的 

在我的眼里像朵朵白云纯净而缠绵 

护士的微笑是白色的 

在我的心里像朵朵浪花圣洁而明亮 

护士的诗是白色的 

写着许多关于生命的歌 

 

 

我的盛装 

是世间至纯的颜色 

它告诫我 要终身纯洁 

从心灵到精神 

从现在到未来 

我的岗位 

是一尘不染的信仰 

高贵的颜色 

让人类敬畏和向往 

我的岗位 

也是容纳一切痛苦的襁褓 

就因为高贵 

才拥有海纳百川的力量! 

 

养育生命的乳汁是白的 

因此它繁衍了友爱和互助

高山上的冰雪是白的 

因此它孕育了纯洁的江河 

因此它繁衍了友爱和互助 

纸是白的 

才有了色彩的无限可能 

和文字的万里疆场 

 

我们站在时间的高处 

聆听南丁格尔的誓言 

我们是世间最幸运的群体 

得益于爱和精神的承诺 

我们以毕生的忠贞 

以鲜血之墨 

骨骼之笔 

在洁白的画卷上 

书写人世间最美的 

关于护士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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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英语 

Dou You Understand Your Self-Esteem? 你了解自尊心吗？ 

 摘自：《晨读晨听》   推荐：保健医疗部 李莹 

Self-esteem means how you feel about yourself. Having good self-esteem helps you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actions. It gives you a sense of pride in your accomplishments. High 

self-esteem also helps you to be confident around others. You are more likely to respect and accept 

their differences, too. 

  Many factors influence your self-esteem. One is the messages you ge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How people act toward you reinforces how you feel about yourself. Supportive, loving messages 

build self-esteem. Critical, hurtful messages break it down. When you feel valued and important in 

your family or group, you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an adult with high self-esteem. 

  Television, movies, the Internet, the radio,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an also affect your 

self-esteem. They tell you how to act, what to buy, and what to wear.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e media does not always present a true picture of real life. 

  Your own attitudes and the choices you make affect your self-esteem. People who have high 

self-esteem think positively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ir opportunities. People who have low 

self-esteem may send themselves negative messages that can drown out positive input from others. 

自尊心指的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树立正确的自尊心有助

于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你取得成就时，自尊心会使你产生自

豪感。自尊心强也有助于你在周围的人中保持自信。你也更有可

能尊重和接受他们的不同。 

影响自尊心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家人和朋友对你的评价。他们对待你的方式会强化你

的自我感觉。支持和充满爱意的言语有助于树立自尊心。批评和伤人的言语会击垮一个人的自

尊心。当你觉得自己在家庭或团队中受重视而且不可或缺时，你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自尊心强的

成年人。 

电视、电影、网络、收音机、报纸以及杂志也会影响你的自尊心。他们告诉你如何处事、

买什么东西以及穿什么衣服。有一点需谨记，即媒体所呈现的往往并非现实生活的真面目。 

你个人的态度和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你的自尊心。自尊心强的人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审视他

们自己和他们的机遇。自尊心弱的人也许给他们自己许多消极的暗示，这会覆盖别人对他们的

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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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英语 

 

The Road Not Taken（Robert Frost）未选择的路 

 摘自：罗伯特·弗罗斯特   推荐：肝外 冯璐晶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但我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虽然在这条小路上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https://baike.so.com/doc/5576408-5790096.html


      
 

 

 
 

50 

疯狂英语 

呵，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and I—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相遇》保健 闫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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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英语 

Postoperative Pain Care 

术后疼痛护理 
 推荐：手术室 于思源 

N: Hello, Bush. I’m your nurse, Carol. I’m looking after you today. 

P: Hello, Carol. 

N: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P: I’m not too good today. I’ve got a lot of pain. 

N: Oh, dear, I’m sorry to hear that. I’ve brought a pain chart so you can explain your pain a bit better. 

P: All right. 

N: Where’s the pain,Bush? 

P: It’s my right shoulder. 

N: OK. Can you tell me on a scale of nought to ten what is the worst pain you’ve had in the last 

twenty-four hours in the area? 

P: Er, a seven. 

N: OK. What’s the pain in your shoulder like? 

P: It’s a throbbing pain, not a sharp pain. 

N: Does the medicine help? 

P: A little but not much. 

N: That’s not good, is it? I’ll ask the doctor to check the medications for you. 

P: Thanks. I might need some stronger painkillers. 

N: OK. Please wait for the doctor. 

P: OK. Thanks. 

 

 

 

 

 

 

https://www.po369.com/tupian/u9ebb/u9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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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英语 

 

护士：您好，布什先生。我是您的护士，卡罗尔。我今天来看看您。 

患者：你好，卡罗尔。 

护士：您今天感觉怎么样？ 

患者：感觉不太好，我感到很痛。 

护士：哦，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我带来了疼痛评分量表，以便您更好地描述您的疼痛。 

患者：好的。 

护士：布什先生，请问您哪里痛呢？ 

患者：右肩部。 

护士：我知道了。您能告诉我您在过去的 24 小时内，从 0 到 10 分，10 分代表最疼，请问这

个位置最疼的时候，您能打几分？ 

患者：额，7 分吧。 

护士：您肩膀的这种疼痛是像哪一种痛呢？ 

患者：它是那种悸痛，不是刺痛。 

护士：您觉得止痛药有效吗？ 

患者：有一点，但不是很有效。 

护士：那不太好，对吧？我马上请医生来帮您检查用药。 

患者：谢谢。我可能需要药效更强的止痛药。 

护士：好的，请等医生来看您。 

患者：好的，谢谢。 

 

 

 

 

 

 

 

 

 

 

 

 
□《炊烟袅袅》皮科 李文硕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