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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护理部举办了两次线下新护士规培课程，全面提升新护士职业素养。 

7 月 10 日，护理部举办“如何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的培训，培训由护理部王巍老师通过情

景模拟教学方式进行。首先，课程设置三个情景，通过互动游戏的形式，引导新护士深入思考：

沟通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沟通只需要说和听吗？如何通过共情安抚患者情绪。随后，通过经

验丰富的标准化病人刘福荫老师生动模拟患者不遵医嘱的行为，请新护士亲自进入这个情景，

体验如何运用学到的沟通技巧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达到健康教育的目的。 

   

7 月 31 日，护理部举办“新护士职业素养及重症护理基础”课程。国际医疗部郭羽护士长通

过介绍仪容仪表礼仪、仪态礼仪、言谈礼仪，使新护士意识到礼仪的重要性，并学会如何在护

理工作中运用礼仪，为患者带来更舒适的就医体验。重症医学科李尊柱护士长为新护士讲述“新

冠患者多科协作与思考”，作为我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员，李尊柱护士长通过讲述在武汉前线

的亲身经历，为新护士带来一堂深刻的思想教育课。新护士通过了解协和精细化护理管理经验

和优质护理服务在抗疫前线的开展，进一步理解了新时代护士的使命和担当，与未来护理的发

展方向。 

□护理部 潘新伟 供稿 

春风化雨正当时 新护士规范化培训

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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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护理部组织的教学沙龙顺利召开 

2019 年起，护理部定期举办教学沙龙，以期扎实提升教学老师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质，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护理带教水平。 

7 月 17 日，刘继海教授凝练总结多年教学经验，为全院教学老师带来《临床教学漫谈》。

刘教授分享临床常用的教学方法，指导教学老师通过分析临床能力需求，帮助年轻护士提升核

心胜任力。2020 年全国高校(医学类)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教学风采奖获奖者急诊科护士胡宇

凡，通过展示获奖微课视频、分享微课制作经验，详细展示了微课的制作流程和注意要点。 

2020 年 8 月 7 日，胡英莉护士长讲授《做一名优秀的教学老师》，指出教学老师应是一名

出色的护士，一位智慧的老师，同时是护士长得力的助手。侯秀凤护士长以《如何组织好护理

查房》为题，围绕护理查房的定义、目的、选题、形式和护理查房流程，运用日常教学查房中

的生动实例，使教学老师透彻理解如何组织好一堂精彩的护理查房课。 

护理部将持续开展教学老师培训系列课程，打造一支素质精良、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为

全国培养更多优秀的护理人才而不懈努力！ 

 

  

□护理部 潘新伟 供稿 

道不远人,薪火相传 
 

17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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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的北京市民了解相关知识，门诊护理团队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至 2020 年 7 月

19 日开展了“垃圾分类云推广”活动周。此次活动在护理部的指导下，门诊护理片区的护士长

和护理主管们积极组织科室护士 115 人参与垃圾分类知识的推广，她们在社区开展实践活动，

指导、带领身边人按要求进行垃圾分类，并发动社区居民填写垃圾分类知识问卷 346 份，让垃

圾分类深入老百姓的一言一行中。 

通过此次活动，门诊护理片区的护士不仅自己收获了垃圾分类的知识，树立环境保护的

理念，分享了垃圾分类的优秀榜样，互相学习；更重要的是把相关知识推广到了社区居民中，

让更多的人了解垃圾分类。 

 

□皮科门诊 余梦清 供稿 

 

“一分行动 十分美好”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北京协和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服务分队门诊护理片区 
 

17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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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24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联合中

日友好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 3 家医院党委

开展“党旗高高飘扬，白衣闪耀荣光”主题党日活动，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党支部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

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试点支部参加主题党日

活动。 

与会人员首先参观了中日友好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展，观看了短视频《党旗高高飘

扬，白衣闪耀荣光》。我院国家援鄂医疗队党员医生代表、消化内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助理吴

东在题为“忠于人民的职业精神”的发言中，介绍了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医疗队在武汉救治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情况。吴东感慨，“在战争年代火线入党，是为了争取一个扛炸药包、当

敢死队的资格；在和平时期，为人民的利益冲锋在前是党员的责任”，“为了患者的利益，我们

可以做一切事情”。 

护理部党支部书记、护理部主任吴欣娟发言，介绍

护理部党支部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凝练出“四化”支部

工作法，即注重党员教育常态化、注重制度建设体系化、

注重队伍建设阶梯化、注重护理服务精细化。护理部以

党建带动护理学科发展，充分发挥护士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多个专科护理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回顾波澜壮阔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历程，展

示广大医务人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冲锋战斗的风采，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                                                                                  

 

 

“党旗高高飘扬，白衣闪耀荣光”主题党日活动 

 
 

24 

7月 

□护理部 王巍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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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华护理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大多改为线上进行，虽然学习方式

改变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护理人员的学习热情。 

2020 年 7 月-9 月，我院共有 124 人参加了 17 个专业的线上学术会议，康复、老年、产科、

内科、眼科、耳鼻喉科、儿科、急诊、妇科、门诊、肿瘤、心血管、安宁疗护、重症专科、精

神科、灾害等专业学术会议，以及全国护理新进展与科研能力提升研讨会。 

工作之余，护士们坐在电脑前如饥似渴的学习新知识、新理念，时不时的三五个人围

在一起互相讨论。从常见疾病管理到病区药品安全管理策略再到新冠疫情下护理管理及心

理健康等，大家学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深刻体会了“专业·引领·人文·创新”的会议主题。 

 

  

 

□冷明月 侯海燕 供稿 

 

疫情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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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6 日，美国护理科学院公布

2020 年增选院士名单，我院护理部吴欣娟主

任当选为美国护理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American Academy of Nursing，FAAN），以

表彰其在近 40 年的职业生涯中，在护理管理、

护理研究及护理教育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发表吴欣娟主任是我国护理行业的领军人物,作为中国政府卫生政策智库的核心成员，吴欣娟

主任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护理标准政策的制定。作为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她充分整合优质

资源，引领护理行业发展，并加强了与国际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扩大了中国护理的影响力。在

今年的新冠疫情抗击战中，吴欣娟主任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批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队长，整

建制接管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ICU 病房的救治工作，领导团队建立工作规范，开展人

员培训，总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护理经验，代表中国护理人为国际社会协同抗击疫情分享了

协和方案，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展示了协和护理的榜样力量！  

附：美国护理科学院始建于 1973 年，致力于吸引全球人才引导护理学科发展、参与卫生保健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运用护理知识促进人类健康。美国护理科学院院士是全球护理界最负盛名

的荣誉之一,也是护理专家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目前在全世界约有 2700 多名院士，

其中中国内地获得 FAAN 头衔的共 24 人。 

□

□护理部 朱晨 供稿 

吴欣娟主任当选为美国护理科学院院士 
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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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16 日是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曹玉华护士长的百岁生日。近日，医院护理部、

老干部处、工会、手术室等部门同事带着赵玉沛院长、护理部、外科、麻醉科手术室乃至全院

同事们的祝福，前往养老院为百岁老人曹玉华护士长贺寿。 

 

▲同事们为曹玉华护士长（前排正中）祝寿，献上“福”字。左起站立者：手术室陈利、转化医

学楼筹开办周力主任、手术室王惠珍执行总护士长、工会马玉芬副主席、离退休党总支张晓静

书记和王亚林、手术室王金荘护士长、护理部史冬雷督导、手术室蒲霞护士长。 

 

曹玉华护士长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由中国人担任的手术室护士长，协和手术室的辉煌正

是由以曹护士长为代表的老一辈协和人辛勤开创。 

在各位手术室前辈的记忆里，大家都对曹护士长印象极为深刻，只要提及“老协和人”的样 

百年传承，协和后辈送祝福 
 

1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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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子，脑海中浮现的首先就是曹护士长。她为人平和谦逊，工作兢兢业业，观察事物细致入微， 

处理事情面面俱到，一直发扬着“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她对科室的管理精 

细到位，她对人态度温和，极少严厉批评，对于大家在工作中的失误，总是轻声细语地指正，

对于问题都是提前想到并努力去解决。她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坚守原则，对人对事既细心又温

柔，因此受到了护士、大夫们的尊敬和爱戴。在那个年代曾与之合作进行手术的曾宪九、林巧

稚等医学大家，无一不对她交口称赞。         

在曹玉华护士长百岁华诞之际，协和后辈们为她贺寿，共同追忆往事，传承协和精神。护

理部史冬雷督导深情朗读了吴欣娟主任的贺词，祝福她健

康长寿，并代表全体护士送上一条绣满了花朵的美丽披肩，

象征着协和护理事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曾任手术室总

护士长的转化医学楼筹开办周力主任和手术室陈利老师点

燃了生日蜡烛，手术室王惠珍执行总护士长播放了手术室

精心制作的祝寿生日视频。视频里有曹护士长的老照片、

麻醉科手术室全体同事的祝福，以及手术室组织各位老前

辈活动的照片集锦。                                     ▲年轻时的曹玉华护士长 

沧海桑田，岁月如歌。在协和百年即将到来之际，通过本次曹玉华护士长百岁贺寿活动，

回顾老前辈为协和事业发展鞠躬尽瘁的往昔，感受协和精神的百年传承。 

我们感谢您对协和的付出，祝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将继承前辈意志，努力为

百年协和作出新的贡献！ 

□手术室 王涛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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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丹桂飘香，转眼间 2019 年入职新护士及社招护士已工作一年，护理部对 59 名

新护士及 26 名社招护士进行转正考核。 

考核分为理论考核和操作考核两部分。新护士主要考核护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社招护士由于已拥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因此考核中又融入更多关于急重症护理及协和

历史和文化的相关内容。 

新护士的操作考核采用为真病人进行实地操作的形式，考核项目选取静脉输液这项护士应

熟练掌握的基本技能，巩固并检验新护士规培期间的规范操作。 

9 月初，在护理部的严密组织、教学组老师的严格考核下，新护士及社招护士转正考核全

部顺利完成。 

 

  

 

□护理部 潘新伟 供稿 

2019 年入职新护士及社招护士转正考试顺利进行 
 1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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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2020 年新护士入职培训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从初春到金秋，携带着蛰伏了一个冬季的生命与希望，慢慢

释放。2020 年是佛罗伦萨·南丁格尔女士诞辰 200 周年，也是协和即将走进百年的一年，在这

特殊的一年，71 名新护士的入职仪式也因此被赋予了特殊意义。 

2020 年 9 月 7 日，71 名新护士身着一袭崭新的白衣，迎来了入职培训的第一课。吴欣娟

主任以《护士的责任与使命》开篇，阐述了护士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生命全周期照

护、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目标中的巨大潜力与价值，字字铿锵有力。未来的护理应向“精”、“专”、

“尖”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使护理更有温度、精度、高度和宽度。在我国护理事业蓬勃发

展之际，新一代们应该把握机遇，勇于创新，让更多人听到护士的声音。 

郭娜主任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协和“1+X”的

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系统阐述了护士的横向发展

和纵向发展，并从管理、教学、专科、科研四个

方面，一一罗列护士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时时

磨炼心性，不断自我提升，以利他之心为基础，

在协和成为最好的自己。 

张红梅护士长从培养制度意识、严格执行制度、制度评价与修订三个方面，为新护士系好

职业生涯的第一颗扣子。护理工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慎独”二字应时刻谨记于心，敬畏生

命，救死扶伤。 

协和今始为君开 

 
 

7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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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艳伟督导以临床最常见的发放口服药这一护理操作为楔子，层层递进，深入剖析了护理

安全质量管理与患者安全。患者安全应时时警惕和重视，才能不断挖掘冰面下暗藏的危机与隐

患。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保证患者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质量改进一直在路上。 

史冬雷督导带领新护士们回顾了协和百年护理教育，强调了协和精英式护理教育的三基与

三严。并从教学体系、教学方法、考核方式和开展活动等方面，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现代化的

协和特色护理教学。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协和为所有护士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将不断丰

满大家的羽翼，助力飞得更高、更远。 

科技的发展便捷了人们的生活，也敦促着管理模式的完善。薄海欣督导从临床护理信息化

和护理管理信息化两个方面，介绍了我院护理信息化的发展与实践。随着互联网＋护理的发展，

也号召着护士群策群力，共筑高效、智能的护理信息化实践系统。 

下午，霍晓鹏主任系统地为新护士讲解了规范化培训及考核。随着医改不断深化和健康服

务需求提升，对护理工作的服务内涵和外延提出了

迫切需求，也对护士队伍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新护士规范化培训是培养合格临床护士的重要

途径，也是提高临床护理质量、保障医疗安全的有

力举措。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以胜任力为导向，重视

基本理论知识及操作培训，拓展专科理论知识及操

作培训，助力新护士全面快速成长。 

国际医疗部郭羽护士长从细节着手，将护士的职业道德与行为礼仪规范娓娓道来。礼仪是

医院和患者之间架起的友谊桥梁，是塑造医院形象的基础，反映了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既然

我们选择了医学，就必须以一生的忠诚和热情去对待它。 

门诊胡英莉护士长介绍了协和医院门诊的基本情况，从挂号、分诊候诊、诊疗、收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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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治疗、取药等环节，无处不体现了门诊就诊流程优化再造后的便民与高效。疫情期间，门

诊更是多措并举，将防控提升至一级，严密管控的同时，加大互联网诊疗力度，保证患者及时

就诊。 

重症医学科李尊柱护士长以亲身援鄂经历讲解了新冠患者的管理与思考，带大家重回到那

个被冰封的寒冬，看到科学的护理管理模式、事无巨细的重症护理技术，感受到面对重症患者

离世的冲击与无奈，还有护理工作中点点滴滴涌动的温情。 

感染内科专科护士宋晓璟为新护士带来事关职业安全的重要一课——《护士职业危害的因

素及防护》。职业暴露无处不在，发生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应该引起所有人的关注，防微杜渐，

保护患者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 

护理部王巍老师以自身丰富的临床教学经历给大家带了《新护士角色转换与心理调适》一

讲，从学校转换到医院，从学生转换为护士，这一过渡阶段是一个自身快速成长的时期，也是

不断积累经验、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的时期。学会调适，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感受当下，过好当

下。 

最后 2019 年入职员工何小彤分享了过

去一年的经历与成长。短短一年，许多事都

被冠以第一次的称号，而这些弥足珍贵的第

一次，也将成为人生经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眼前的大家，曾经的自己，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要忘了那份曾经赤城的初心。 

金秋九月，乘着秋风前行，沐着暖阳而歌，不辜负每一份热爱，成就更好的未来。从今开

始，协和为君开。 

□护理部 朱佳楠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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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8 日，中华护理学会 29 名评审专家来我院进行口腔、眼科、耳鼻喉头颈外科、

营养支持、糖尿病、传染病、消毒供应、骨科、盆底康复共 9 个新增专科护士临床培训基地的

初审，并进行呼吸、心血管、麻醉、安宁疗护、护理管理共 5 个专科基地的复审工作。 

 

 

 

 

 

 

 

 

 

护理部郭娜主任首先汇报基地建设情况。作为率先在国内开展专科护士培养的医院，北京

协和医院在专科护士选拔和培养、专科门诊建设、线上问诊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多个专科护理水平已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医院同时组建 15 个专科小组，积极进行专

科培训、护理会诊、健康科普等活动，提升全院专科护理水平。 

 

 

 

 

 

 

 

“2020 年中华护理学会专科护士 

临床培训基地评审工作顺利进行 
 

8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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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各评审专家到相应专科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各专科基地的教师、专科护士进行了

授课能力和专科操作能力的考察。 

我院是中华护理学会及北京护理学会共计 28 个专科的临床教学基地，每年承担学会 600

余名专科护士的临床带教工作。近些年，护理部持续加强护理师资培养，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加强带教过程管理，注重专科带教质量管理，及时征集学员意见并对带教基地进行反馈，不断

提升专科带教水平。 

 

我院专科基地建设得到评审专家的高度肯定与赞赏。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协

和护理人将传承协和优良传统，持续推进专科发展，提升护理带教质量，为全国培养并输送更

多优秀的护理人才，带动全国护理学科向前发展！ 

□护理部 潘新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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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9 日，我院南丁格尔志愿服务分队响应市红十字会的号召，积极参加 99 公益

日活动，活动主题是“99 公益，一起公益，一起爱”的捐款。捐款数额 1 元起，重在呼吁大家

一起做个有爱心的人。 通知下发后，各片区护理人员积极响应，短短数日我院共有 859 名护

士参与捐款，捐款数额达 10642 元，我们再一次同心共铸中国心、协和心！ 

 

 

 

□护理部 王巍 供稿 

\ 

 

99 公益  爱心捐款 
9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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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4 日，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各职能科室和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正式由老楼八楼一搬迁至内科楼三段三。新病房共设新生

儿床位 25 张，病区根据标准化设计，温馨舒适、分区合理、设备齐全。 

搬迁前夕，NICU 成立搬迁小组，全体人员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患儿转运团队由 3 名护

士、2 名医生组成，一个团队负责一名患儿的全程转运，团队组长统筹指挥，全体密切配合，

严密观察患儿病情变化，确保转运安全顺利进行，至新病房后密切观察患儿病情，保证治疗护

理不间断。制定应急预案，转运过程中如遇患儿突发病情变化，就近联系科室使用氧气、负压

进行抢救，1 人联系新病房做好抢救复苏准备工作，待患儿稍平稳后迅速转入新病房进行下一

步诊疗。 

14 日上午 7 时 30 分，全体人员准时到岗，交班、查房、治疗，各项临床工作有条不紊。

物品转运团队率先完成暖箱、呼吸机、抢救车等医疗用物的转运工作。患儿接收团队全体成员

至新病房就位，完善接收转运患儿前的准备工作。护理部郭娜主任、妇儿片区多位护士长都来

帮忙。 

 

 

 

 

转运团队老病房合影 

8 时 30 分，患儿转运工作正式开始，经过评估，患儿病情均处于稳定状态，符合转运条

件。根据患儿病情，转运按照“由轻到重”的顺序，各团队依次护送患儿至新病房。9 时许，随

着最后一名 28 周早产宝宝顺利入住新病房，所有患儿的转运工作安全、圆满完成。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顺利搬迁 
 

14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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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中 

 

入住新家的小朋友们 

作为国内最早建立的 NICU 之一，我院 NICU 实力雄厚、梯队完善、设备精良，几十年的

探索与实践，在极低和超低出生体重儿救治方面经验丰富，形成了独有的早产儿系统管理特色。

此次搬迁工作的圆满完成，不仅体现了全院上下的凝聚力，也预示着 NICU 未来的发展与进步。

NICU 全体医护人员也将以此为起点，用更加崭新的面貌、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为新生命

保驾护航！ 

 

 

 

 

 

新老病房全家福 

□NICU  陈妍君 冯淑菊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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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队北京分队组织区域联动活动，来自北京 12

家医院的志愿者们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卫生服务中心，为全院 11 名医护人

员实施精准业务帮扶、为乡镇居民提供精神卫生、中医、内科、外科等多专科义诊、

疾病筛查、急救培训等志愿服务。扎实有效地满足了当地民众的健康需求，进一步

扩大了志愿护理服务队伍的影响力，同时扩大了各医院的影响力。  

我院内分泌科董颖越护士长、安娜专科护士参加了此次活动，她们为社区居民

测血糖、发放指导手册、现场讲解糖尿病防治措施、针对居民的疑问耐心答疑解惑，

收到居民们的一致好评。  

 

   

 

□

□护理部 王巍 供稿 

 

 

妙峰山镇卫生服务中心义诊 
 

19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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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伊始，一场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医院的工作计划、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的

影响和冲击。寒冬之下，我院护理同仁科研热情依旧高涨，仅 2020 年上半年就有 14 篇 SCI

文章见刊。为分享更多科研成果，加强护理科研骨干与新生力量之间的交流，本期专科加油站

特此刊出我院护理同仁于 2020 年上半年发表的 14 篇 SCI 文章摘要，供大家学习参考。 

 

序

号 

第一作

者片区 

第一 

作者 

通讯 

作者 

杂志名称 

影响因子

（2020） 

文章题目 

1 护理部 柳鸿鹏 吴欣娟 
Frontiers in 

Neurology 
2.889 

Effect of Comorbidity Assessed by the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on the Length of Stay and 

Mortality Among Immobile Hemorrhagic Stroke 

Patients Younger Than 50 Years 

2 护理部 柳鸿鹏 吴欣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3.783 

Cost-effectiveness of an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among immobile 

patients with stroke in China: A multicenter study 

3 护理部 

薄海欣 

李依霖 

吴欣娟 

J 

Atheroscler 

Thromb  

3.876 

Assessing the Risk for Development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among Chinese Patients using the 

2010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Model: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 

4 护理部 

王钰 

朱丽筠 

吴欣娟 
Sleep 

Medicine 
3.083 

Association of insomnia disorder with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oor mental health 

in COVID-19 inpatients in China 

5 护理部 

焦静 

王钰 

吴欣娟 

徐涛 

BMC 

Geriatr  
3.077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for frailty 

among elder patients in China: a multicentre 

cross-sectional study 

2020 年上半年发表 SCI文章摘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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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儿科 王亚静 李杨 
J Spec 

Pediatr Nurs  
1.154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ccurrence of neonatal 

procedural pain 

8 内科 

李香风 

徐文帅 

张路 

祖亦 

徐凯峰 
Orphanet J 

Rare Dis  
3.523 

Effects of yoga on exercise capacity in patients 

with lymphangioleiomyomatosis: a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9 内科 李香风 赵红 
J Contin 

Educ Nurs  
0.765 

Effects of Training-for-Transformation Program 

on TB/MDR-TB Develop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n China 

10 外科 张毅 幸兵 
Sleep 

Medicine 
3.038 

Sleep quality in acromegaly and changes after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11 外科 张毅 幸兵 
Int J 

Endocrinol  
3.690 

Pre- and Postoperative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Nonfunctioning and Secretory Pituitary 

Adenomas and an 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12 内科 

李森 

房云海 

李魁星 Haemophilia  2.990 

Bleeding assessment in haemophilia carriers-High 

rates of bleeding after surgical abortion and 

intrauterine device placement: A multicentre 

study in China 

13 外科 孙建华 王小亭 Crit Care  6.407 
Nurse-performed ultrasound: a new weapon 

against COVID-19 

14 外科 张帆 郭海凌 
Aesthetic 

Plast Surg  
1.798 

Different Types of Breast Deformity Induced by 

Two Types of Polyacrylamide Hydrogel and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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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orbidity Assessed by the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on 

the Length of Stay and Mortality Among Immobile Hemorrhagic 

Stroke Patients Younger Than 50 Years 

护理部  柳鸿鹏  吴欣娟* 曹晶  焦静  朱晨  宋葆云  金静芬  刘义兰  温贤秀  成守珍 

Abstract  

Objective: The burden of comorbidity among young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is high.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comorbidity on the length of stay (LoS) and mortality among immobile 

hemorrhagic stroke patients younger than 50 yea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post-hoc analysis study design was used. A total of 767 

younger adults (mean age 41.64 ± 8.16 years) hospitalized for hemorrhagic stroke between 

November 2015 and July 2017 were evaluated. All-cause mortality was recorded for 90 days after 

admissi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death occurred before or after discharge. Comorbidity was assessed 

using the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 categorized as low (0-1) and high (≥2).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CI and LoS. Survival was 

evaluated with Kaplan-Meier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s: The mean CCI of all patients was 1.25 (SD ± 0.79) and median was 1.0 (IQR 1, 1). The 

average LoS for patients with a low CCI was 17.73 (± 11.59) days compared with 19.49 (± 15.21) 

days in those with a high CCI (P = 0.142). The mortality rate was 6.0% (12.10% for high CCI vs. 

4.82% for low CCI, P = 0.002). After controlling for confounders, high CCI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longer Lo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0.825, 95% CI -1.155 to 2.805; P = 0.413), whereas high CCI wa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likelihood of death than a low CCI (hazard ratio 3.417, 95% CI 1.626 to 

7.180; P = 0.001).  

Conclusions: High global comorbidity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hort-term mortality but not 

with LoS. Measures to manage comorbidities aimed at reducing negative clinical impacts of stroke 

among younger adults are warranted.  

Keywords 

Chines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comorbidity; hemorrhagic stroke; length of stay; mortality;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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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harlson 合并症指数评估 50 岁以下的卧床出血性 

脑卒中患者的合并症与住院时间及死亡率关系的研究 

【摘要】 

目的：中国的脑卒中流行病学呈现年轻化趋势，年轻的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合并症负担极为沉

重。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合并症对 50 岁及以下的卧床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住院时间及死亡率

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7 月因出血性脑卒中入院治疗的的 767 名年轻

成年人（平均年龄 41.64±8.16 岁）。 患者入组后记录 90 天的全因死亡率（无论死亡是发生于

院内或院外）。 使用 Charlson 合并症指数（CCI）评估合并症，分为两组：0-1 组低分组和≥2

高分组。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 CCI 和 LoS（住院时长）之间的关联，使用 Kaplan-Meier

和 Cox 回归分析评估生存率。 

结果：研究对象的的平均 CCI 为 1.25（SD±0.79），中位数为 1.0（IQR 1，1）。 CCI 低的患者

的平均 LoS 为 17.73（±11.59）天，而 CCI 高的患者的平均 LoS 为 19.49（±15.21）天（P = .142）。 

死亡率为 6.0％（高 CCI 为 12.10％，低 CCI 为 4.82％，P = .002）。 在控制混杂因素之后，高

CCI 与更长的 LoS 无关（回归系数 0.825，95％CI（-1.155，2.805）， P = .413），而与低 CCI

相比，高 CCI 与更大的死亡可能性相关（危险比为 3.417，95％CI （1.626，7.180）， P ＝ .001）。 

结论：合并症 CCI≥2 与患者的短期死亡率增加相关，与住院时长不相关。 因此，有必要及早

对合并症进行干预以降低合并症对年轻出血性脑卒中患者临床结局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 

出血性脑卒中；脑血管疾病；合并症；死亡率；住院时间；年轻患者；中国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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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effectiveness of an intervention to improve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among immobile patientswith stroke in China: 

A multicenter study 

护理部  柳鸿鹏  吴欣娟*  朱大伟  宋葆云  金静芬  刘义兰  温贤秀  成守珍 

Abstract 

Background: While a nurs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for immobile patients with stroke can improve 

clinic outcomes,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se interventions.  

Objective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for immobile patients with stroke in China.  

Design: A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alongside a pre-test/post-test (before and after) study was 

undertaken from a health care perspective.  

Settings: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from 25 hospitals among six provinces or municipal cities in 

ea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Zhejiang province, and Beijing municipal city),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and central (Henan province and Hubei province) China.  

Participants: A total of 7,653 immobile stroke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our sample. Patients in 

routine care settings were recruited from November 2015 to June 2016, and the recruitment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patients was from November 2016 to July 2017.  

Methods: To adjust for potential bias from confounding variables, the 1:1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yielded matched pairs of 2,966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care group and 2,966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ciodemographic o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wo groups.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3 months after enrolment in the study. Total 

healthcare cost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the health outcom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measured using the EuroQol five-dimensional 

questionnaire (EQ-5D) instrument and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measured by the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with a time horizon of 3 months.  

Results: Compared to routine care,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decreased the total costs of stroke 

patients by CN¥4,60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7050, -2151]), while increasing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0.009 (95% CI: [0.005, 0.013]). The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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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3 months was CN¥-517,011 per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95% CI: [-1,111,442, -203,912]). 

Subgroup analysis reveals that both th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cost effectivenes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or ischemic patients and tertiary hospitals patients while for hemorrhagic patients and 

non-tertiary hospital patients only th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s: Findings from this first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in immobile stroke patien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an intervention program provided significant cost saving, but mainly in ischemic 

patients and tertiary hospital patients. Wider adoption of such programs may be a sensible approach 

to reducing the burden of stroke and for immobile patients more generally.  

Keywords 

Cost-effectiveness;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Multicenter study; Nursing; Propensity score; 

Stroke. 

规范化护理方案用于改善卧床脑卒中患者 

护理质量的成本-效用分析 

【摘要】 

背景：既往研究已经证实针对卧床脑卒中患者实施规范化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

但是护理干预措施的卫生经济学效果仍待探讨。 

目的：本研究的目标是评估规范化护理方案应用于卧床脑卒中患者的成本-效用。 

设计：从卫生保健的角度结合历史前后对照研究进行了的成本-效用分析。 

地点：研究对象来自中国六个省或市的 25 家医院：东部（广东省、浙江省和北京市），西部（四

川省）、中部（河南省和湖北省）。 

对象：共计 7,653 例卧床脑卒中患者纳入本研究，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2015 年 11

月——2016 年 6 月）；干预组患者接受规范化护理干预（2016 年 11 月——2017 年 7 月）。 

方法：为了克服时间趋势和患者特征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偏倚，本研究使用倾向性评分对两组患

者进行匹配，最终纳入 5,932 例患者。在患者入组的第三个月进行随访。成本信息由医院信息

系统导出，生命质量使用 EuroQol五维问卷（EQ-5D）进行测量，卫生经济学效果通过比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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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成本-效用比进行评价。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患者的住院费用下降了 4600 元[95%CI: -7050, -215]，增加的质

量调整生命年为 0.009 [95%CI: 0.005, 0.013]；3 个月的增量成本效果比为-517,011/QALY 

[95%CI: -1111442, -203912]。亚组分析显示规范化护理方案应用于卧床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和三

级医院的卧床患者中效果显著，在卧床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和非三级医院的卧床患者生命质量方

面改善明显。 

结论：这是中国首个评价护理方案应用于卧床患者的成本-效用分析文章，提示实施规范化的

护理干预能够降低患者的住院成本，尤其是卧床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及三级医院的患者群体。未

来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此类护理方案有助于降低中国脑卒中的疾病经济负担。 

【关键词】 

成本-效用分析；护理；脑卒中；生命质量；倾向性评分；多中心研究 

 

 

Assessing the Risk for Development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among 

Chinese Patients using the 2010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Model: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 

护理部  薄海欣  李依霖  刘戈  马玉芬  李真  曹晶  刘莹  焦静  李佳倩  李芳芳  

 柳鸿鹏  朱晨  刘华平  宋葆云  金静芬  刘义兰  温贤秀  成守珍  吴欣娟* 

Abstract  

Aim: We sought to validate the 2010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model (RAM) in risk stratification for 

deep vein thrombosis (DVT) prophylaxis among Chinese bedridden patients.  

Methods: We performed a prospective study in 25 hospitals in China over 9 months. Patients were 

risk-stratified using the 2010 Caprini RAM.  

Results: We included a total 24,524 patients. Fresh DVT was found in 221 patients, with overall 

incidence of DVT 0.9%. We found a correlation of DVT incidence with Caprini score accor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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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stratification (χ2 =196.308, P＜0.001). Patients in the low-risk and moderate-risk groups had 

DVT incidence ＜0.5%. More than half of patients with DVT were in the highest risk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low-risk group, risk was 2.10-fold greater in the moderate-risk group, 3.34-fold 

greater in the high-risk group, and 16.12-fold greater in the highest-risk group with Caprini scores ≥ 

9.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as 0.7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71-0.78; P＜0.01) for all patients. A Caprini score of ≥ 5 points was considered the criterion of a 

reliably increased risk of DVT in surgical patients with standard thromboprophylaxis. Predicting 

DVT using a cumulative risk score ≥ 4 is recommended for nonsurgical patients.  

Conclusions: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2010 Caprini RAM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to stratify 

hospitalized Chinese patients into DVT risk categories, based on individual risk factors. 

Classification of the highest risk levels using a cumulative risk score ≥ 4 and ≥ 5 provides 

significantly greater clinical information in nonsurgical and surgical patients, respectively.  

Keywords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model; Deep venous thrombosis; Risk stratification; Validation study; 

Venous thromboembolism. 

采用 2010 版 Caprini 风险评估工具评估中国患者 

发生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 

【摘要】 

目的：在中国卧床患者人群中，验证 2010 版 Caprini 风险评估工具对深静脉血栓（DVT）的风

险分层的有效性。 

方法：我们用了 9 个月的时间在中国 25 家医院进行了前瞻性研究，使用 2010 版 Caprini 风险

评估工具对患者进行风险分层。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24524 名患者，新发 DVT 为 221 人，DVT 总体发生率为 0.9%。DVT 发

生率与 Caprini 评分的风险分层是相关联的(χ2=196.308, P<0.001)。低危组和中危组患者 DVT

发生率均＜0.5%。半数以上的 DVT 患者均在极高危组。就 OR 值来看，中危组发生 DVT 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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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是低危组的 2.10 倍，高危组发生 DVT 的危险性是低危组的 3.34 倍，极高危组发生 DVT

的危险性是低危组的 16.12 倍。在总体人群中，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4（95%CI, 0.71-0.78; 

P<0.01）。对于接受了标准预防措施的手术患者，Caprini 评分≥5 分可认为是 DVT 风险增高的

标准，对于非手术患者，推荐采用 Caprini 评分≥4 来预测 DVT 的发生。 

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个体风险因素，2010 版 Caprini 风险评估工具可有效用于我国卧床

患者的DVT风险预测和分层。Caprini评分≥4分和≥5分分别为非手术患者和手术患者识别DVT

高危患者提供了有价值的临床信息。 

【关键词】 

Caprini 风险评估工具；深静脉血栓；危险分层；验证研究；静脉血栓栓塞 

 

 

Association of insomnia disorder with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oor mental health in COVID-19 inpatients in China 

护理部  王钰  朱丽筠  马玉芬  薄海欣  邓海波  曹晶 

王颖  王晓杰  徐园  鲁乔丹  汪辉  吴欣娟* 

Abstract  

Purpose: To examine insomnia disorder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oor 

mental health in 2019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inpatients in Wuhan, China.  

Design: and Methods: A total of 484 COVID-19 inpatients in Wuhan Tongji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interviewed with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tools. Insomnia disorder was measured b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ISI-7), a total score of 8 or more was accepted as the 

threshold for diagnosing insomnia disorder.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insomnia disorder in the whole sample was 42.8%.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emale gender, younger age, and higher fatigue and anxiety severity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insomnia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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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Given the high rate of insomnia disorder status among COVID-19 inpatients in Wuhan, 

China,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follow-up assessments and appropriat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insomnia disorder are needed in this population.  

Keywords 

COVID-19 inpatients; Insomnia disorder; Mental health. 

中国 COVID-19 住院患者失眠症 

与社会人口因素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 

【摘要】 

研究背景与目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影响到全球，其治疗和病情的不确定性，不仅给患

者带来生理上的痛苦，还会影响心理健康。失眠症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体验，通常与认知障碍、

情绪障碍和疲劳有关。目前缺乏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患者失眠症的患病率及相关影响因素

调查。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患者失眠症及其与社会人口学因素和心理

健康状况的关系。 

方法：选择武汉同济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患者 484 例，采用标准化评估工具进行调查。

采用中国版失眠严重指数量表评定失眠症，以总分≥8 分作为诊断失眠症的阈值。 

结果：本研究样本中，失眠症的患病率为 42.8%。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年龄较

小、疲倦和焦虑程度较高的患者更易发生失眠症。 

结论：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患者中，失眠症的发生率较高，需要对该类人群进行失眠

症的随访评估和适当的心理干预。 

【关键词】 

COVID-19 患者；失眠症；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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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for frailty  

among elder patients in China: a multicentre cross-sectional study 

护理部  焦静  王钰  朱晨  李芳芳  朱鸣雷  温贤秀  金静芬   

汪晖  吕冬梅  赵生秀  吴欣娟*  徐涛* 

Abstract  

Background: To date, most previous studies of frailty among hospitalized elderly Chinese patients 

have been conducted based on small samples, which cannot represent the elderly patient popul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prevalence of and risk factors for frailty among elderly 

patients in China.  

Study design and setting: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surveyed 9996 elderly patients from 6 

tertiary-level hospitals in China. The prevalence of frailty among patients from selected wards was 

surveyed by trained investigators. A mixed-effects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se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railty among elderly patients.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all subjects was 72.47 ± 5.77 year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frailty in this 

study was 18.02%. After adjustments were made for the confounding effect of the clustering of 

hospital wards, a mixed-effects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associated factors of frailty 

included the following: age (OR: 1.016, 95% CI: 1.012-1.020), BMI < 18.5 (OR: 1.248, 95% CI: 

1.171-1.330), female gender (OR: 1.058, 95% CI: 1.004-1.115), ethnic minority (OR: 1.152, 95% CI: 

1.073-1.236), admission to hospital by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R: 1.104, 95% CI: 1.030-1.184), 

transit from another hospital (OR: 1.159, 95% CI: 1.049-1.279), former alcohol use (OR: 1.094, 95% 

CI: 1.022-1.171), fall history in the past 12 months (OR: 1.257, 95% CI: 1.194-1.323), vision 

dysfunction (OR: 1.144, 95% CI: 1.080-1.211), cognition impairment (OR: 1.182, 95% CI: 

1.130-1.237), sleeping dysfunction (OR: 1.215, 95% CI: 1.215-1.318), urinary dysfunction (OR: 

1.175, 95% CI: 1.104-1.251), and defecation dysfunction (OR: 1.286, 95% CI: 1.217-1.358).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some of the following protective effects: BMI > 28 (OR: 0.897, 95% CI: 

0.856-0.940); higher education level, including middle school (OR: 0.915, 95% CI: 0.857, 0.977) 

and diploma and above (OR: 0.891, 95% CI: 0.821, 0.966); and current alcohol use (OR: 0.869, 95% 

CI: 0.815, 0.927).  

Conclusion: We identified a relatively high prevalence of frailty among elderly patients, and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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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everal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the population derived from this investigation of a large-scale, 

multicentr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Chinese elderly inpatient population.  

Keywords 

Associate factors; Elderly patients; Frailty; Prevalence. 

我国老年患者衰弱患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一项多中心横断面调查 

【摘要】 

研究背景及目的：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失能、半失能、慢性病老年人的数量

持续增长，对老年人的照料问题也日益突出。衰弱是一种常见且重要的老年综合征，是指一组

由机体退行性病变和多种慢性疾病损害累积引起的机体易损性增加的综合征。研究显示，衰弱

是老年人不良健康后果的重要预测指标。本研究目的是描述我国三级医院住院老年患者衰弱现

况，探讨影响衰弱的相关因素。 

方法：于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全国六个地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

西北）各选取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对 9996 名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住院患者进行调查。由经过统

一培训的调查员对入组患者进行调查，评估并记录患者一般信息、疾病相关信息、衰弱状态及

营养状态等信息。 

结果：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72.47 ± 5.77 岁，老年住院患者衰弱发生率为 18.02%。在

控制了科室聚集效应的混杂作用后，应用混合效应 Poisson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年龄、BMI＜18.5、女性、少数民族、急诊入院或由外院转诊入院、过去 12 个月内有跌倒

史，以及视力、睡眠、认知障碍等的患者，其衰弱发生的风险更高。同时，结果也显示了 BMI > 28、

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目前饮酒是保护因素。 

结论：老年住院患者衰弱发生率较高，衰弱的发生情况与多种因素相关，应加强老年患者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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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和管理，进行早期识别、早期干预。 

【关键词】 

相关因素；老年患者；衰弱；发生率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ccurrence of neonatal procedural pain 

儿科  王亚静  李杨*  孙静  冯淑菊  连冬梅  薄海欣  李正红 

Abstract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the occurrence of neonatal procedural pain 

and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frequency of painful procedures.  

Design: A descriptive prospective epidemiologic study.  

Setting: NICU at a general hospital in China.  

Methods: A demographic and diagnosis or illness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an occurrence of 

procedural pain questionnai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is study were used to record the current 

status of neonatal procedural pain. The neonatal infant pain scale (NIPS) was used to measure pain 

intensity.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requency of painful procedures.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neonates experienced a total of 16,840 painful procedures. Each 

neonate was exposed to a median (IQR) of 66.5(27,154.75) painful procedure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a median (IQR) of 13(11, 19) painful procedures. All 27 different procedures were considered 

painful, and 70.37% (19/27) of these procedures caused severe pain. Overall, the mean NIPS score of 

the 27 procedures was 5.04 ± 1.52 with a range from 0 to 7. Respiratory support, ag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requency of painful procedures.  

Conclusions: NICU neonates experience pain at a high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during 

hospitalization. Respiratory support, ag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requency of painful procedures. Strategies are neede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Keywords 

influencing factors;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occurrence; procedural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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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患儿操作性疼痛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摘要】 

目的：了解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患儿操作性疼痛的发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

新生儿疼痛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和临床参考。 

设计：描述性研究。 

地点：中国某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NICU 收治的新生儿 120 例为研究对象，应用自行设计的患儿一

般情况和疾病情况调查表、患儿操作性疼痛发生状况调查表，以床旁观察的方法，记录住院期

间因诊断、治疗、护理需要而接受的致痛性操作情况，应用中文版新生儿疼痛量表对患儿致痛

性操作疼痛程度进行评分。 

结果：120 例患儿住院期间经历致痛性操作共 16840 例次，患儿致痛性操作次数的中位数为 66.5

（27，154.75）次，每天的中位数为 13（11，19）次。所列 27 项操作均能引起患儿疼痛， 70.37% 

(19 项)的操作能引起患儿重度疼痛。患儿住院期间接受操作性疼痛平均分为 5.04±1.52 分。经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得出，住院天数、有无呼吸支持和住院当天日龄是影响致痛性操作频次

的主要因素。 

结论：NICU 患儿住院期间经历的致痛性操作频次多、疼痛程度高，亟需临床医护人员重视并

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降低患儿疼痛程度。住院天数、有无呼吸支持和住院当天日龄是影响致痛性

操作频次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影响因素；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发生；操作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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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yoga on exercise capacity in patients with 

lymphangioleiomyomatosis: a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免疫内科二病房  李香风  徐文帅  张路  祖亦  李昱  杨燕丽   

相应  相云  陈玲  刘薇  陈丽霞  徐凯峰*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yoga on exercise capac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lymphangioleiomyomatosis (LAM), a rare cystic lung disease in women.  

Patients and methods: This was a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conducted in Beijing, China 

(August 27, 2017 - April 26, 2018). Twenty-six participants were allocated to the intervention (yoga) 

group (n = 13) or control group (n = 13). The yoga intervention involved a 24-week program of yoga 

class training for 90 min once a week and no fewer than 2 at-home sessions per week (at least 15 min 

per session). The 6-min walking distance (6MWD), lung function, serum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D (VEGF-D) levels, quality of life, and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measured at 

baseline, 12-week and 24-week follow-up. An incremental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 was 

conducted at baseline and the 24-week follow-up.  

Results: Eleven patients completed the yoga training program. The yoga group exhibited 

improvements in the following outcomes versus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6MWD (+ 55 ± 29 m vs 

+ 18 ± 49 m, P = 0.04), anaerobic threshold (3.4 ± 2.4 ml/min/kg vs 1.6 ± 1.4 ml/min/kg, P = 0.035) 

and peak work load (11.7 ± 14.6 W vs 0.2 ± 9.1 W, P = 0.027).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eak oxygen consumption (VO2peak), lung function, VEGF-D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yoga and control groups. No adverse effects were found in the yoga group.  

 

 

Conclusion: Yoga is a feasible and safe intervention for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and potentially 

improves exercise capacity in patients with LAM.  

Keywords 

Exercise capacity; Lymphangioleiomyomatosis;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Y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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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对淋巴管平滑肌瘤患者运动能力的影响: 

一项非随机对照研究 

【摘要】 

目的：探讨瑜伽对 LAM 患者的心肺运动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采用非随机对照研究，选取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就诊且居住北京符合入选

标准的患者 26 名，对照组和瑜伽组各 13 名。瑜伽组患者接受 24 周的瑜伽课程（每周一次 90

分钟的课堂练习，每周大于 2 次，每次不低于 15 分钟的家庭练习）。在患者入组时、12 周及

24 周时分别测量患者 6 分钟步行距离、肺功能、血 VEGF-D 水平、生活质量、焦虑抑郁水平。

入组时和第 24 周时测量患者的心肺运动能力。 

结果：瑜伽组共 11 名患者完成了研究。跟对照组比较，瑜伽组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6MWD (+55±29 m vs +18±49 m, P=0.04), 无氧阈(3.4±2.4 ml/min/kg vs 1.6±1.4 ml/min/kg, 

P=0.035) ，峰值工作负荷 (11.7±14.6 W vs 0.2±9.1 W, P=0.027)。两组在 VO2 峰值, 肺功能、

VEGF-D 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均没有差异。瑜伽组无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瑜伽是一项简单可行、安全，可以改善 LAM 患者运动功能的干预。 

【关键词】 

淋巴管肌瘤病；肺康复；瑜伽；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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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raining-for-Transformation Program on TB/MDR-TB 

Develop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n China 

免疫内科二病房  李香风  赵红*  郭爱敏  Carrie Tudor  田策 

Abstract  

Background: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the Training-for-Transformation (TFT) program on 

tuberculosis (TB)/multidrug-resistant TB (MDR-TB) in China.  

Method: Participants who received training from 2009 to 2017 (n = 230) were invited to complete 

an online survey us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Results: A total of 130 (56.5%) trainees completed the survey for a valid response rate of 70% (91 of 

130).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created a schedule and offered a TFT program on TB/MDR-TB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 clients, and communities by a variety of methods that included brainstorming, 

group work, and role-play, in addition to lectures. The most important supporting factors to train 

others were related to opportunity and managers' support, and the biggest barriers were lack of space 

and time. Trainees also made changes to practices that influenced the way nurses worked within their 

institution, infection control, team cooperation, extended care, and nurses' attitudes toward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TFT program led to ongoing training provision and practical improvements, and 

can transform attitudes, practices, and changes in patient care.  

国际护士会发起的结核及耐多药结核师资培训项目 

在中国护士中的培训效果调查研究 

【摘要】 

目的：探讨国际护士会发起的结核及耐多药结核师资培训项目在中国护士中的效果。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法，选择 2009 年～2017 年间参与结核病培训项目的 230 名护士进行在

线问卷调查。研究问卷自行设计。 

结果：共有 91 名护士完成了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参与者都制定了计划，并通过头脑风暴、小

组工作和角色扮演等多种方法，为卫生保健提供者、患者和社区提供了结核病/耐多药结核病

TFT 方案。培训他人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与机会和管理者的支持有关，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空间和



      
 

 

 
 

38 

身边的护理 SCI 

时间。学员们还改变了护士在其机构内工作的方式、感染控制、团队合作、延续护理和护士对

病人的态度的做法等。 

结论: TFT 项目带来了持续的培训提供和实际的改进，并能改变病人护理的态度、做法和变化。 

 

 

Sleep quality in acromegaly and changes after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神经外科  张毅  郭晓鹏  郭金竹  王立君  赵海艳  王燕燕  王吉珂  孙雪飞 

姜雯雯  刘戈  肖志源  丛楠  祁建伟  韩诗远  王子豪  高路 

包新杰  冯铭  姚勇  邓侃  连伟  幸兵* 

Abstract  

Objective: To elucidate the sleep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s related to either good or poor 

sleep quality in acromegaly patients before surgery and to explore sleep quality changes after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and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se changes.  

Methods: W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39 acromegaly patients and 78 patients with nonfunctioning 

pituitary adenomas. Scales for anxiety, depression, disease stigma and nasal condition were 

evaluated.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before surgery 

as well as one month and three months after surgery.  

Results: A higher percentage of acromegaly patients had poor sleep quality compared to controls 

(35.9% vs. 5.1%, p < 0.001). In addition, acromegaly patients experienced worse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 extended sleep latency, increased sleep disturbance and decreased daytime functioning. 

Higher scores for anxiety, disease stigma and sinonasal outcomes were correlated with worse sleep 

quality in acromegaly patients. At one month after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we found worse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 extended sleep latency, shortened sleep duration, impaired sleep efficiency 

and increased sleep disturbance in acromegaly patients. At three months postoperatively, most 

impaired PSQI domains in acromegaly patients recovered to preoperative levels. The use of soluble 

gauze was related to decreased sleep quality at one month after surgery and sever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related to improved sleep quality at three months after surgery.  



      
 

 

 
 

39 

身边的护理 SCI 

 

Conclusions: Sleep quality was reduced in acromegaly patients. Moreover, sleep quality initially 

worsened after surgery but later recovered. Emotional problems and the use of soluble gauze were 

related factors.  

Keywords 

Acromegaly; Emotional problems;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leep quality;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肢端肥大症患者的睡眠质量及其经蝶手术后的变化： 

一项前瞻性纵向研究 

【摘要】 

目的：了解肢端肥大症患者术前睡眠质量特点及与睡眠质量有关的临床因素，探讨经蝶垂体腺

瘤切除术后患者睡眠质量的变化及相关因素。 

方法：前瞻纳入 39 例肢端肥大症患者和 78 例性别年龄匹配的无功能垂体腺瘤患者，分别于术

前、术后 1 个月和术后 3 个月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进行睡眠质量评估，同时评估患

者的焦虑状态、抑郁状态、病耻感和鼻腔状况。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肢端肥大症患者睡眠质量差的比例更高(35.9% vs. 5.1%， P < 0.001)。

此外，肢端肥大症患者的主观睡眠质量更差，睡眠潜伏期延长，睡眠干扰增加，白天正常工作

能力下降。在肢端肥大症患者中，焦虑状态、病耻感和鼻窦状态差与睡眠质量较差相关。在行

经蝶窦垂体腺瘤切除术后一个月，发现肢端肥大症患者的主观睡眠质量变差，睡眠潜潜期延长，

睡眠时间缩短，睡眠效率降低，睡眠障碍增加。而在术后 3 个月，肢端肥大症患者中大部分受

损的 PSQI 区域恢复到术前水平。使用可溶性纱布与术后 1 个月睡眠质量下降有关，术前已存

在焦虑和抑郁与术后 3 个月睡眠质量的改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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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肢端肥大症患者睡眠质量下降。经蝶窦垂体腺瘤切除术后睡眠质量最初出现恶化，但随

后在 3 个月时恢复。患者术前心理状态及术中使用可溶性纱布与术后睡眠质量恢复相关。 

【关键词】 

肢端肥大症；焦虑；抑郁；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睡眠质量；经蝶垂体腺瘤切除术 

 

 

Pre- and Postoperative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Nonfunctioning 

and Secretory Pituitary Adenomas and an 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神经外科  张毅  郭晓鹏  王立君  郭金竹  赵海艳  孙爽  孙燕霞  许冬蕊 

王子豪  高路  冯铭  幸兵 

Abstract  

Purpose: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adenomas, explore the postoperative reversibility of impaired health status, and assess the 

impact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hormone level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disease stigma on health 

status.  

Methods: W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147 and 138 patients with nonfunctioning and secretory 

pituitary adenomas, respectively. Health status was evaluated in 8 domains using the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 before and 3 months after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nd the Stigma Scale for Chronic Illnes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population reference values, general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ocial functioning, and role limitations due to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problems were all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impaired in the adenoma patients. Health status was worse in patients with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 secreting and growth hormone- (GH-) secreting adenomas 

than in patients with nonfunctioning adenomas. Among the patients, 11.6% had anxiety and 30.9% 

had depression. Higher scores for anxiety, depression, and disease stigma; older age; higher body 

mass index; and tumor recurrence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health status impairment in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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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st one domain. Physical function impairment and role limitations caused by physical health 

problems became worse after surgery, whereas the mental component of health status remained the 

same.  

Conclusion: Health status was impaired in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adenomas, especially secretory 

adenomas. Physical function and role limitations were worse 3 months after surgery than before 

surgery. Mental problems, old age, obesity, and tumor recurrence reduced health status. 

垂体腺瘤患者术前、术后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了解垂体腺瘤患者的术前健康状况特点，探讨术后健康状况受损的可逆性，评估临床特

征、激素水平、焦虑、抑郁、病耻感对患者健康状况的影响。 

方法：前瞻性纳入 147 例无功能垂体腺瘤患者和 138 例分泌性垂体腺瘤患者。通过 36 项简短

的健康调查（SF-36 量表），对患者 8 个领域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另外，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和慢性病病耻感量表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 

结果：与健康人群相比，垂体腺瘤患者的一般身心健康、社会功能以及因身心健康问题造成的

角色限制均明显受损。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垂体腺瘤和生长激素(GH)垂体腺瘤患者的健

康状况较无功能腺瘤患者差。垂体腺瘤患者中 11.6%出现焦虑，30.9%出现抑郁。焦虑、抑郁

和病耻感得分高、老年、较高的身体质量指数、肿瘤复发是患者健康状况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

由身体健康问题引起的生理功能障碍和角色限制在手术后近期会一过性变得更差，而心理健康

状况在术后保持不变。 

结论：垂体腺瘤，特别是分泌性垂体腺瘤患者的健康状况受到损害。术后 3 个月，患者的生理

功能及角色限制相关的健康状态较术前差。焦虑、抑郁、老年、肥胖和肿瘤复发会使患者健康

状况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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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eding assessment in haemophilia carriers-High rates of bleeding 

after surgical abortion and intrauterine device placement:  

A multicentre study in China 

血友病门诊  李森  房云海  李莉  Adrienne Lee  Man-Chiu Poon   

赵永强  张心声  王书杰  程彦  李魁星* 

Abstract  

Introduction: An increased bleeding tendency has been shown in female haemophilia carriers 

compared to healthy females. Bleeding assessment tools (BATs) have mainly been performed in 

western cultures. It is unclear how they perform in populations with different healthcare, 

health/wellness concepts and awareness, as well as family planning practices.  

Aim: To (a) describe and compare the bleeding symptoms in carriers with healthy females, 

particularly for bleeding after surgical abortion and intrauterine device (IUD) placement which are 

performed frequently for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b) quantify score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 Bleeding Assessment Tool (ISTH-BAT) and Chinese-BAT (C-BAT) 

developed to include surgical abortion and IUD placement as separate categories in Chinese 

haemophilia carriers; (c) correlate bleeding scores (BS) with factor level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multicentre,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obligate haemophilia carriers and 

healthy controls using ISTH-BAT and C-BAT.  

Results: We enrolled 125 haemophilia carriers and 106 controls. Carriers, compared to control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median BS (3 vs 1 by both ISTH-BAT and C-BAT) and lower factor level (63.5 

vs 101.8 IU/dL). Bleeding after surgical abortion and IUD placeme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arrier status. Bleeding scores from neither ISTH-BAT nor C-BAT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factor levels.  

Conclusion: Haemophilia carriers in China experienced abnormal bleeding. Unique to the Chinese 

carriers is significant bleeding after surgical abortion (3rd highest incidence of bleeding symptom) 

and IUD placement (4th highest). However, both ISTH-BAT and C-BAT exhibited no correlation  

between BS and factor levels in this population and neither could identify carriers with low factor 

level (of <50 IU/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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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hinese-BAT; ISTH-BAT; IUD placement; bleeding; haemophilia carriers; surgical abortion. 

血友病携带者的出血评估 

—手术流产和宫内节育器放置后高出血率： 

中国的一项多中心研究 

【摘要】 

简介：与健康女性相比，女性血友病携带者的出血倾向有所增加。出血评估工具（BATs）主

要是在西方文化框架下进行的。目前尚不清楚它们在具有不同保健，健康/保健概念和认知以

及计划生育实践的人群中的表现。 

目的：（a）描述和比较健康女性和携带者的出血症状，尤其是在中国计划生育中经常进行的手

术流产和放置宫内节育器（IUD）后的出血；（b）量化国际止血血栓协会的出血评估工具

（ISTH-BAT）和中文-BAT（C-BAT）的分数，将手术流产和宫内节育器放置评分作为中国血

友病携带者的单独类别；（c）将出血评分（BS）与因子水平相关联。 

方法：我们使用 ISTH-BAT 和 C-BAT 对肯定的血友病携带者和健康对照者进行了多中心横断

面研究。 

结果：我们招募了 125 名血友病携带者和 106 名健康女性对照。与对照组相比，携带者的 BS

中位数显著升高（ISTH-BAT 和 C-BAT 均为 3：1）和因子水平显著降低（63.5：101.8 IU / dL）。

手术流产和放置宫内节育器后出血在携带者人群中显著相关。新的 ISTH-BAT 和 C-BAT 的出

血评分均与因子水平显著相关。 

结论：中国的血友病携带者经历了异常的出血。在中国血友病携带者中发现手术流产后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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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症状发生率第三高）和宫内节育器放置（第四高）。但是，ISTH-BAT 和 C-BAT 在该人 

群中均未显示 BS 与因子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也未明确于携带者低因子水平（<50 IU / dL）相

关。 

【关键词】 

中文版-BAT；ISTH-BAT；放置宫内节育器；出血；血友病携带者；手术流产 

 

 

Nurse-performed ultrasound: a new weapon against COVID-19 

重症医学科  孙建华  李奇  王小亭  孙大为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nurses were critical to saving patients’ lives and improving medical 

outcomes. Because the disease was highly contagious,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gloves were worn in 

nursing practice. Many procedures, such as peripheral vein puncture and blood collection, were 

difficult to do. Ultrasound was being performed by doctors to guide hemodynamic monitoring and 

lung evaluation in ICU. Besides, nurses could use ultrasound to solve difficulties in nursing, such as 

ultrasound-guided vascular puncture, chest physical therapy, and gastric residual volume (GRV) 

measurement (Fig. 1). Ultrasound was making nursing easier in critically care. In this letter, we 

summarize the application of ultrasound in patients of COVID-19. 

由护士进行的超声操作:对抗 COVID-19 的新武器 

在 COVID-19 疫情爆发期间，护士在挽救患者生命和改善医疗结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由于该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在护理实践中必须穿戴防护服和手套。许多操作，如外周静脉穿

刺和采血十分困难。在 ICU，医生使用超声指导血流动力学的监测。此外，超声还可以解决护

理中遇到的困难，如超声引导下的血管穿刺、胸部物理治疗、胃残余体积(GRV)测量等。超声

可以使危重护理的护理更加容易。在这封信中，我们总结了超声在 COVID-19 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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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Types of Breast Deformity Induced by Two Types of 

Polyacrylamide Hydrogel and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乳腺外科  张帆  王晓杰  郭海凌 

Abstract  

Background: Polyacrylamide hydrogel (PAAG) was once used as an important injection for breast 

augmentation though it has been bann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Secondary breast 

deformity after removing PAAG poses a challenging problem.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ypes of breast deformity induced by two types of PAAG based on MRI examination and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strategies.  

Methods: From 2008 to 2017, 300 patients with the history of injectable PAAG were reviewed. 

From their medical history, two types of PAAG injections were imported Interfall and domestic 

Amazingel, 182 patients received Interfall injection and 118 patients received Amazingel injection. 

MRI was used as a regular examination preoperatively. According to MRI examinations, breast 

deformities were classified into nodular type, flow type and mixed type.  

Results: All of them underwent PAAG removal operations. In the 182 patients with Interfall 

injection: There were only 5 cases of nodular type, 3 cases received immediate breast augmentation 

and 2 cases received second-stage breast augmentation, and none of cases received breast 

augmentation; there were 170 cases of flow type, 165 cases received immediate breast augmentation 

and 5 cases received second-stage breast augmentation, and none of cases received breast 

augmentation; there were 7 cases of mixed type, 5 cases received immediate breast augmentation, 1 

case received second-stage breast augmentation and 1 case did not receive breast augmentation; in 

the 118 patients with Amazingel injection: There were 111 cases of nodular type, 20 cases received 

immediate breast augmentation, 51 cases received second-stage breast augmentation and 40 cases 

did not receive breast augmentation; there were 4 cases of flow type, 2 cases received immediate 

breast augmentation, 1 case received second-stage breast augmentation and 1 case did not receive 

breast augmentation; there were 2 cases of mixed type, 1 case received second-stage breast 

augmentation and 1 case did not receive breast augmentation, and none of cases received immediate 

breast augmentation .  

Conclusions: Breast deformity induced by two types of PAAG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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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MRI examinations, which is very critical for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ach type of deformity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serves as a guide for whether a first-stage 

or a second-stage prosthesis implant can be implemented.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ho can have 

breast augmentation in the first or second phase after injection of Interfall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ho have injections of Amazingel. 

Keywords 

Amazingel; Breast deformity; Interfall; PAAG. 

两种类型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引起的不同类型的 

乳房畸形及相应的治疗方法 

【摘要】 

背景：聚丙烯酰胺水凝胶（PAAG）曾经被用作隆乳的重要填充材料，尽管在中国已被禁止使

用 10 多年。取出 PAAG 后继发的乳房畸形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本文的目的是在 MRI

检查和相应的治疗策略的基础上，介绍由两种 PAAG 引起的乳房畸形的不同类型。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8 年至 2017 年收治的 300 例注射 PAAG 的病人。从他们的病史来看，

注射了进口的英捷尔法勒和国产奥美定两种 PAAG 注射剂，有 182 例患者接受了英捷尔法勒

注射，118 例患者接受了奥美定注射。术前将 MRI 作为常规检查。根据 MRI 检查，乳房畸形

分为结节型，流动型和混合型。 

结果：他们都接受了 PAAG 取出手术。在 182 例英捷尔法勒注射剂中：结节型仅 5 例，即刻

隆乳 3 例，二期隆乳 2 例，1 例未行隆乳；流动型 170 例，即刻隆乳 165 例，二期隆乳 5 例。

混合型 7 例，即刻隆乳 5 例，二期隆乳 1 例，1 例未行隆乳。在 118 例接受奥美定注射患者中：

结节型 111 例，即刻隆乳 20 例，二期隆乳 51 例，未行隆乳 40 例；流动型 4 例，即刻隆乳 2

例，二期隆乳 1 例，1 例未行隆乳；混合型 2 例，二期隆乳 1 例，1 例未行隆乳，即刻隆乳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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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两种类型的 PAAG 引起的乳房畸形根据 MRI 检查可分为三类，这对于术前评估和分类

非常重要。每种类型的畸形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可作为是否可以实施即刻或二期假体植入的指

导。注射英捷尔法勒后即刻或二期隆乳的患者比例明显高于注射奥美定的患者比例。 

【关键词】 

奥美定；乳房畸形；英捷尔法勒；聚丙烯酰胺水凝胶（PAAG） 

 

 

 

 

□ 国际医疗部N1/8 陈啸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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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医疗部 赵越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工作充满了新鲜感，你对病人热情耐心，人家也对你包容关心。那时

候遇到一位本院退休的护士长因病住在我的科室，一次聊天时，她很真诚地对我们说：“当护

士真好，我干了一辈子护理工作，直到退休都没干够。”听到她这样说，我真的感动了，被她

良好的心态所感染。 我知道当第一次戴上洁白的燕帽，我们的内心都是阳光的、是纯净的。

然而，踏上工作岗位之后，各种担心开始充斥着我们的内心。其实，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快乐

的事情，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护士这份工作，也正是一份可以给别人、给自己创造快乐的工

作。 

有一件小事发生在挺久以前了。那时病房里住了一位与我同龄的女孩，有一天输液时，她

的父亲与输液的护士发生了矛盾，女孩的父亲很生气，拒绝我们给他的女儿输液。我当时去到

那里，没有作任何解释也没有问什么原因，我只告诉他，你不该因为我们而耽误了你女儿的病

情，你不让你女儿输液，这不能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反而伤害到的是你的女儿。听我这一说，

那位父亲愤怒的脸慢慢变得柔和起来。从小到大，父母、亲朋好友都把我当成小孩子来看待，

没有人理会过，重视过我说的话。但那一次，那一位父亲听了我的话，让我知道原来我说的话

是有意义的。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忘了。直到去年有一天从医院门诊楼经过时，碰到

一个年轻的女孩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楞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她就是先前的那位病人。我很惊

讶她还能认出我，也很感动她还记得我。在这件小事中，我赢得尊重，赢得了感激，同时也给

我带来了快乐和成就感。这是工作中的另一种收获。我想，像这样的小事，大家应该经历过，

而且要比我多得多，只是大家被工作的繁忙蒙蔽了双眼，反而把工作带给我们快乐给遗忘了。 

相信作为护士，每个人都遇到过抢救病人的时候，这是护士挺怕的一件事，尤其是夜班的

在协和学会快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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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如果遇到抢救，那真是一眼望不到天亮的体验。但是当大家齐心协力把生命垂危的病人及

时抢救过来，相信在所有人的心里一定都是最快乐的一刻。某年夏天的一个上午，10 点多钟，

一个 4 岁小女孩直接由急诊转到了住院部。我们接病人的时候，小女孩脸色特别苍白，精神很

差，外地来京打工的爸爸妈妈更是一脸茫然。根据临床经验，同事们立即和医生一起建立静脉

通路，大量输液补充血容量，迅速进行术前准备。我们没有多想，也来不及多想，只是拼命地

给输液瓶加压、挤压，增加输液容量，争取抢救时间。经过几个小时的紧急抢救，孩子的生命

挽回了。孩子的爸妈对我们连连鞠躬，不停致谢。几个家里孩子差不多大的同事不知是不是想

到了自己的孩子，一个个泪中带笑，说不出的开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知识、技术、经验和

能力，在那一刻挽救了一个小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些更能带给

人快乐！ 

其实护士的工作真的很好，想想看在我们选择这份职业时也等于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因为这份职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健康的行为；这份职业让我们懂得如何去照顾身边生病的亲人；

这份职业让我们知道了生命的可贵，从而能更爱护和珍惜我们的生命；这份职业让我们接触了

很多不同行业不同性格的人，从而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乐趣，也让我们学会了对不

同的人应用不同的相处方式；这份职业让我们看到了人们面对死亡时各自不同的表现，让我们

懂得了该怎样去面对死亡；这份职业教会了我们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从而能够宽容的去对待

一些人和事；这份职业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让我们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份职业体现了我 

们的价值，发挥了我们的潜能；这份职业很苦，但也是因为这苦，才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护理是给予别人健康的工作。虽说这份工作烦琐而又纷杂，但其实我们的职业带给我们许

许多多快乐！在病人最脆弱、最需要安慰和鼓励的时刻，我们会来到他们身边，用双手为他们

解除病魔的纠缠，用爱心捧出最诚挚的关怀，用话语给他们最深的慰藉。微笑，是人类最好的

语言。人与人的精神需要不仅仅在于语言，有时只要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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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痛中的患者无限的安慰，使其给予你莫大的信任，仿佛一瞬间所有不适烟消云散。当一个个

被病痛折磨的患者经我们细心、体贴的护理恢复了健康，一张张灿烂的笑脸面对我们时，我们

会感到欣慰，感到快乐！面对着生命的交替，人们都很自然的卸下面具，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表现出来，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成了医院每天必定上演的一幕，有时要将死亡淹没在日常生活

中的职业显得似乎有点残酷，但只要有一丝希望，只要是自己照顾过的病人，就要负责到底。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所以护理工作是一个带给人们健康和快乐的职业。 

在协和工作了这些年，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故事，我现在已经非常理解那位协和护理前辈的

话。护士有美丽的微笑，有智慧的头脑，有优雅的身姿，有灵巧的双手，有善良的心灵……最

重要的是有带给别人健康和快乐的能力。拥有这一切，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还有什么理

由不为了收获更多的快乐而快乐的工作。 

                                               

 

 

保健医疗部 芦英洁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自从南丁格尔开创了护理事业，“白衣天使”这一

神圣的称呼便是对我们护理人员最好的诠释。作为普通的护士，我们满怀爱心和真诚为患者带

去服务和微笑，我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 

我的患者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身体的各个机能都处在下降的趋势，眼睛花了、耳朵

聋了、腿脚也不利索了，有时候一个问题要问上好几遍，可他们仍是不明白，仍是一头雾水。

“姑娘，这个药是怎么吃来着，那个标本应该怎么留…”我们微笑面对，不厌其烦的解释着， 

 

在平凡中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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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们明了的表情我会感到很欣慰。多一点微笑，少一点冷漠；多一点解释，少一点抱怨；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慰。每天早上对患者的晨间护理、嘘寒问暖、积

极做好健康宣教，对家属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尽心尽力解决着他们的实际困难。治疗过程中，

热情地向家属交代注意事项；患者出院时，悉心做好出院指导，并嘱咐他回家好好休息时，老

人们满意的微笑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虽然每天下班时累得双腿沉重如铅，但明日依旧“笑傲

江湖”。我们一个温和的语气，一个婉转的措辞，一个善解人意的眼神，以及每一个温柔的动

作，都会给患者和家属们带来温暖的亲情和战胜疾病的勇气。 

在我的生活中缺少鲜花和香味，可我并没有过多的拘泥和奢求这些，我和同我一样平凡的

同事，都有着自己执着的追求和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拥有着青春梦想。当想到能为患者减轻痛

苦，为他们带来幸福的微笑，能被社会尊称为“白衣天使”的我，品尝出了生活的那么一点儿

滋味，那隽永的韵味要在反复咀嚼后才会品尝出那么甜美的味道。护理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辉

煌成绩，却写着简单而平凡的爱。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呵护着生命：交班，接班；白天，黑夜。

我们在疲惫中把握着生命的轮回；我们在家属的期待和焦虑怨声中，默默的守侯着每位患者。

我们是生命的守护者，我们为患者减轻痛苦、驱除病魔，陪他们走完人生的重要旅程。白衣战

士在抗击“非典”和“新冠”斗争中的贡献，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面对人们的质疑目

光，我们用“白衣天使”来表达护士的形象和内美的深情赞誉。我们自豪的说：我们无愧了！ 

承载燕帽的重托，用心去呵护生命，用爱去工作，把我们的温暖融入到平凡的工作中去。

护理工作虽然平凡，可我们却为患者洒满了简单而又平凡的爱！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怀揣着仁爱，无私奉献。我们迈着宽阔的步伐，

昂首挺胸，一路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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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三病房  刘志颖 

    时光荏苒，从 2010 年迈入大学校园接触到护理已经走过十个年头。从懵懂无知到颇有见

解，一路走来离不开领导及同事们的帮助。 

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协和医院，我还是一名护理学生。走在内科楼的走廊上，两侧墙上一张

张记录着协和医院历史与生活的照片都深深的吸引着我，仿佛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

演绎着一段传奇，传承着一种精神，我沉醉其中。那时的我整个身心都是愉悦的，我被一种称

之为“协和情”的自豪心情充斥着整个内心、大脑甚至遍及全身。通过那一张张图片，我深切

的体会到了那种历史文化之下的厚重感，一代又一代锲而不舍、始终如一的文化，坚持的奉献，

坚持的传承，经过近百年的纯粹提炼，醇香迷人。 

2014 年我梦想成真，成为了妇产科大家庭中的一员。每一位护士都是我的老师，她们告

诉我患者之事无小事，工作中每一言每一行都应细心谨慎、精益求精。科室的团结协作精神

也深深的感染着我、温暖着我，给予我更多的动力去积极的完成每一项工作。在生活中，每

一位老师都是我的朋友。中午午休，小小的休息室并不宽敞，初来科室的我并不好意思与大

家挤在一张床上休息，每一次护士长都会主动、而且特别真诚的叫我与她挤在一张床上，两

个人挤在一起躺在小小的床上，不仅身近心更近，当时内心的温暖与感动对于当时那个刚刚

工作的“小”护士而言是永远难以忘记的。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简单的话语带给我的却是

澎湃汹涌的温暖与感恩。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与生命相关的感人事迹，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我会越

来越能熟练的面对我的工作，越来越热情的对待我的患者。在工作中，面对生离死别，看着

那些与我们朝夕相处、因病痛折磨离开人世的患者及痛哭的家属，内心又怎能不悲伤！看着

连接在身体上的本应显示生命体征的监护仪只剩下直线与问号，内心又怎能不被生命的脆弱

协和与我的故事 
 



      
 

 

 
 

53 

协和故事 

所震撼！这项工作并不是每件事都会充满感激，我的工作也会充斥的不理解、质问，也会有

病人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是的，这正是我的工作，他连接着生与死，温暖与冰冷，感恩与咒

骂，可是只要有生命因为你的努力工作而痊愈，因解除病痛折磨而展现笑颜，所有的一切便

是值得的。我始终认为工作中的温暖与感动都会大于他带给我的黑暗，我热爱这份工作。因

初之伊始，协和情已根种我心。 

牵牵绊绊一路走来，现在只是开始，结局还未知，我只是用文字平平淡淡的记述了协和与

我的一个开始。我很希望，我能够在未来为协和与我谱写上一段绚烂的篇章，我会加倍努力的！ 

 

 

 

   致西单院区国疗综二病房医护人员 

我今天怀着满心的激动和感动，写下这封信。我是 5 床家属，我母亲进入病房的一瞬间，

我和母亲就感受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温暖。护士们看到我们后，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去帮

我们提东西，考虑到母亲年龄大了，睡眠不好，给我们特意安排了离风机远的房间，又离护士

站相对近一些，这样可以给老人更多的照顾，我和母亲都感到非常的亲切。 

7 月 29 日，正是我母亲 75 岁生日，当护士们早上查房得知后，所有护士为母亲送去了

生日的祝福，午餐时，还专门让食堂送来了一份长寿面，里面还有一个心形的鸡蛋，我母亲非

常感动，就这样，我母亲在病房过了一个特殊又难忘的生日。 

协和护士人美，心更美。我母亲因年龄大，听力不好，护士们都是到母亲身旁仔细听母亲

的言语，老人家手术前有些焦虑，护士们对母亲进行心理疏导，手术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给我们

说的特别明白仔细，我们对手术也有了更大的信心。 

手术后回到病房里，护士们又把术后要注意的事情给我说的特别详细，在术后照顾母亲方

一封感谢信（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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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也有了详细的认识。护士们定时为母亲测量血压，体温，帮母亲翻身，喂药，穿衣，咨

询母亲术后是否疼痛，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要是有什么不舒服，及时告诉她们，协和护士的

护理让我们感到非常温暖。 

 

 

 

急诊  刘梦琦 

在急诊工作的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我坐上了分诊台，它在我眼里是有“权威性”的，而分

诊台护士更像是个“判官”。 

    分诊台是分诊护士工作的场所，分诊就是将前来看病的病人进行分类，以便使他们找到合

适自己疾病的医生，并在合适的时间内进行诊疗。分诊可不是件容易的活儿，除了为病人分科

导诊，分诊台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阻止“非急诊病人”到急诊室来看病，以便节

省有限的医疗资源。这也是我认为分诊台有权威性的原因。  

    我刚来急诊时分诊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米多长的深褐色半圆形台子，台子的左手边是一

张桌子。今天的分诊台已经不在是老样子了，窄小的台子变得宽大了，护士有广阔的操作平台，

手写的登记本被电脑取代，多了一台能同步病人生命体征的监护仪。护士会根据病人描述的症

状和观察到的体征，录入进电脑，再结合病人的生命体征，实现病人分级。这些形式上的变化，

体现了三十年来急诊医学观念上的进步。 

现在的急诊不会再以“你不是急诊病人”而把你拒之门外。因为你来急诊一定会有一个需

要解决的紧急医疗问题。分诊的目的是帮助医护人员明确眼前的“紧急医疗问题”是否即刻危

及生命,于是我们建立了四级分诊体系，根据分级来决定病人的就诊区域，是进抢救室，还是

该在诊区候诊。虽然很多病人还是对很多比自己后到的病人得到了医生的优先诊治感到不公平， 

我眼中的分诊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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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都会不厌其烦为病人解释这么做的原因，希望得到更多病人的谅解与配合。 

    分诊台的改变是医学观念“革命”的结果，急诊科不是一个完全按照“先来后到”看病的

地方，应该是“在同样分级标准下按时间先后”进行诊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紧急医疗”理

念。我希望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坐好分诊，为最紧急的患者争取出宝贵救治时间。 

 

 

 

 
□ 保健医疗部 李莹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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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退休护士贾淑兰老师，回忆手术室曹玉华护士长 

手术室 于涛  李欣欣  

协和手术室的发展从老楼到内科楼、再到如今的外科楼、西院，距今的历史颇为悠久。在

漫漫岁月中，有些老前辈应被后辈铭记，协和的精神才能传承下去。 

我是 1971 年在手术室实习，1972 年便留到了手术室的护士贾淑兰。那个时候手术室只

有 8 名护士，作为科室里最小的护士，科里的每位老师对我都是十分照顾的，经常传授我临床

经验，与曹护士长接触也是很多的。我对曹护士长从心底里十分敬爱！只要提到别人口中“老

协和人”的样子，我脑海中浮现的首先就是曹护士长。我院第一任由中国人担任的手术室护士

长——曹玉华护士长，2020 年满 100 周岁了。正是源于她的管理能力十分强、大夫想得到的

问题她都想到了并去解决、不去责骂只是指正等等，与之手术合作的曾宪九大夫、林巧稚大

夫……他们都很尊敬她。 

曹护士长对科室的管理能力十分强，规范到每个角色的工作内容。如控制手术间参观人员，

她就站在手术间门口限制人员。那个年代科室没有打印机，曹护士长就手写科室管理手册，后

来在周力护士长、王金荘护士长的默契配合下又有了更完整的科室规章制度。曹护士长对手术

室护士操作的管理十分严格，对于手术室护士配合手术的要求高，专业技术要过硬且认真负责，

手术室护士有了“小辣椒”的称号，但事实上与手术科室的每位大夫、教授相处都是十分融洽

且配合是十分默契。 

曹护士长对人从不严厉批评，对于大夫所犯的错误，都是轻声细语指正。对手术室护士也

是如此，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上胸科手术那次。那个时候手术切口大、手术时间长，手术出血多，

脚下踩着的脚凳上容易浸血渍，这是因为脚凳表面凹凸不平是为了大家不易滑倒，但如果台上

我心中的老协和 
 



      
 

 

 
 

57 

协和故事 

出血较多浸到脚凳上，作为台上护士手术结束后应立即清洗干净。那天我上一台比较大的胸科

手术，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六七点，但是下班的时候没有清洗干净脚凳，第二天一早曹护士长首

先问我吃饭了么，我回答吃了，她便轻轻拉过我指着脚凳上的几滴血让我看看，然后自己拿起

脚凳去水池清洗。她总是这样一个说的少、做的多的护士长，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规范上坚守

原则，对人对事细心又温柔，因此她受手术室护士、手术科室大夫的爱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样的一个老前辈，如今虽然糊涂了，但是她真的是手术室的宝贝，

手术室历代护士长们至今都会经常去养老院看望她。 

如今我虽然已退休，但仍经常去手术室，和认识的老朋友们畅谈，只因手术室永远是我的

家，手术室的同事永远是我的家人，看到科室、看到他们就觉得心里满满的、心里很踏实。希

望协和百年生日快乐！手术室护理事业蒸蒸日上！ 

 

 □ 保健医疗部 陈小琛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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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  张捷 

 

 

 

2019 年 7 月 29 日，北京协和医院第五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再启程。我作为手术室

援藏队员，到达西藏后入驻、交接、进科，在上批队员和当地领导们的帮助下，十分顺利。入

科后，我先熟悉和了解全科的基本情况。接着我们开展了第一届“手术室开放日”主题活动，

让科室、医院乃至其他人能有机会走进手术室，通过参观体验，主题宣讲，展示展览等特色活

动，让大家零距离的接触手术室，让手术室不再神秘。 

一年援藏，一生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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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领导的带领下，我们与医务处、耗材处、医保办、感染办、外科科室等明确了一次

性耗材管理细则、制定《病理标本管理制度》并定期检查；优化无菌物品运送流程，改进储物

架规格。还根据科室自身建筑特点，重新改造，扩大了科室物品储藏室面积，同时也规范库房

储物流程和运送流程，制定《无菌物品管理制度》并定期检查。 

在 70 年国庆、新年等重大节日期间，我们不离岗，举行模拟梯队应急演练，有效确保护

理团队响应效率，应对突然事件与情况的能力；我们还制定了外来人员进手术室的准入标准，

规范外来专家、宣传人员、厂家等人员进入手术室流程；对所有手术室器械情况进行摸底汇总，

与各专科老师一起汇编 2020 年手术室器械手册；严格执行医务处有关手术部位标识的规定，

并与外科协商，由手术室牵头，编写《手术部位标识管理细则》，建立检查小组，随机督查，

把规范落到实处；就此问题前期开展品管圈活动，手术部位标识率从 48.57%提高到 98.77%。 

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要求，援藏专家都停止假期，提前返

岗。我在第一时间组织手麻科新冠防治核心小组开会，讨论新冠疫情手术室的患者流程管理、

防疫物资清点与交接管理、手术室的感染控制、手术室人员流动管理细则，带头开展有关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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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手麻科的相关知识培训，设立手麻科监督岗，每日上报，定期汇总。疫情期间，手术室前

后接治 3 名疑似患者，均全程防护，做到零感染。 

2019 年 11 月 28 日，手术室专科护士培训基地正式挂牌，11 月 29 日，第一届西藏自治

区手术室护理专科护士共 15人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手术室开始进行专科培训，历时 2个月，

这标志着西藏可以自己培养手术室专科护士；2020 年 1 月 5 日，西藏自治区手术室专业委员

会在拉萨召开了第一届手术室护理年会暨第二期手术室护理管理培训班，从西藏其他地区的

20 多家医院共 109 名手术室护士参与了会议；影响覆盖了全西藏。 

 

 

 

在此，真诚感谢中组部、自治区各级领导的关怀，感谢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手术室领导、

同事给予我的帮助和关心，感谢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及手麻科全体领导、同仁的支持和协助，

感谢自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一年援藏，一生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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