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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在 2020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13 日，耳鼻喉科作为中华护理学会首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圆满完成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的培训任务。 

在护理部、病房及门诊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为首届学员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专科课程及实践

机会。一个月的实习内容充实完整、节奏紧凑，涵盖了医生的专业理论授课，护理专科操作演

示、疑难病例讨论分析、门诊分诊及喉镜室见习等等，将协和的严谨求精的特色全面融入到专

科领域，为学员们带来一场丰富的学术盛宴。利用业余时间，我们组织学员们聆听中英文授课

大赛、参与多学科查房、参观老楼花园。学员们均表示在协和的一个月时间，不仅提高了理论

知识水平，更是对协和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希望将这里严谨的精神带回到工作中去，

在促进耳鼻喉咽喉科专科领域交流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耳鼻喉科 吴海彤 供稿 

中华护理学会 

首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科护士培训 

 
 

19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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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在协和百年来临之际，为提升广大护理人员

教学能力，推动和引导护理教学工作向纵深开展，

助力医院六大体系建设，在实践中探索护理人才

培养模式，2020 年 10 月 22 日下午，北京协和医

院第十二届中文暨第十届英文临床护理教学授

课大赛决赛在教学楼三层多功能厅举办。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委员会吴欣娟主任委员、

护理部郭娜主任、教育处罗林枝处长、李玥副处

长、老干部处张晓静处长、团委&青工部罗欣副

部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郭爱敏教授、邹

海鸥教授出席大赛并担任评委，由护理部霍晓鹏副主任主持大赛。 

本次大赛得到了全院护理人员的积极响应，共有 11 个片区 167 名护士报名参赛，经过初

赛选拔，最终有 24 名选手进入决赛。 

吴欣娟主任委员在开场致辞中指出，重视临床护理教学是协和护理的光荣传统，也是协和

护理能够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一年一度的临床护理教学授课大赛对提升全院护理队伍的整

体教学能力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教学演示中，各位选手根据比赛要求，结合各自专科特点，熟练运用多媒体技术、道具

演示、现场操作等多种教学手段。以饱满的热情展现出各自专科的教学特色，结合学科发展动

态，授课内容重点、难点层次清晰，打造出一堂堂高质量课程。 

护理部成功举办第十二届中文 

暨第十届英文临床护理教学授课大赛 

 
 

22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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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各位专家评委对选手们的出色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从授课内容、教学方法、课件制作、

语言教态等方面进行了精彩点评。 

护理部郭娜主任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护理授课大赛搭建了切磋教学技艺、彰显护理风采的

平台，护理部将继续加大力度，加强对临床护理教学人员的培养，以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的整

体教学水平。 

经过激烈角逐，中英文比赛各逐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及优秀奖若干名。

内科李彤昕和国际医疗部陈萍分获中英文授课大赛一等奖，评委为获奖选手们颁发了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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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本次比赛还特别设立了分会场，比赛实况通过网络直播传递至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第六

批协和援藏队员、现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曹晶及妇产科护士长杨长捷带领当地

教学骨干在线观摩了本次大赛。 

 

 

临床护理教学授课大赛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协和护理队伍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也

为选手们搭建了研讨教学经验和方法技能的沟通桥梁，有助于激励带教老师的成长，并鼓舞所

有协和护理人员不断丰富护理专业内涵，提高临床教学质量。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护理部将

继续扎实做好临床护理教学工作，推动我院护理学科水平不断提升。 

 

□急诊科 宁煜琛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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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201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院一直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护理部近年来不

断完善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体系，新护士入院后要进行为期 2 年的培训轮转，每 3-6 个月轮转一

个科室，以期达到夯实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符合协和标准的临床护士的目标。 

为充分调动青年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便于规培护士党员的组织活动与管理、入党积极

分子的培养发展，护理部党支部向医院党委提出申请，成立规培护士党支部,并委派护理部支

部党员李红艳同志做规培护士党支部的书记，旨在增强规培护士中党员及积极分子的党性、凝

聚力及归属感。申请获得医院党委的批准。 

2020 年 10 月 28 日，北京协和医院规培护士党支部成立大会在教学楼 329 会议室顺利举

行。护理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薄海欣主持会议，郭娜书记、纪检委员张红梅、组织委员王巍、

宣传委员相敏参会，并作为监票人、计票人参与了规培护士党支部支部委员的选举工作。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党支部助力规培护士党员成长 
 

28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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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选举大会后召开了规培护士党支部的第一次支委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和直接选举的

办法，选出支部书记，并进行了支委分工。李红艳当选为规培护士党支部书记，陆毅贤、水凘、

肖长宝、毕昊宇分别当选为组织委员、青年委员、纪检委员、宣传委员。 

 

 

护理部党支部与规培护士党支部的支部委员合影 

支部大会成立之后，护理部党支部随即召开规培护士座谈会，规培护士踊跃发言，谈了她

（他）们在规培期间的感受、意见和建议。郭娜书记逐一解答了规培护士在规培期间存在的问

题及困惑，并对各位护士积极热情的发言给予了肯定。郭娜书记表示，希望规培护士要利用规

培轮转的机会认真学习专科护理知识，夯实临床护理基础，先做好“一专”，再发展“多能”，

从而逐渐向一名出色的护理工作者迈进。 

相信规培护士有了自己的党支部，可以更好地增强党性、坚定信养、凝心聚力，为百年协

和贡献青春和活力。 

□护理部 王巍 李红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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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协和，一切为民。待病人如亲人是协和的

办院宗旨，为人民提供有温度、有精度、有高度的护

理服务，也是协和护理人一直以来的追求。为提升居

家老人的生活质量，普及老年人常见病预防及护理知

识，2020 年 11 月 11 日，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年专科护

理小组、压疮专科护理小组和糖尿病专科护理小组，再次携手医联体共进社区，为东城区东花

市社区居民带来精彩的保健知识科普咨询及义诊服务。 

活动在护理部薄海欣督导对 “专科护理线上咨询”的介绍中拉开序幕。基于新冠疫情防

控及患者需求，北京协和医院 APP“线上咨询”的开展情况，通过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

多种可存储互动形式，在线咨询指导，实现无障碍、“零距离”的医患、护患沟通。来自伤口、

糖尿病、腹膜透透、母乳喂养等各专科的护理专家们不仅解决了患者的实际问题，还缓解了部

分患者的诊疗压力和焦虑情绪。 

糖尿病专科护理小组的董颖越组长开展了“如何应对低血糖”的科普讲座，形式生动活

泼，内容细致贴近生活，在座的老人们纷纷给董护士长竖起来大拇指。 

 

“携手进社区，科普暖人心 

——北京协和医院专科护理小组科普系列活动   

11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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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老年专科护理小组的薄琳副组长

带来了“脑卒中的预防”的科普讲座，

从脑卒中的三级预防到日常用药、运动

等注意事项，老人们赶紧把知识点记录

在手机或者小本子上。 

压疮专科护理小组在关玉霞组长的指导下制作了精美的科普材料，就老年人的压疮预防

进行健康宣教，从老年人卧位要求到如何避免局部受压和局部刺激等日常皮肤护理注意事项，

做了图文并茂的指导宣教。 

  

 

科普讲座结束后，各专科小组还发放了糖尿病、脑卒中、皮肤护理的健康宣教材料，图

文并茂，加强了老年人对于健康知识的理解。专科健康咨询也开展的热火朝天，很多居民听说

协和护理专家来社区义诊咨询，纷纷赶到现场，这位大妈提问：“我有糖尿病，可以吃巧克力

吗？”那位大爷说：“我经常感到头晕，这是脑中风的前兆吗？”“皮肤出现水泡，我们该如何

处理呢？”各专科小组的老师们耐心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居民们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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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此外，前来测血糖、量血压等健康体检的老年人也络绎不绝，专科小组还给社区居民发

放了促进健康小工具：抗阻弹力带和方便药盒，这样走进社区的系列科普活动受到了医联体医

院、社区服务站和居民的好评，多形式的延伸护理服务也使护士们得到了提升与锻炼。 

2021 年，北京协和医院将迎来百年华诞！在迈向新百年的新征程中，协和人始终不忘初

心使命，挺立时代潮头，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患者”的办院方向。北京协和医

院专科护理小组携手医联体的北京普仁医院和东城区东花市社区养老驿站，举办以老年人常见

病为主题的科普活动，向大众传播科学、专业、实用的疾病防治知识，传递了北京协和医院

100 周年院庆的精神内涵和时代意义，以实际行动为健康中国助力。 

 

□护理部 薄海欣 保健医疗部 赖小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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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为提高我院规培护士的思想觉悟和党性修养， 2020 年 11 月 17 日护理部党支部特邀中

国人民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所长、宋友文教授为我院全体规培护士讲党课——“坚守道

德底线与追求高尚情操”。护理部党支部郭娜书记主持此次党课。  

          

 

党课伊始，宋友文教授通过列举人类进化过程的普遍现象，从生物学角度，向大家解释了

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提出“人需要文化规范”的观点。接着，宋友文

教授指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求人们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作为着力点，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在家庭里做一个好

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随后，宋友文教授向大家解释了“信仰”的含义及功能，既

引导人们向上向善、追求美好，又规约人们的行为、坚守底线，两者相辅相成。这就要求党员

“坚守道德底线，追求高尚情操 

——记北京协和医院规培护士专题党课 

 

 
 

17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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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和党员领导干部“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

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 

 

最后，护理部党支部组织委员王巍老师总结了本次党课的主要内容。作为党员，我们要心

中有善念，因为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作为护士，我们要关爱病人、救助病人，人生的意义

在于无私奉献，救助他人。 

 

 

 

 

 

 

 

通过本次党课，党员同志对于“道德底线”及“高尚情操”有了更深的认识，规培护士对

未来的工作、生活也有了进一步的规划。 

 

                                                                                  

 

□规培护士党支部  李红艳 毕昊宇 供稿 

 



      
 

 

 
 

14 

要闻回顾 

 

 

 

 

 

 

为加强我院科研骨干的研究能力，促进科研成果的临床转化，提升我院临床护理的质量。

护理部每年设立院内护理科研课题立项，以资助优秀课题项目的开展。2020 年 11 月 18 日，

北京协和医院 2020 年护理科研课题立项终评会在教学楼 314 会议室举行，护理部霍晓鹏副主

任主持了此次会议。出席此次会议，并担任立项终评会的评委专家包括科研处黄辉处长、朱朝

晖副处长，组织处（统战处）孙红处长，老干部处张晓静处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赵红

教授、李杨教授和马伟光副教授，护理部吴欣娟主任、郭娜主任，莅临此次立项终评报告会的

还有护理部各位护理督导。 

经过各个片区的初筛，共有 41 项课题申报提交到护理部。经过专家的初审，最终选出 26

项课题参加终评汇报。现场的评委专家从选题立意、研究方法、经费预算等诸多方面，给项目

负责人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最终评选出 20 项科研课题予以立项，并下拨相应的科研经费。 

近年来，在护理科研骨干的带领下，在全院护理人员的支持下，护理科研质量和成果稳步

提升，进一步提升了我院的护理质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护理同仁还需再接

再厉，将患者安全、护理质量始终放在首位，进一步优化护理程序、促进护理发展。 

    

□护理部 朱佳楠 供稿 

2020 年院内护理科研课题立项终评会成功举行 

 

18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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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追寻红色记忆，激发全体党员爱党爱国、缅怀先烈、

爱岗敬业的热情，2020 年 11 月 22 日，北京协和医院护理

部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焦庄户地道战遗址

纪念馆，共有 18 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 

各位党员和积极分子首先参观了纪念馆，大家认真细

致地观看了纪念馆中陈列的图片、文字、实物和模型，深入了解了焦户庄人民当年开展地道战

这一新型精妙的战斗形式以及辉煌战绩，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英

勇奋斗、自强不息、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之后，大家沿着昔日抗日英雄们的足迹，参观了纵横交错、蜿蜒曲折、精心布局的地道遗

址。地道有一人多高，大概一米宽，阴冷、潮湿、黑暗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地道内设有会议室、

指挥所、单人掩体、翻板、陷阱、碾盘、庙台暗堡等战斗设施，还有水缸、炕洞、锅台、驴槽、

柴棚等较隐蔽的出入口和望孔。看到这些能战能退、构筑巧妙的地道设计，大家仿佛亲临其境，

又回到了影片《地道战》所记录的年代。在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困难形势之下，中国人

民英勇奋战，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运用聪明才智坚持不懈地与日寇周旋，严厉打击了日本侵

略者的嚣张气焰，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此次活动，大家深刻认识到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纷纷表示要继承

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奉献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今后的工作中牢记使命，忠于职守，

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开拓创新，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继续为祖国的发展、协和

的辉煌贡献力量。 

 

护理部党支部组织党员及积极分子 

参观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22 

11月 

□护理部 张蒙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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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日间病房是世界医学发展的新趋，是一种优质、安

全、便利的医疗服务模式。它是在一个工作日内安排患者住

院、手术治疗、手术后短暂观察、恢复和办理出院，患者大

多数不需要在医院过夜。它相比传统手术更可以有效调配医

疗资源、缩短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提高了治疗效率。 

2020 年 11 月 25 日,北京协和医院眼科日间病房启动仪式顺利举办，护理部、医务处、医学

工程处、麻醉科手术室及眼科全体员工出席了启动仪式。眼科日间病房为全院日间病房试点科

室，日间病房从无到有，工作程序愈来愈标准，工作流程愈来愈精简，工作效率愈来愈高效，

更快的满足了患者想尽早住院手术的迫切需求，使患者早日重见光明。 

日间病房与普通病房同步运行，同步快速周转，这对眼科病房日常及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更

高要求。在日间病房开展之初，每天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如病人当日手术带药不能立即

送达、病人与病例未同时送回病房、如何做好与普通病房患者之间的区分等等。在全院大力支

持，全体眼科人齐心协力下，设计日间病房专属 HIS 系统和标识，简化和规范日间护理文件，

重设护理记录模板，调整规划日间病房布局，简化日间工作流程等。使日间患者从院前第一次

就诊至术后复查，每一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在实现高效率的同时更好的保证了医疗服务质量。

目前日间病房每周手术量正在稳步上升，日间病房护理工作也正有条不紊进行，但我们仍然在

不断思考如何做的更好，如何让日间更高效优质的开展，如何提高日间手术病人的满意度。 

2021 年即将来临，在迈向协和新百年路上，我们的热情和脚步还在继续前行。我们将更加

努力，使眼科日间病房做的更好。 

□眼科 全坤 供稿 

眼科日间病房 我们在行动 

 
 

25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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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护理部邀请了来自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中医养生保健技术研究室

的孙晓峰副主任，为全院教学老师带来了一堂丰富有趣、内容详实的教学沙龙。 

孙主任主要从中医运动养生保健技术与快速康复、

康复护理的临床合作前景两个主要方面，阐述了目前的

工作内容和研究前景。运动处方是目前临床的一大热点

研究方向，是指通过人体各肌肉关节的活动，以达到改

善躯体、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功能障碍为目标的一种物

理学治疗方法，目前已在一些慢病康复中不断开展和推广。而传统的中医养身之道，如五禽戏、

八段锦、太极拳、易筋经等运动方式，对于在场的大部分教学老师来说，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随着 2030 健康中国计划的提出，“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已然是每一位医

务工作者的责任与目标，也进而推动着我国中医技术的不断传承与发展，中西医的结合，或许

将是我们未来兴趣和灵感的激发点，可以在临床进行尝试。 

现场教学中，各位老师反响热烈，纷纷结合科室护理现状，与孙主任展开探讨，寻求多学

科交融、中西医结合的开展途径，如何为患者量身制订适合的、简单、有效的运动方式，如何

让患者坚持运动，如何选择合适的患者入组……孙主任一一为大家做了详细解答。此外，孙主

任还从健康的生活方式、正确的运动形式等角度，号召老师们关注自身身体健康，利用碎片化

时间进行锻炼，为老师们带来激励和启发。 

教学沙龙是护理部举行的一项特色项目，以期扎实提升教学老师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质，

提升护理带教水平。护理部必将此特色一直延续和发扬下去，为打造一支素质精良、业务精湛

的教师队伍而不断努力。                                       □护理部 朱佳楠 供稿 

协和做患者健康的守护神，做自己身体的保护者 

                        ——护理部教学沙龙顺利开展 

 
 

25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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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指引下，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趋势，2020 年 11 月 26

日由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主办的“2020 年现代手术室精益管理学习班”在北京举行。会议邀

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信息处、医工处、院感处、护理学院、临床科室、消毒供应中心等

领导、专家进行精彩授课，来自全国各地的 270 名手术室护理同仁参会，反响热烈。 

    

我院手术室执行总护士长王惠珍主持开幕式，中华护理学会吴欣娟理事长、我院麻醉科黄

宇光主任、医工处邱杰处长分别致开幕词。吴欣娟理事长在致辞中指出，希望每位学员通过学

习，提升手术室护理专业水平，积极推动手术室护理队

伍发展，预祝此次现代手术室精益管理学习班圆满成功。

学习班为期三天，课程缤彩纷呈，分为“手术室精益管

理”、“疫情防控”、“手术室信息化建设”等板块，为参

会人员提供了一场学习盛宴。 

吴欣娟理事长、护理部郭娜主任、霍晓鹏副主任的

授课为我们诠释了新形势下的护理发展趋势，医院整体

2020 年现代手术室精益管理学习班成功举办 
 

26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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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模式以及信息化建设需求。院感处徐梅副处长介绍了疫情期间手术室管理及手术室护

士在核酸检测门诊中的作用。健康医学系于康主任、护理学院绳宇主任、外科学系易杰副主任、

科普达人林国乐教授、外科刘玮楠执行总护士长、消毒供应中心张青执行总护士长、华卫律师

事务所邓利强律师从多个角度为手术室管理者进行分享，为建立精益化的手术室管理模式进行

多维度的探讨。 

 

手术室王惠珍执行总护士长及手术室护士长、教学老师、专科负责人等介绍了手术室的整

体管理模式、专科手术配合体系建设等，诠释了安全、高效的手术室管理精髓。信息处张锋副

处长、医工处许燕等，从医院整体、耗材管理、科室使用角度介绍了手术室信息化建设思路及

发展方向。麻醉科申乐副主任介绍了医护配合下的科室文化建设；基本外科王维斌副主任从外

科医生的角度寻求手术室管理新思路。 

 
□手术室 周瑶 黄鸿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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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连续 10 年蝉联复旦医院排行榜第一

名，是全国疑难重症诊治中心，医院拥有资深的护理管理

专家队伍，多年成功举办精品的国家级护理管理培训班，

为促进全国护理管理骨干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为进一步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提升现代医

院临床护理管理水平，共享创新成果，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 至 12 月 

4 日在京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现代医院护理管理实践创新研讨班”。 

本次研讨班以临床护理管理需求为导向，理论与实践结合，设计了六大模块、19 项主题。

不仅在全球视角下审视护理行业的发展，而且立足国内临床护理管理实践，重点探讨了现代医

院护理制度建设、疫情感染控制、智慧护理建设、护理人力管理、护理质量安全、专科护理管

理等临床管理人员最为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增设管理

实践互动模块，邀请护理管理专家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现

场答疑，分享专家的实战经验与协和护理管理的成功经验。

本次研讨班共有来自全国 12个省市自治区的 200余名护理同

仁参加，讲课受到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和阵阵掌声。 

今年，我院护理部共举办了护理管理、护理教学、手术室护理、儿科护理共计 4 项国家级

继续教育项目培训班，共有全国 600 余名护士前来学习协和先进管理理念和专科护理经验。今

后，我院将继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分享优质护理实践，推进全国护理发展，献礼百年协和。

□护理部 潘新伟 供稿 

北京协和医院  

“现代医院护理管理实践创新研讨班” 

顺利召开 
 

1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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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4 日，在院为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分享，护理部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下午在教学楼三层多功能大厅举办了“2020 年度北京协和医院护理成果奖评审会”。院领导、

各大科科主任代表、医生代表、相关职能处室代表、总护士长及全院各科室护士长和护士代表

参加了此次成果评审会议，现场座无虚席。 

评审会由护理部郭娜主任主持，彭斌副院长到会并讲话。彭院长首先高度赞扬了我院护理

人员在医院各类活动及工作中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并对护理科研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彭院长指出，我院自 2012 年起单独设立护理成果奖评审工作，为护理发展创造机会、

搭建平台。今后，医院还会将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护理工作。 

 

依据“北京协和医院护理成果奖评审方案”，护理部严格组织、认真筹备，经过各大科初评，

从 36 个项目中推选出 21 个项目进入终审阶段。按照报告者抽签顺序进行现场汇报，每位选手

汇报时间为 4 分钟，评委提问为 2 分钟。此次评审会评委由全院各科室科主任代表、职能处室

代表及各大科优秀的护理代表共 34 位专家组成。评委们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根据每项护

理成果的先进性、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等方面进行现场评议。参会选手将精心准备的护理

成果逐一进行展示，现场氛围紧张而热烈。经过 2 个小时的评议，评审会圆满结束。最终评审

2020 年院内护理成果奖评选圆满落幕 
 

15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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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 

一年一度的护理成果奖评审已成为护理工作者进行护理成果展示、互相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无论是疑难重症护理中的创新和突破，还是临床工作中应用护理新技术、新方法的成功经验，

每一项成果都凝聚了我院护理工作者的心血与智慧，展示了协和护理人为保障病人安全、促进

病人康复、改善护理服务、提升护理质量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扬协和人注

重临床、治学严谨、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探索出更多对患者、对管理有

益的举措和方法！   

 2020 年度护理成果奖获奖名单 

奖
项 项目名称 科室 申报人 

一
等
奖 

协同攻坚、赋能创新——基于 MDT 模式的危重症新生儿护
理实践 NICU 冯淑菊 

新冠疫情防控下发热门诊应急管理策略的构建与应用 急诊 李凡 

二
等
奖 

协和粉红花园十年爱与传承——护理主导的乳癌患者同伴
支持体系的构建与成功应用 乳腺外科 郭海凌 

以患者安全为目标重症患者标准化收治流程的成功应用 ICU一病房 李尊柱 

眼科手术器械优化管理流程的实施与成效 消毒供应中心 张海洋 

十年磨一剑 感染终归零——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防控体系
建立 基外一病房 刘玮楠 

三
等
奖 

妇科加速康复围术期护理模式的构建和精准化实施 妇科一病房 刘霞 

疾病罕见.爱不罕见——罕见病合并脊柱畸形围术期“1+X”
护理模式的成功构建 骨科一病房 陈亚萍 

信息化采血管理平台的建立与应用成果 门诊治疗室 胡英莉 

呼吸系统罕见病护理方案的探索与建立 呼吸内科 
二病房 潘瑞丽 

吞咽障碍住院患者口腔护理最佳循证实践方案的成功应用 帅府三层病房 薄琳 

基于循证的老年痴呆患者营养护理管理方案的成功应用 帅府四层病房 杜红娣 

 

□护理部 朱玲玲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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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全国护理志愿服务者，12 月 20 日，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第八届志愿者

年会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召开。此次大会以“从美至高 向善致远”的南丁格尔精神为

主题，来自全国的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理事会成员、广安门医院领导嘉宾及北京 15 支南丁

格尔志愿护理服务分队共 240 余人，参加了此次大会。同时吸引了线上 31 万余名护理同仁观

看。此次盛会充分彰显了护理人员对于志愿服务的热情。 

我院作为南丁格尔护理志愿服务总队的第 538 支分

队，在吴欣娟主任、郭娜主任的带领下，18 名志愿者参

会。协和志愿者衣着援鄂战袍，高喊“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志愿服务

为民！”的口号，以致敬所有参与抗疫的志愿者，同时也展示了我支队始终以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南丁格尔志愿者精神为民服务的信心及决心。 

2020 年我院志愿服务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志愿者们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为宗旨，以“实践社会、奉献社会”为己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通过社区服务、

健康科普、医疗义诊、专科讲座等活动，为百姓提供有温度、有精度、有高度的护理服务，得

到受众群众的一致好评，为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传承

优良而固本，以深化服务而强大”。 

此次盛会，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及北京红十字会领导，对护理志愿服

务工作高度赞扬，同时也对未来护理志愿服务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北京协和医院护理志愿者

将始终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护理部 张蒙 李红艳 供稿 

北京协和医院志愿者 

参加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队第八届志愿者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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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护理部为传承红色精神，坚定青年学子的理想信念，2020 年 12 月 25 日护理

部党支部邀请开国中将吴先恩将军之子吴铁壁老师，为在我院生产实习的护理专业大学生讲党

课——“不死就要干革命——父亲吴先恩的人生追求”。130 余名同学聆听了此次党课。 

   

吴先恩将军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

后勤指挥员。吴铁壁老师生动地讲述了父亲吴先恩将军的光荣事迹，用一个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诠释着“不死就要干革命”的人生信条。同学们认真地聆听吴铁壁老师对其父亲及战友们的感

人故事，对其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等人生经历印象深刻。 

同学们纷纷发表感言。 

“不死就要干革命”，这句话在红色背景下显得尤为醒目。十分有幸聆听吴铁壁老师的讲

课，吴老师一字一句地把我们带入了那个红色年代，一粒一粒去河边捡起食物，主动留下等待

死亡……这一幕幕到现在仍让我记忆犹新，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印记，但也恰恰是这些

体现出了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我们身处和平年代，国家的繁荣富强让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

我们要时刻感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要谨记千千万万先辈们的牺牲与奉献。作为一名大学

讲述红色故事，追忆革命前辈 

  ——护理部党支部为青年学子邀请开国中将之子讲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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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是多渠道的，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时

刻与我们的祖国站在一起。吴老师最后特意提到护理工作是高尚的，这也让我更坚定了从事护

理专业的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老一辈革命家流血牺牲打下来的，国旗是烈士

鲜血染红的。在如今的和平年代里，聊到战争，我们这一代甚至不会有什么触动，我无法想象

若自己置身于动荡的漩涡中会怎样，这次党课让我深刻地体会和学习到老一辈革命家卓越的思

想境界。 

这些事迹让我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怕苦、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他们的信念单纯却清晰

而有力量，也让我明白坚定信念才不会迷失人生的方向。同时，我感受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

幸福生活的可贵，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讲述这些事迹时，吴老师激动地留下眼泪，这种刻在骨子里的

情怀十分令我动容。 

吴承恩中将在病危时还嘱咐子女，逝去后进行遗体解剖、丧事从简、家属不要向组织提任

何要求。在和平年代吴先恩中将也坚守着他的革命信条令我十分敬佩。他考虑的从来不是自己

的利益，而是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十分荣幸可以处在和平年代听到吴铁壁老师的演

讲，这次演讲让我更加真实地感受到曾经只存在于课本上的革命事迹，更加深刻地学习到闪光

的革命精神和生活的态度，也坚定了未来奋斗的方向。 

很多同学感言，感谢护理部党支部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听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故事，感

受炮火纷飞岁月的爱国之情，学习他们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执着奉献、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这对于我们青年学子是一次灵魂的洗涤。 

                                     

   □护理部 王巍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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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护理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质量，

2020 年 12 月 25 日护理部邀请北京协和医学

院护理学院郭爱敏教授为我院本科生科研导

师进行了授课指导。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设计

与实施受到诸多限制。为保证护理本科生毕业

论文的质量，护理学院与临床教学基地商议设立导师制，由具备导师资格的临床和学院老师进

行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2020 年以综述撰写为毕业要求。因此，对于如何写好综述和指导好

护理本科生毕业论文成为本科实习安排的又一重点。 

郭爱敏教授介绍了综述的概念、类型、格式和撰写要求，重点强调如何从实际工作或科研

工作中发现需要归纳的问题，如何针对近年发展较快的问题综合评价，如何从掌握的文献中选

择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的题目。对于

长期从事临床工作的导师则需要引导学生

发现临床问题，深入检索相关文献，有计

划、有目的、有指导地与学生沟通和交流，

才能更加有效地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论文。 

最后，郭爱敏教授也提到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随着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

选题的兴趣点和亮点更多的聚焦在新事物、新技术上。导师应当鼓励她们且与之一同学习，因

为学生的成长同样也是导师的成长！ 

                                       □护理部 朱玲玲 供稿 

院校合作 提高护理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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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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下半年发表的 9 篇 SCI 文章摘要，供大家学习参考。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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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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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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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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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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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护理部 吴欣娟     吴欣娟     The BMJ 30.223 
Containing covid-19: crucial role of 

nurses 

2 
护理部 

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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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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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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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ing covid-19: crucial role of nurses 

护理部 吴欣娟 郭娜 周娜 张抒扬 

Healthcare work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dealing with covid-19. Nurses in 

particular have been key members of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teams trying to save lives. This was 

demonstrated in Hubei, China where nurs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pandemic.  

China adopted a whole-of-government and whole-of-society approach to prevent thousands of 

new infections, as reported by the WHO-China Joint Commission. China’s public health efforts 

included testing, quarantine, contact tracing, social distancing,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educating the 

public on prevention. Hospital-based medical measures focused on treating infected patients and 

reducing deaths in Hubei, the epicenter of the pandemic, and containing the spread of infections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Multi-professional teams led by doctors and nurses formed the frontline of 

defence against this highly contagious infection. 

Nurse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is holistic approach. China had about 4.1 million registered nurses, 

including nearly 200,000 registered nurses in Hubei by the end of 2018. This is slightly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licensed doctors (3.6 million, including licensed doctors and assistant doctors). By 29 

February 2020, 28,600 nurses nationwide, including over 5,500 intensive care nurses, volunteered to 

support their nursing colleagues in Hubei. Nurses made up 68% of the external medical aid 

volunteers who supported healthcare practices in Hubei.The speed in assembling the medical aid 

teams was unprecedented. In many hospitals, volunteers were enlisted, and supplies collected within 

24 hours. Nurses stayed on duty and were away from their family, even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s. When they arrived at Hubei, generally the medical team from one province or one hospital 

would quickly take charge of one ward with 30 to 50 beds. This rapid mobilization demonstrated the 

commitment and professionalism of Chinese nurses.  

The nursing teams provided different nursing care according to patients’ degree of illness. In 

Hubei, infected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symptoms were treated in “Fang Cang” shelter 

hospitals, where nurses played the primary role in symptom management, disease progression 

monitoring, nutrition and exercise advice,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health education. According to 

WHO-China Joint Commission’s national data on February 2020, 13.8% of laboratory confirmed 

covid-19 patients had severe symptoms and 6.1% were critically ill (experiencing respirato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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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ic shock, and/or multiple organ failure).  

Qualified critical care skills were vital for treating severe and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The more 

critically ill the patient was, the closer nurses cooperated with doctors in providing life support 

treatments, such as artificial airway management, prone position ventilation care,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 and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The more 

rigorous monitoring conducted by nurses, the less complications patients would have, such as 

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 catheter 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pressure ulcer and deep vein 

thrombosis. As the people who spend the most time with patients, nurses share responsibilities with 

doctors. “I want to express my highest gratitude and respect to all the nurses who have been working 

with us. Without them, we wouldn’t have achieved so much, especially in treating the critical 

patients,” said Dr. Wei Cao, a member of the external medical aid team from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UMCH).  

Nurses protected all medical team members by leading the provision of rigorous infection 

control training and making sure infection control policies were strictly adhered to. Senior nurses 

were the main trainers and the designated staff in every infection buffer zone to ensur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was put on and taken off properly. Nurses also developed specific rules 

to prevent health care workers from spreading the infection to the community. Remarkably, none of 

the external medical aid team members got infected with covid-19 virus.  

 

 

 

 

 

 

 

 

 

 

                                                                
□ 国际二病房 郝婧晓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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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es needed special training to work under such challenging conditions. They had to wear 

full protective gears, such as goggles, several layers of gloves and gowns.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ny basic nursing operations with this full protective equipment even for the most 

skillful ICU nurses. Pre-service and constant simulation trainings were invaluable in preparing them 

to adjust quickly and deliver quality nursing care for treating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nd finally, teamwork among nurses, with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with logistical support 

teams was essential. Shorter shifts with adequate rest breaks, psychological support from team 

members, and adequate medical and life supplies were applied to boost morale and prevent 

exhaustion.  

Crisis sparks reflections on longer-term nursing education to prepare nurses for simila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the future. Essential is training on infection control and intensive care mostly 

in postgraduate training for newly graduated nurses. This has now been initiated in a newly launched 

nurse residency project of The China Consortium of Elite Teaching Hospitals. 

 

中国护士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 

全球医务工作者都在奋力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护士一直都是医疗

团队中的主力军。在中国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护士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中国-世界卫生组织 2019 冠状病毒病联合考察报告》，中国采取了政府主导、全社

会参与的防控措施成功避免了全国数十万病例的发生。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干预手

段，包括积极检测、隔离医学观察、追踪密切接触者、增加社交距离、交通管制、对公众加强

疫情防治宣传教育等措施。在临床治疗方面，中国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集中救治患者，竭力

减少死亡，在全国其他地区把重点放在遏制疾病的流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医护

人员构成了防疫的最前线。  

在中国全面开展的防疫战斗中，护士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截至 2018 年底，中国注册

护士总数接近 410 万，略高于执业医师总数（中国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约为 36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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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湖北的注册护士总数约为 20 万。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共有 28,600 余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护士驰援湖北，其中包括 5,500 余名重症专业护士。在国家援派的医疗队中，护士占医疗

队总人数的 68%，远超其他医务人员。 援鄂医疗队组建迅速，在很多医院，从招募志愿者到

备好物资、整装待发不超过 24 小时。在疫情期间，包括春节假期，护士们坚守岗位、恪尽职

守。最初到达湖北时，一般来自同省或同医院的医疗队接管一个病房，负责 30 至 50 张病床。  

护士根据收治患者的病情轻重提供针对性护理。在湖北，感染新冠病毒的轻症患者收治在

“方舱医院”。 护士是救助轻症患者的主力军，其职责包括缓解症状、密切观察病情、提供营

养和运动建议、给予心理疏导和健康教育。根据《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截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所有实验室确诊病例中，13.8% 的

患者为重型，6.1% 的患者为危重型（呼吸衰竭、休克和/或多器官功能衰竭）。在救治重型和

危重型患者的过程中，高质量的护理对于挽救患者生命、改善医疗结局至关重要。患者病情越

严重，越需要护士与医生紧密配合提供生命支持治疗，比如人工气道管理、俯卧位通气护理、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体外膜肺氧合治疗。护士越是严密地监测病情，越能有效地避免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压力性损伤和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作为与患者接触时间

最长的医务工作者，护士与医生承担共同的责任。“我向与我们并肩奋战的护士们表达由衷的

感激和深深的敬意。没有他们，尤其在救治危重患者方面，我们无法取得今天的成绩”，援鄂

医疗队成员、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曹玮医生说道。 

护士牵头为整个医疗队提供感控防护培训，并监督确保队员严格遵守感控措施，从而有效

保护了全体援鄂医疗队成员的安全。高年资护士担任主要的感控培训和示教讲师，并负责在病

房污染区的出入口监督每一位医疗队员正确地穿脱个人防护用品。同时，护士主导制订了《医

疗队集中生活驻地卫生防护管理办法》。值得一提的是，援鄂医疗队取得了新冠病毒零感染的

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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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需要接受岗前培训，以适应在三级防护的基础上进行护理技术操作。在三级防护条件

下，护士需要全副武装，穿好严密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手套、鞋套等等。即使再娴熟的重

症专科护士，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基本的护理操作都是极有挑战的。因此，有必要在上岗前为

护士提供相关的模拟训练，使他们在救治危重患者时能迅速适应，提供快速和高质量的护理技

术操作。  

护士与其他专业团队人员的合作至关重要。缩短每班次时间，做好交接班，确保护士有足

够的休息时间，为队员提供心理疏导，后勤保障团队提供充足的医疗和生活物资等，都有效地

帮助护理团队提升士气并保持充沛战斗力。  

危机促使我们开始反思如何从长期着眼进一步完善护理教育，储备护理人才以应对未来的

疫情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个突破点是在护理人员的毕业后教育中加强感染控制和重症

护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该想法将依托中国精英教学医院护理联盟在其近期启动的新护士

规范化培训项目中进行试点和实践。  

 

 

 
□ 妇科一病房 冷明月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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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ath  

in bedridden patients in China: A longitudinal study 

 

护理部  曹晶 王田田 李真 刘戈 刘莹 朱晨 焦静 李佳倩 李芳芳 柳鸿鹏  

      刘华平 宋葆云  金静芬 刘义兰 温贤秀 成守珍 万霞 吴欣娟* 

Abstract 

Background: Immobility is common and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outcomes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especially older people. However,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mortality in bedridden patients are not 

well known. This study aimed to estimate short-term mortality and analyze risk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ognosis of bedridden patients. 

Methods: This was a multicenter study in China involving 23,738 patients admitted to 25 hospitals 

between November 2015 and June 2016. All-cause mortality was recorded for 90 days after 

enrollment regardless of whether death occurred before or after discharge.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from an electronic database.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ortality. 

Result: In total, 23,738 hospitalized bedridden patients, there were 1,114 (4.7%) observed deaths. 

The overall mortality rate was therefore 4.7%. Of these, 318 (1.4%) died while hospitalized and 796 

(3.4%) after discharge. The un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variable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90-day mortality included total time spent bedridden,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nd 

pulmonary infection (p<0.05). The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ath were age (adjusted hazard ratio [aHR] 1.006, 95% CI 1.000–1.011), and 

pulmonary infection (aHR 1.439, 95% CI 1.266–1.635). The hazard ratios for mortality were reduced 

with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nd more time spent bedridden. 

Conclusions: The mortality after discharg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ortality in hospital. The 

factors affecting short-term mortality in bedridden patients included age, time spent bedridden,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nd pulmonary infection. This suggests these factors may be potential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in bedridden patients. It is essential for medical staff to improve health 

education of patients and family memb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follow up after discharge and meet 

care needs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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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Bedridden patients； Mortality； Risk factors 

 

中国卧床患者死亡因素的纵向研究 

【摘要】 

背景：卧床在住院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中常见，且与患者的不良结局相关。然而，导致卧床患

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估计卧床患者的短期死亡率，并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

危险因素。 

方法：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6 月，共纳入全国 25 家医院的 23738 名患者。患者入组后记录

90 天的全因死亡率（包括院内或院外发生的死亡）。通过电子数据库获取患者的一般信息及临

床资料。采用 cox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识别患者死亡的影响因素。 

结果：23738 名患者中，1114 人死亡，总死亡率为 4.7%。其中 318（1.4%）人住院期间死亡，

796（3.4%）人出院后死亡。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总卧床时间、尿路感染及肺部感染是卧床

患者 90 天内死亡的危险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年龄（aHR=1.006，95% CI=1.000–1.011）、肺部感染（aHR=1.439，95% CI=1.266–1.635）是卧

床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尿路感染及卧床时间延长是患者死亡的保护因素。  

结论：卧床患者出院后的死亡率明显高于院内死亡率。卧床患者短期死亡率的危险因素包括年

龄，卧床时间，尿路感染及肺部感染，这表明以上因素可能是患者死亡的潜在预测因子。因此，

医务人员有必要加强患者及家属的健康宣教，关注患者出院后的随访，满足患者的居家需求。 

【关键词】 

卧床患者；死亡率；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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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 to leave among newly graduated nurses:         

A descriptive, multicenter study 

护理部  李真  曹晶* 吴欣娟*  李芳芳  朱晨 

Abstract 

Aims：To investigate newly graduated Chinese nurses' intention to leave their jobs an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intention to leave with nurse characteristics, person–environment fit, and social 

support. 

Design：This was a cross‐sectional descriptive study. 

Methods：Newly graduated nurses (N = 1,313) were recruited from 18 hospitals in six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2018.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explored intention to leave and related factors, 

including proactive personality, personal–environment fit,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hi‐squared 

and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amine associations between factors. 

Results：Among 1,313 newly graduated nurses, 88 (6.7%) reported high‐level intention to leave. 

Nurses working in specialty areas (i.e., outside of medical‐surgical wards) and those with higher 

degree of person–organization fit showed lower intention to leave, whereas those with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exposure to negative workplace/life events during the previous year and a proactive 

personality showed higher intention to leave. 

Conclusion：Among newly graduated Chinese nurses, intention to leave is significant and is 

influenced by work area, level of education, negative workplace/life events and person–organization 

fit. The intention to leave is dynamically multifactorial and supportive strategies must be similarly 

multifaceted to effectively reduce turnover. 

Impact：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ntion to leave among newly graduated 

nurses. We found significant intention to leave among new nurses which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work in a specialty area and degree of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level of education, exposure to negative workplace/life events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This 

information add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nurse turnover and will support nurse administrator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specific strategies to decrease turnover in this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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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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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毕业护士的离职意愿:描述性、多中心研究 

【摘要】 

目的：调查中国新毕业护士的离职意愿,探讨离职意愿与护士性格、个人与环境的适配性、社

会支持的关系。 

设计：此为横断面描述性研究。 

方法：2018 年中国 6 大省份的 18 家医院面向新毕业的护士招聘(N = 1,313)。开展在线问卷调

查,了解护士的离职意愿和相关因素,包括主观性格因素、个人与环境的适配性以及所感知的社

会支持。另外采用卡方检验和多水平逻辑回归分析方法,以便检验不同因素的相关性。 

结果：在 1313 名新毕业的护士中,88 名(6.7%)有较高程度的离职意愿。在专业领域工作的护士

(即除外科病房外)以及个人与环境的适配性较高的护士的离职意愿较低,而受教育程度较高、上

一年工作/生活中出现负面事件以及性格乐观的护士的离职意愿较高。 

结论：中国新毕业护士的离职意愿极高,并受工作区域、文化程度、负面工作/生活事件以及个

人与环境的适配性影响。离职意愿呈动态变化,受多个因素影响,因此,必须制定多层面的支持性

策略,以便有效降低离职率。 

影响：人们对影响新毕业护士离职意愿的因素了解较少。我们发现,新毕业护士的离职意愿与

其专业领域工作及个人与环境的适配性负相关,与教育程度、负面工作/生活事件以及性格乐观

呈正相关。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强化对护士离职的理解,并将有助于护士管理者采取具体措

施来降低护士离职率。 

【关键词】 

护士教育；护理人力发展；支持；劳动力话题 



      
 

 

 
 

37 

身边的护理 SCI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Mandarin  

Version of the Swallowing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保健医疗部 赖小星  朱宏伟  杜红娣  王剑  薄琳  霍晓鹏* 

Abstract 

Objective: Swallowing disorders can adversely affect quality of life (QOL). To develop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wallowing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ChSWAL-QOL) and evaluate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ChSWAL-QOL was generated by forward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SWAL-QOL, backward transla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revision using the Delphi method. The 

ChSWAL-QOL was administered to 376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treated at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between November 1, 2017 and December 31, 2018. Reliability was evaluated 

using Cronbach’s α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Content validity was assessed using the 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Structural validity was evaluated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Results: The 44-item, 11-dimension of ChSWAL-QOL was considered semantically relevant, clearly 

expressed and easy to understand in a preliminary study. The final analysis included 360 of 376 

questionnaires (95.7%). Cronbach’s α was 0.906 for the whole scale and ranged from 0.815 to 1.000 

for the individual dimensions, and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0.847, indicating that the 

ChSWAL-QOL had excellent internal consistency. CVI was 0.964 overall and ranged from 0.870 to 

1.000 for the individual dimension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dentified a dysphagia-related 

component (psychological burden, feeding duration, swallowing symptoms, eating desire, 

communication, feeding fear,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function) and a generic component (fatigue 

and sleep) explaining 52.8% and 10.8% of the variance,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ChSWAL-QOL has excelle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is scale could be used as a 

tool to assess the QOL of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in mainland China. 

Keywords 

Swallowing disorders; Quality of lif; Questionnaire desig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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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吞咽生活质量量表的信效度评价 

【摘要】 

目的：吞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汉化、修订吞咽生活质量量表，形成中文版吞咽生

活质量量表，并检验该量表在中国使用的信度和效度。 

方法：将吞咽生活质量量表进行直译、回译后，采用 Delphi 法对量表进行文化调试和修订，

形成中文版吞咽生活质量量表，采用该量表调查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

就医的 376 例吞咽障碍患者。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重测信度评价问卷信

度，效度评价采用内容效度指数（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结构效度，其中结构效度通过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实现。 

结果：中文版吞咽生活质量量表最终保留 44 个条目， 11 个维度，该量表表达清晰，易于理

解。量表的 Cronbach'sα 总系数为 0.906，各个维度 Cronbach'sα 值为 0.815-1.000，重测信度为

0.847，说明中文版吞咽生活质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在一致性。内容效度 CVI 值总体为 0.964，

各个维度 CVI 值范围为 0.870 至 1.000。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了吞咽障碍相关因子（心理负担、

进食持续时间、吞咽症状、进食欲望、交流、进食恐惧、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和一般因子（疲

劳和睡眠）分别解释了 52.8%和 10.8%的变异。 

结论：中文版吞咽生活质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作为中国吞咽困难患者生活质量的评估

工具。 

【关键词】 

吞咽障碍；生活质量；问卷设计；信度；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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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postoperative pain after  

tonsil-sparing styloidectomy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蔡永华 顾伟 王剑* 

Abstract  

Purpose: Styloidectomy is the mainstream treatment for Eagle’s syndrome when conservative 

treatment fails. However,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onsil-sparing styloidectomy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postoperative pain after tonsil-sparing styloidectomy in patients with 

Eagle’s syndrome.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enrolled 14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onsil-sparing styloidectomy 

(TSSgroup) and 22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raditional tonsillect-styloidectomy (TTS group). Pain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11-point numeric rating scale (NRS-11) at the following time points: on 

admission, 1 day after the operation, 3 days, postoperatively, 1 week postoperatively, 2 weeks, 

postoperatively, and 3 months, postoperatively.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course was uneventful in both groups. Pain with movement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3 months, postoperatively (1.28 ± 1.1), compared with the preoperative baseline 

level (4.78 ± 0.9) (P < 0.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 at which pain decreased 

between the TSS group (n = 9/14; 64.3%) and the TTS group (n = 17/22; 77.3%) (P = 0.396). One 

week postoperatively, resting pain in the TSS group (4.36 ± 0.7)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TS group (5.41 ± 0.8) (P = 0.001); pain with movement in the TSS group (5.00 ± 0.8)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TS group (5.86 ± 0.7) (P = 0.002). Two weeks postoperatively, 

resting pain in the TSS group (1.14 ± 0.4)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TS group 

(1.73 ± 0.6) (P = 0.003). 

Conclusions:Tonsil-sparing styloidectomy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modality for treating Eagle’s 

syndrome. Although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urgical risk or long-term outcomes 

between tonsil-sparing styloidectomy and traditional tonsillect-styloidectomy, tonsil-sparing 

styloidectomy can alleviate perioperative pain. 

Keywords  

Styloidectomy; Eagle’s syndrome; Tonsil-sparing styloidectomy; Prognosis;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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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扁桃体的茎突切除术后疼痛评价 

【摘要】 

目的：茎突切除术是保守治疗无效的 Eagle 综合征的主流治疗方法。然而，保留扁桃体的茎突

切除术的临床疗效仍然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评估接受保留扁桃体的茎突切除术的 Eagle 综合

征患者的术后疼痛。 

方法：回顾性研究 14 例保留扁桃体的茎突切除术(TSS 组)和 22 例传统切除扁桃体的茎突切除

术(TTS 组)患者。在入院时、术后第 1 天、术后第 3 天、术后第 3 天、术后第 1 周、第 2 周、

术后第 3 个月、术后第 3 个月用 11 分数字评定量表(NRS-11)评定疼痛。 

结果：两组术后恢复过程均顺利。术后 3 个月运动疼痛(1.2 8 ± 1.1)较术前(4.78 ± 0.9)明显减轻

(P < 0.001)。TSS 组疼痛缓解率(n = 9/14，64.3%)与 TTS 组(n = 17/22，77.3%)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396)。术后 1 周静息痛(4.36 ± 0.7)明显低于经皮穿刺组(5.4 1 ± 0.8)(P = 0.001)，运

动疼痛(5.0 0 ± 0.8)明显低于经皮穿刺组(5.86 ± 0.7)(P = 0.002)。术后 2 周，TSS 组静息疼痛评分

(1.14 ± )也明显低于 TTS 组(1.73 ± )(P = 0.003)。 

结论：保留扁桃体的茎突切除术是治疗 Eagle 综合征安全有效的方法。虽然保留扁桃体的茎突

切除术与传统扁桃体-茎突切除术在手术风险和远期疗效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保留扁桃体茎突

切除术可以减轻围手术期疼痛。 

【关键词】  

茎突切除术；Eagle 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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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2 is not detectable in the vaginal fluid  

of women with severe COVID-19 infection 

妇产科 刘霞 邱琳 朱兰* 李太生* 

Abstract 

Background：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is spread mainly 

through respiratory droplets or direct contact. However, the infection condition of the genital system 

is unknown. Our aim in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if SARSCoV-2 is present in the vaginal fluid of 

women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Methods：Ten women with confirmed severe COVID-19 pneumonia admitted to the Tongji Zhongfa 

Hospital intensive care unit from 4 February 2020 through 24 February 2020 were included. Clinical 

records, laboratory results,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examination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potential for genital infection was accessed by testing for the presence of SARS CoV-2 in 

vaginal fluids obtained from vaginal swab samples. 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SARS-CoV-2 infection in vaginal fluids.  

Result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10 women were similar to those reported in other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All 10 patients were tested for SARS-CoV-2 in vaginal fluid, and all samples 

tested negative for the virus.  

Conclusions. Findings from this small group of cases suggest that SARS-CoV-2 virus does not exist 

in the vaginal fluids of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Keywords   

COVID-19 pneumonia; SARS-CoV-2; vaginal fluid; clinical features 

 

危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女性患者阴道分泌物中检测不到新型冠状病毒 

【摘要】 

背景：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或直接接触传播。然而，生殖系统的



      
 

 

 
 

42 

身边的护理 SCI 

感染情况尚不清楚。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女性患者阴道分泌物中是否存在新

型冠状病毒。 

方法：纳入 2020 年 2 月 4 日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院区重症监护室

确诊的 10 例危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女性患者。回顾性分析临床病历、实验室结果和 CT

检查。生殖道是否感染是使用阴拭子采集阴道分泌物来确认是否存在新型冠状病毒。采用逆转

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阴道分泌液中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 

结果：这 10 名女性的临床特征与其他危重症新型冠状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相似。所有 10 名患

者的阴道分泌液中都进行了 SARS-CoV-2 检测，所有样本的病毒检测均为阴性。 

结论： 这一小样本病例的研究结果表明，危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阴道分泌物中不存

在新型冠状病毒。 

【关键词】  

COVID-19 肺炎；SARS-CoV-2；阴道分泌物；临床表现 

 

 
□ 保健医疗部 刘晓萱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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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Based Medical Information Searching by Chines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its Influence 

 on Survival: Observational Study 

西单院区  李炎 叶珊 周易冬 茅枫 郭海凌 林燕 张晓辉 沈松杰 石纳 王晓杰 孙强*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internet allows patients to easily look for health information. However, how 

Chines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use the internet has rarely been investigated, and there is a 

scarcity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survival. 

Objective: This observational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details of online medical information 

searching by Chinese patients breast cancer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internet use has any survival 

benefits. 

Methods: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invasive breast cancer at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December 2015 were enrolled. We obtained information 

on their internet-searching behavior and gathered data from 

the patients’ medical and follow-up record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other 

clinic-pathological factors were analyzed. A Cox proportional-hazards model and the Kaplan-Meier 

method were used for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alyses. 

Results: A total of 973 patients with invasive breast cancer who underwent definitive surgery took 

part in the study. Among them, 477 cases (49.0%) performed web-based breast cancer information 

searching before the initial treatment.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web-based breast cancer information searching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younger age (odds ratio [OR] 0.95, 95% CI 0.94-0.97, P<0.001), higher 

education level (OR 1.37, 95% CI 1.01–1.86, P=0.04), and breast conserving surgery (OR 1.35, 95% 

CI 1.04-1.77, P=0.03). Baidu (73.4%, 350/477) and WeChat (66.7%, 318/477) were the two most 

popular online information sources for breast cancer; however, only 44.9% (214/477) felt satisfied 

with the online information. In contrast to the nonweb searching group, the web-using patients who 

were satisfied with online information showe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FS (hazard ratio 0.26; 95% 

CI 0.08-0.88, P=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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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patients who were most likely to search the internet for breast cancer information 

were younger and well-educated, and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breast conserving therapy. 

Web-using patients who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howe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FS. Patients should browse credible websites offering accurate and updated information, and 

website developers should provide high-quality and easy-to-understand information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Keywords 

Chines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comorbidity; hemorrhagic stroke; length of stay; mortality; young 

 

中国患者的网络医疗信息搜索 

与乳腺癌及其对生存的影响:观察研究 

【摘要】 

背景:互联网使患者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健康信息。然而，中国患者如何患乳腺病癌症的互联网

使用很少被调查，关于互联网使用对癌症的影响的信息也很少研究。 

目的:本观察性研究旨在了解中国患者网络医疗信息检索的细节并确定使用互联网是否对生存

有益处。 

方法:2014 年和 2015 年 12 月入组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经同意获得研究

对象的上网行为的信息，并从患者医疗及随访记录。互联网使用与其他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

系分析，采用 Cox比例风险模型和 Kaplan-Meier 方法进程无病生存(DFS)分析。 

结果:共有 973 例接受了明确手术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参加了研究。其中 477 例(49.0%)患者在

首次治疗前进行了网络乳腺癌信息检索。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基于网络的乳腺癌信息

检索与乳腺癌发病有显著相关性，年龄小(优势比 OR 0.95, 95% CI 0.94-0.97, P<0.001)、较高的

教育水平(OR 1.37, 95% CI 1.01-1.86, P=.04)和保乳手术(OR 1.35, 95% CI 1.04-1.77, P=0.03)。百

度和微信分别为 73.4%(350/477)和 66.7% (318/477)。两个最受欢迎的乳腺癌在线信息来源。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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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214/477)的人对网上购物感到满意信息。与无网络搜索组相比，使用网络的患者对网络

信息感到满意显著改善 DFS(风险比 0.26;95% CI 0.08-0.88, P=0.03)。 

结论:在互联网上搜索乳腺癌信息的患者年龄较低、年龄较小她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更有可

能接受保乳治疗。对网络使用满意的患者互联网信息显示 DFS 显著改善。患者应该浏览提供

准确和更新的可靠网站信息方面，网站开发人员应提供高质量且易于理解的信息，以更好地满

足需求乳腺癌患者。 

【关键词】 

乳腺癌；互联网；无病生存；保留乳房治疗；在线信息；满意度水平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quality 

of life in clinically stable patients with COVID-19 

外科 马玉芬 李雯 邓海波 王磊 王颖 王培红 薄海欣 曹晶 

王钰 朱丽筠 杨源  Teris Cheung  Chee H. Ng 吴欣娟* 项玉涛* 

Abstract 

Introduction: High risk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s associated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depression hereaft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quality of life (QOL) in clinically stable patients with COVID-19.  

Methods: This was an online survey conducted in COVID-19 patients across five  designated 

isolation hospitals for COVID-19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Depression and QOL were assessed with 

standardized instruments.  

Results: A total of 770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was 43.1% (95%CI: 

39.6%46.6%).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having a family member infected with 

COVID-19 (OR=1.51, P=0.01), suffering from severe COVID-19 infection (OR=1.67, P=0.03), male 

gender (OR=0.53, P<0.01), and frequent social media use to obtain COVID-19 related information 

(OR=0.65, P<0.01)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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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QOL than those without.  

Conclusion: Depression is highly prevalent in clinically stable patients with COVID-19. Regular 

screening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re urgently warranted for this population. 

Keywords 

Depression; Quality of life; COVID-19; Stable 

 

临床稳定的 COVID-19 患者的抑郁症患病率 

及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摘要】 

目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具有高风险的精神健康问题。本研究探讨了

COVID-19 临床稳定期患者抑郁症状（以下简称抑郁）的发生率及其与生活质量（QOL）的关

系。 

方法：对湖北省五家指定的 COVID-19 隔离医院的。对中国湖北省 5 家定点隔离医院中的

COVID-19 临床稳定期患者进行了横断面调查。对 COVID-19 患者进行线上调查。采用患者健

康问卷（PHQ-9）和世卫组织生活质量简要报告（WHOQOL-BREF）评估抑郁和生活质量。 

结果：共纳入 770 名参与者。抑郁患病率为 43.1％（95％CI：39.6％-46.6％）。二元 logistic 回

归分析发现，家庭成员感染 COVID-19（OR = 1.51，P = 0.01），感染重型 COVID-19（OR = 1.67，

P = 0.03），男性（OR = 0.53，P <0.01），频繁使用社交媒体获取 COVID-19 相关信息（OR = 0.65，

P <0.01）与抑郁独立相关。抑郁患者的生活质量较低。 

结论：COVID-19 临床稳定期患者的抑郁发生率较高，迫切需要对该人群进行定期筛查和适当

的抑郁症治疗。 

【关键词】 

抑郁；生活质量；COVID-19；临床稳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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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nd attitude  

toward crisis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mong clinically stable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China 

护理部  薄海欣 李雯  杨源 王钰  张庆娥  Teris Cheung  吴欣娟*  项玉涛* 

Abstract  

Objective: Th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epidemic,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nfected cases and deaths, many patients experienced both physical sufferings and great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o date, no studies on the patter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mong 

COVID-19 patients have been reported.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conducted an online survey to examine the patter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in clinically stable COVID-19 patients. We also explored patients’ attitude toward 

crisis mental health service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Results: A total of 730 COVID-19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of whom, 714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The mean age of the participants 50.2±12.9 years, men accounted for 49.1% of the 

sample, and 25.8% lived alone prior to admission. The prevalence of significant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was 96.2% (95%CI: 94.8%-97.6%). Half of participants (49.8%) considered 

psycho-educational services helpful.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most clinically stable COVID-19 patients suffered 

from significant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prior to discharge. Considering the negative 

detrimental impact of significant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ppropriate crisi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and long-term follow up assessments should be urgently initiated for COVID-19 

survivors 

Keywords 

COVID-19; Stable;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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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床稳定型 COVID-19患者的创伤后 

应激症状及对危机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 

【摘要】 

目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随着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增加，许多患者既经历

了身体上的痛苦，也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 COVID-19 患者创伤后

应激障碍的研究报告。 

方法：开展在线调查，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自评工具（PCL-C-17）评估临床稳定期

COVID-19 患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时探讨临床稳定期 COVID-19 患者对危机精神卫生服务

的态度。 

结果：本研究共招募 730 例临床稳定期 COVID-19 患者，其中 714 名符合纳入标准。平均年龄

50.2±12.9 岁，男性占 49.1%，25.8%入院前单独居住。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为 96.2% 

(95%CI: 94.8%-97.6%)。一半受访者(49.8%)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有帮助。 

结论：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临床稳定期 COVID-19 患者出院前大多存在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

碍。考虑到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负面影响，迫切需要对 COVID-19 幸存者进行相应的危机心

理干预和长期随访评估。 

【关键词】 

COVID-19；临床稳定期；创伤后应激障碍 

 

 

 

 

 

 

 

□ 手术室 陈雅琪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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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医疗部 陈宝玉 

在各级领导、护士长及各位同事的支持下，我有幸参加了中华护理学会首届康复护理专科

护士培训班。本次培训班分为理论授课和临床实践两部分共计四个月时间，让我收益非浅，感

受颇多。 

由于新冠疫情，原本定于 2020 年 4月份的理论授课改为两个月的线上学习，需要所有学

员在工作之余抽时间自学，课程安排紧张有序，授课老师以渊博的学识、幽默风趣的讲解，让

我掌握了常见疾病的康复护理要点，拓宽了对康复的认知，例如康复不仅停留于肢体康复，对

脏器康复、认知康复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学习了康复评定的内容及方法，为今后康复护理工作

的开展打下基础。 

同样因为疫情，临床实践姗姗来迟，终于在金秋 10月迎来了培训班所有学员翘首以盼的

临床实践。我去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和北医三院两个基地实习，临床实践不仅巩固了专业理论

和技术，也提升了科研、教学及管理能力。两个月实践要完成理论结业考试、操作技能考试、

综述及小讲课考核等，紧张而又充实，我本着协和人的严谨求精精神对待每一次考核，各项考

核均以优异成绩通过，学习期间完成的系统综述目前处于待发表状态。 

  

难忘的康复专科护士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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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学习首先让我有了理念的更新，对康复有了新认识，它不同于疗养，也不是患者的

后期治疗，而是包含家庭康复、社会康复、职业康复在内的全面康复，以促进功能障碍者更好

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其次认识到了疾病早期康复的重要性，并掌握了新的技术：如良肢位

设置、间歇导尿技术、呼吸功能锻炼等；学成回来之后，对于目前的工作部门，能以更专业的

身份参与到老年患者的康复及认知管理，以期待从护理人角度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有缘结识

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护理同道，收获知识的同时，收获了友谊，实现了教学相长。 

“康复护士专科证书”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离真正的专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今后，我

将认真工作，加强学习，不断进取，拓宽知识面，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挖掘适合自己的康复

护理亚专科进一步研修，更好的服务于医院和患者。 

感谢学习期间倾囊相授的各位老师！感谢为我们培训班顺利开展而默默付出的学会以及各

基地的老师！感谢协和的栽培，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基本外科四病房 李婷 

随着医学的进步，临床营养正被越来越多的医生所关注，其内涵也逐步由营养支持转变为

营养治疗，营养护理也已成为临床实践发展的方向。在今年 8月，中华护理学会外科专委会成

功举办了 2020年中华护理学会首届营养支持专科护士培训班。我有幸参加，完成了 8周的线

上理论和 8 周在北京医院的临床实践学习与考核，于 12 月 11 日顺利毕业，成为了一名营养

支持专科护士。 

营养护理助力康复 

         ——营养支持专科护士培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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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被协和前辈们凝聚的智慧和协和厚重的营养学积淀所感动，在拓

宽视野的同时，亦深刻认识到营养治疗在临床疾病及健康管理中的重要意义，更明确了规范化

的营养护理所承载的重要价值；在内心激动之余，更真切的感知到护理人员所需承担的那份责

任。 

在临床，规范化的营养治疗包括营养筛查、营养评定、营养干预及监测。在加速康复外科

理念下，围手术期的营养管理成为患者快速康复的福音，不仅可以提高机体耐受力，增强放疗、

化疗等抗肿瘤治疗的效果，而且可以减少手术引起的炎症反应，降低术后并发症，进而提高生

活质量。从营养筛查、评估、干预，到技术操作、健康教育，护士参与到患者营养治疗管理的

全过程，发挥着关键、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只要肠道有功能，就使用它”、“首选肠内营养”的理念深入临床。口服营养补充

助力肿瘤、老年等营养不良患者康复具有良好的效果。当口服营养不能满足机体需要的 60%

时，可通过管饲来补充。必要时应启动肠外营养。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倡术后早期恢复肠内营

养。护理人员在肠外营养导管的植入、使用、维护、监测等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肠外

肠内营养的规范化管理与应用、健康教育和出院后的延续护理、随访等过程中具有广阔的进步

空间。 

在慢性病患者的日益增加及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衰弱、肌少症、预康复已成为营养治疗领

域的新热点。老年患者的综合评估、重症及肿瘤患者的营养治疗，慢性病患者营养管理等已成

为临床营养护理的重要课题。在全生命周期的营养护理管理中，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护理团队参

与其中；多学科协作体系之下，护理人员作为营养支持小组中的重要成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与机遇。只有不断学习，增加营养知识储备、提高营养评估意识和能力，才能让营养支持及护

理措施更好的满足患者日益增长的营养治疗需求，发挥最佳的效果。 

在未来的营养护理之路上，我将继续秉承“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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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学前辈的研究成果，提高自身营养健康教育水平；加强知识的积累和临床经验的总结；努

力专注专业、学以致用；与护理同仁一起，注重分析、解决临床营养问题，为患者提供更优质

的营养护理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新进取，助力康复，为协和营养护理的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 

 

 

 

急诊科 刘梦琦 

    2020 年 5月中旬，受新冠病毒的影响，中华护理学会的急诊急救专科护士培训班未能如

期开课。5月底终于传来开课消息，我们采用线上教学的模式进行为期 2个月的理论学习。授

课老师都是来自全国各个医院的著名教授和护理精英，他们全面、系统的从专业的角度，录制

了一堂堂生动的课程，似乎透过屏幕走到我们身边来，夯实了我们所学的内容，收货了不少他

们工作中总结的经验。 

十一后，我们终于等来可以赴基地实践的好消息。一个月的基地实践，我们感受到实习基

地老师的专业和专注，认真传授知识和经验，严格把关我们的每项操作，将标准化、专业化、

高质量的技术带给了我们。学员间的交流也显

得尤为珍贵，我们互相传授经验，疫情下急诊

人的预检分诊流程、危重症患者的紧急救治等

等。几位参与抗疫的武汉市学员也为我们讲述

了他们抗击疫情时的真实经过，那些画面一直

刻在我的脑海里，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疫情下的急诊急救专科护士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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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月中旬，中华护理学会举办的急诊急救专

科培训迎来了毕业典礼，全体在京学员齐聚，大家都热情的

拥抱告别，纷纷合影留念。再见不知何时，也许在下一次的

全国急诊峰会上，也或许是在某一次的紧急救中时。但我们

知道，我们都会把学到的扎扎实实的技术，实实在在地服务

于患者。未来，我们有能力更好地呵护生命。 

 

 

 

 

眼科 崔建君 

   专科护士培训是眼科护理人期盼已久的专业人才培训途径，在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持下，

我非常荣幸的参加了中华护理学会举办的首届眼科专科护士的培训，在这短短的三个多月的培

训中，我收获了很多，也成为一段非常珍贵的人生经历。 

两个月的理论学习，是我继学校毕业后第一次脱产学习，机会难能可贵，所以我格外珍惜，

在经历了 12年的临床护理后，现在的我对知识的渴求是发自内心的，不再是像学校学习时是

为了考试而学习，而是为了真正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疫情猝不及防的在全国蔓延，但并没有挡住我们学习的脚步，学会立即决定转为线上进行

理论学习。虽然网络授课会带来些许不便，但老师讲课条理清晰，且语音听课效果如同老师在

耳边讲课一般。理论学习的内容很丰富，包括通科理论知识，眼科专科理论知识，眼科专科护

理技能，眼科前沿热点领域的介绍和讲解。而且为我们授课的老师都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为我们讲述并展现了许多新技术，新进展，大大拓宽了我的知识面，对以前一知半解的知识点 

记一次特殊的眼科专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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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了很好的弥补，同时许多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也通过网络与各家医院的老师进行了探

讨，收获很多！ 

临床实践阶段也是最紧张的阶段，在此我

完成了理论结业考试、操作技能考试、个案的

书写与汇报。临床基地医院为我安排了非常丰

富的实践内容，因为眼科视力障碍和老年患者

居多，北京医院特意安排了一场情景体验剧《路

遇数十年后的自己》，我们穿上衰老体验服，行

动变得举步维艰，再戴上特制的眼罩和耳塞，

模仿老年人视力、听力退化的状态。通过这次

体验我亲身直观的感受到了眼科病人以及老年

患者的不便之处，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更

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              佩戴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疾病效果的眼镜 

在我实习的期间，我们协和眼科病房也在筹备眼科日间病房的开展工作，我特意参观了基

地医院的日间病房，为日后工作积累经验。眼科日间病房虽然缩短了患者住院时间，但是并没

有降低护理质量，反而使延伸护理前移，提前于门诊进行术前宣教，在患者入院前电话给予患

者用药指导和饮食指导，为患者顺利完成手术保驾护航！ 

三个月的学习已经结束，我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带回工作岗位，学以致用，充分发挥专科

护士的优势，守初心，担使命，永葆梦想与激情，勇于开拓与创新，脚踏实地，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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