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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癌症病人心目中好护士的形象。方法 对 25位癌症病人进行深入访谈,现场录音, 按现象

学研究的方法整理分析资料。结果 好护士是经常与病人沟通、关心病人、态度好、技术好、有责任心的护士。结论

将爱心和专业技术相结合才是病人心目中的好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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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 o study the characters of go od nur se in cancer patient s' v iew Method 25 cancer patients

wer e int er view ed, the who le interv iew ing pro cess is fully r eco rded and no ted, then analyze the data according phe-

nomenology methods. Result The good nur se is those w ho can communicate w ith the patients usually , t ake ca re o f

the patients by heart, have good manner and skills, responsible fo r t he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good nurse in pa-

tients' view is take care of t he patients by hea rt combined w ith the skillful techno log y.

Key words Good nur se   Qualitative r esear ch  Cancer patient

  中图分类号: R4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6975( 2007) 01- 0021- 03

  基金课题: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护理研究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王海芳( 1973- ) ,女, 江苏,硕士,讲师,主管护

师,从事护理教育工作

  从南丁格尔创立护理专业之日起, 护理工作便

与以关心病人、关爱生命为核心的职业道德密切联

系在一起。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的

提高,对护理工作的内涵和护士的职业素质也提出

了新的要求。本研究以癌症病人为访谈对象, 从这

些已身患绝症的病人的角度, 阐述他们心目中/好护

士0的形象,为临床护理工作者更好地为病人服务提

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2004年 10月~ 2005年 8月苏州和上海四家三

级甲等医院的 25名癌症病人,年龄 18~ 83岁,平均

年龄( 53. 68 ? 8. 62)岁,其中男性 14人,女性 11人。

受访者均已知癌症诊断, 精神、记忆能力正常, 有完

整的汉语表达能力并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受访者的

一般资料(表 1)。

表 1 受访者一般人口学资料  ( n= 25)

 项目 例数 百分率( % )

婚姻状况 未婚 4 16

已婚 20 80

离异 1 4

教育程度 小学 3 12

中学 16 64

大专以上 6 24

职业 干部 8 32

工人 6 24

农民 1 4

退休 6 24

其他 4 16

1.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 phenome-

nology) ,以现实情景和隐含在情景下的涵义为基

础[ 1 ] ,分析、提炼其中的重要要素, 并探讨要素之间

及与周围情景之间的关系[ 2] 。

1. 3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深入访谈的方法获取受访者对护士

行为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并做现场录音和笔录。访谈

时以/您对护士的印象0, /您印象最深刻的护士0和

/回忆一下您认为的好护士的行为,并描述当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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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0这样的开放式问题开始,引导病人自由地回忆并

描述对护士行为的一切感受和体验,避免给受访者设

立人为的框架。访谈在自然场景中进行(病人所在的

病房或出院后在家中) ,氛围轻松,时间为1 h。

1. 4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将所做的录音整理成文字, 然后按

以下步骤分析资料: ( 1)仔细阅读所有记录; ( 2)析取

有重要意义的陈述; ( 3)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编

码; ( 4)将编码后的观点汇集; ( 5)写出详细、无遗漏

的备忘录; ( 6)总结、归纳出共性的观点; ( 7)返回参

与者处求证
[ 3]
。

2  结果

2. 1  /好护士0是经常与病人沟通交流的护士

在采访的 25位病人中, 有 12位都描述了护士

和自己沟通、交流后心中的温暖和安慰。病人 16:

/我在国外曾动过一个小手术,住院期间, 护士不仅

会询问病人的感受,还会和病人聊天, 如天气、窗外

景色之类。有一次, 病人在听一首歌,护士听到了,

微笑着说: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听,他还有另外一首

歌,也很好听,,0病人 19: /我印象中记忆深刻的

护士是张护士, 她的态度很好,很关心我, 每次做治

疗时都会跟我解释, 很细心。有一次,我要作肠镜检

查,之前的准备工作医生交待了一大堆, 我很着急。

她安慰我,仔细给我讲解注意事项,每天都来提醒我

今天要做什么准备, 让我觉得很放心。0病人 20: /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实习护士, 她打针的技术不是

很好,但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她总能发现,问我为什

么不开心,并帮我分析、开导。我觉得她能和我共同

面对我的问题, 感觉很亲切。0

2. 2  /好护士0是关心病人、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的

护士

关心病人、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让很多病

人铭记于心。病人 6: /我特别怕热,晚上不想盖被

子,她们一到夜里就会来给我盖被子,我醒来后蛮激

动的。她们还叮嘱我不要着凉感冒,象家里人一样,

对我很体贴,很关心。0病人 7: /有一次, 我的病房恰

好遇到一位病人抢救, 后来抢救无效去世了。因为

得的都是类似的病, 所以心理负担很重,我紧张得都

哭了。护士长开导了我很长时间, 一直不走, 陪了我

们一个多小时。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到现在我

在路上看到这个护士长, 还觉得很亲切。0病人 21:

/有一次我高烧达39 e , 很难受,护士经常跑来问寒

问暖,让我很感动。0

2. 3  /好护士0是态度好、温柔亲切的护士

病人们在论及好护士时, 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

/态度好0、/很亲切0等字眼。病人 2: /我认识的一

个护士说话很温柔,让人听了很舒服,并且经常巡视

病房,问长问短的,给人的感觉很好。0当护士操作失

误时,病人也会因为她态度好而认为她是一名好护

士。病人 21: /记得有一个护士给我输液时, 没有打

进去,我当时很生气,因为长期挂水, 只有一根血管

是好的,被她这么一来,就找不到地方打了。我又疼

又气,刚想发作, 她就马上跟我说对不起, 这针没有

打好,问我疼不疼。看到她那么内疚,我的气就消了

一半。后来她找来了护士长, 仔细地帮我找血管。

最后终于找到并打进去了。过后我想想, 她态度那

么好,也确实尽了力,应该说是个好护士。0

2. 4  /好护士0是有责任感、技术好的护士

责任心和技术是护士圆满完成工作的保证,病

人们也叙述了他们对此的感受。病人 4: /我在胸外
科时因为经常坐着臀部长了一个褥疮, 床位护士因

没有进行很好地预防和宣教被批评了。不过事情最

后的结果却让我很满意, 因为床位护士后来非常认

真,很有责任感, 一天来看我好多次, 用红外线灯给

我照,有时半夜也会来, 对我象亲人一样, 让我很感

动,对这位护士的印象也非常深刻。0病人 23: /我和

丈夫觉得技术好的护士给我们的印象较深刻,由于

我的静脉较细又脆, 很难打, 几个护士都败下阵来,

我和家人也感觉沮丧又无奈,这时有位护士过来足

足观察研究了 5 m in,终于找到一处静脉, 很有信心

地一针成功,减轻了我的痛苦,令我们十分感激。0

3  讨论

3. 1  经常与病人交流,呵护病人的心灵

在被采访的病人中,绝大多数都谈及与沟通相

关的话题。因为病人因病入院, 对一切都很陌生,对

自己的疾病和预后也知之甚少, 尤其是癌症病人,还

会面临很多有危险性的治疗,他们的脆弱处境和焦

虑心情可想而知。护士是和病人接触最多的医务工

作者,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及时的解释、安慰、劝导都将缓解病人的疑虑,

给他们以心灵的安慰,让他们/安心、放心、开心0地

接受治疗。虽然目前护士人员紧缺、工作量大, 客观

上减少了能与病人沟通的时间, 但只要我们用心,还

是可以在护理的过程中、在巡视病房时,给病人及时

地解释、解答和安慰, 并借此传递我们对病人的关

心。

3. 2  用心为病人服务,提升护理的内涵

在受访者的叙述中,好护士都是态度好、有爱心

的人。因为态度是护士给病人的第一感觉,态度好

让他们感觉亲切温暖, 甚至可以因此原谅工作的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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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凡是护士用心为病人做的(如盖被子、哭泣时陪

伴)都会被病人铭记于心。更奇妙的是,他们甚至会

因为护士的用心而重燃信心, 顽强地与病魔做斗争。

所以,用自己的爱心用心护理病人,不但会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还将提升护理工作的内涵。

3. 3  责任心和技术并重,减轻病人的痛苦

工作责任心的培养和护理技术的训练是护理教

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心强可以避免差错事

故,技术娴熟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但从病人的描

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只有将专业技术与对病人的爱

心相结合,才是病人心目中的/好护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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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手术方式也在向高、尖、精技

术开展。为使手术室护士尽快提高业务水平和适应新时代

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和工作效率, 我科在 2005 年为

所有的手术器械建立了档案,通过使用,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现介绍如下。

1  具体方法

1. 1  分科管理

将各专科器械落实到个人管理。专科护士根据自己本

专科的特点以及专科医生的要求, 分管好各类器械。定期检

查、保养, 做到心中有数。

1. 2  建立器械常规

每个专科护士根据本专科手术的实际需要, 将器械打包

成常规包,设好基数。例如普外科设有器械包、甲状腺包、吻

合器包、胆囊包、胸科长钳包等。最基本的器械包,一包就能

应付一些较常见的普外科手术,如疝修补、阑尾切除、胃穿孔

修补术等。包内有小拉钩, 3# 、4# 、7# 刀柄, 直、弯止血钳, 针

持,皮钳, 镊子,直、弯剪刀以及腹垫等。由于器械包用得多,

所以设有基数 15 包。

1. 3  制定档案

器械常规制定后, 专科护士开始制定本专科的器械档

案。首先将每个常规包内的器械及数量列出来, 然后再将每

种手术所需的用物写出来。例如眼科, 最基本的器械常规是

白内障包(内有弯盆一个,蚊式直、弯钳各 2 把,细弯剪 1 把,

斜视钩 1 把,刀片夹 1 把, 12 cm 针持 1 把,细的有齿、无齿镊

各 1把,不锈钢杯 2只以及方纱、眼科棉棒适量) ;人工晶体包

(人工晶体植入所需的显微器械 1 套) ; 小梁包(小梁切除所需

的小梁剪、镊等 1 套)。做白内障摘除加人工晶体植入术需:

眼科布类 1 包,白内障包 1 包,人工晶体包 1 包,另需: 注射器

数副, 0/ 11 缝合线 1包,眼科专用冲洗液 1 瓶以及所需的药物

一一写清楚,让查阅的人一目了然。个别医生有特殊要求, 会

有醒目标记。在使用过程中,专科护士与医生不断交流, 根据

实际情况不断补充完善,以求达到更合理、实用。

1. 4  定期讲课

专科护士定期讲课, 有时也请医生讲解器械的使用方

法,以加强理解, 便于记忆。

2 体会

2. 1  手术室器械分科管理能发挥专科护士的特长, 利于器

械的管理和维护,加强了每个护士的责任心。

2. 2  能够迅速提高手术室的整体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 减

少了手术准备时间,为一些抢救手术赢得了时间。

2. 3  科室大大降低了器械的丢失和损耗情况, 为医院节省

了开支。

2. 4  手术用物准备一次性到位率有了显著提高, 为手术的

顺利完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2. 5  减轻了护士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

2. 6  通过制定器械档案, 调动了全科护士的积极性, 大家相

处得更融洽,使科室的护理工作得到了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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