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提高““逆商逆商””促进护理工作促进护理工作
□□汪晓玲汪晓玲

2019年2月23日 星期六

责编 李 云 美编 李 云天使之声4 YIYAO WEISHENG BAO

本报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南角 邮政编码：450046 电话区号：0371 广告发布登记证号：郑东工商广发登字第009号 照排：本报编辑部 印刷：河南日报印务中心（地址：郑州经开区第三大街168号） 定价：全年190元

■小发明

本版未署名图片为资料图片

近日，我在神经内科六病区的
实习即将结束。这些天接触的人
和事情，让我感慨万千。

我很庆幸能够在神经内科六
病 区 实 习 ，因 为 老 师 与 同 学 之
间 ，老 师 与 患 者 之 间 充 满 了 温
馨，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
每一位老师对我们都很有耐心，
对于每种药名和每个病例都会
详细解释，并讲解一些延伸护理
的相关知识。每周有一节理论
课，上课内容均结合临床实际情
况，促使我们熟悉诸多疾病及护
理要点：腰椎穿刺术后的护理、
留置针的使用等。由于该病区
的工作比较繁忙，所以我学习的
内容比较多。在老师的教导下，
我熟练掌握了一些常见病、多发
病的护理技能和操作规范：如何
给留置针封管，测量体温、血糖、
血压，胰岛素注射、静脉采血、尿
管护理以及如何与患者沟通，做
好人文关怀等。

我深知，独立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依赖老师永远迈不出独
立操作的第一步。现在，我能够熟
练完成护理患者时的基本操作任
务。回想起第一次给患者扎针时
的情景，我心中谨记老师的教诲：
做任何操作前一定要细心、谨慎，
牢记“无菌观念”“三查七对”等内
容。还好，老师站在一旁仔细地看
着我的每一项操作，给了我安全
感。随后，老师说：“患者来看病，
就是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我们应对
得起这份信任。”

可是，由于操作不熟练和经验
不足，结果扎穿了血管，我开始紧

张起来，有一些不知所措，幸亏老
师及时救场。首次扎针不成功，
我心里充满了挫败感。在老师的
鼓励下，我重新鼓起勇气，根据老
师指出的不足之处，勤奋练习，努
力提高穿刺成功率。这是我从一
个实习生逐步成为护士的过程，
促使我深刻认识到临床的特殊性
和必要性。

渐渐地，我适应并喜欢这种忙
碌而充实的工作，每天不仅可以见
到课本上出现的脑梗死、脑出血、
帕金森病和甲钴胺、甘露醇、前列
地尔等病名与药名，还可以学到老

师的工作经验，比如如何无痛拔
针、怎样处理输液反应等。就拿铺
床来说，看似简单的一件事，也有
很多技巧。学会了在确保质量的
前提下提高效率，因为在抢救患者
时“时间就是生命”。

总之，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
“不要为了工作而工作，要善于总
结，把工作当成一种享受的过程。”
我会怀着最初的热情，踏实工作，
勤奋实习，努力成为像老师一样优
秀的护士。

（带教老师张雪妨供职于河南
省人民医院）

交接班是护理工作很重要的一部
分，它需要上一班护士对当班患者病情
以及治疗情况进行总结，为下一班护士
的护理工作提供依据，以保证护理患者
的连续性。可是，有一些护士的交接班
总是让人苦恼不已。

一是迟到。说实话，护士工作了一
整天，最期盼的就是接班的护士早接班，
早接班就意味着能够早下班。尤其是夜
班护士，科室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提前
15分钟来科室清点物品，这样方便护士
能够早下班。可是，有一些护士总是特
别计较接班时间，比如 23时交接班，她
总是按时来上班。然而，轮到别人接她
的班时，如果别人稍微晚了几分钟，她就
会打电话催促对方赶紧来接班，认为对
方耽误她下班了。

二是交接不清楚。护士最害怕碰到
一些粗心的同事，交接班时总是含糊不
清，问她患者总数是多少，她说“不清
楚”。问她病危、病重患者的数量，她说

“好像有”。丹丹（化名）就是这样，和她
交接班的护士很苦恼。

三是工作未完成。有时候，护士工
作繁忙，难免有一些疏漏，这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对于一些护士来说，却成了常
用的“托词”。比如14时的液体没有用，
打电话问她，她说忘记了；对临时办理出

院手续的患者，出院证明没有开等。自己的活儿没有干完，
留给下一班护士接着干，难免让人不愉快。

四是吹毛求疵。工作认真是值得表扬的一件事，
可是过分认真就成了吹毛求疵。护士丽丽（化名）就是
这样，每次交接班总是抓得特别细，譬如看到输液的患
者，就一定要拿出清单核对液体，然后说滴数不对；治
疗室的地上有纸片，她说卫生没有打扫干净等，导致别
人和她交接班时总是特别紧张。

其实，护理工作比较辛苦，同事之间应该相互理解、相
互体谅。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在护理工作中，尤其在外科病区，在患者术
后都需要抬高床头，便于引流管引流。运用床
头抬高测量尺可以准确地抬高床头角度，进而
提高准确性。当患者需要测量中心静脉压时，
护理人员带上生理盐水，减去床垫的高度，就可
以测量患者的中心静脉压。

针对以上情况，医院护理人员想发明一种
新型的床头抬高测量尺和垂直测量仪，以便于
提高护理质量和满足患者的需求。

于是，护理人员积极查阅资料，选择优质材
料，初步设计了这款床头抬高测量尺和垂直测
量仪，开始在临床上试用。经过多次试用、创新
与改进，这款床头抬高测量尺和垂直测量仪可
提高工作效率。

这款床头抬高测量尺和垂直测量仪的规格
为宽 2厘米，高 60厘米，不但结构简单，而且轻
巧方便。该产品采用塑料外包膜，便于清洗，不
会因为经常擦拭导致字迹模糊。该产品可以更
好地包裹在输液架上，可以任意放在床的四
端。该产品可提高基础护理工作的准确性和科
学性，为临床解决抬高角度准确性问题提供了
可靠依据。

床头抬高角度的测量方法：1.在患者病情
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床头抬高，排除不能抬高患
者的情况。2.在床头抬高时，要平视输液架上
的床头抬高测量尺。3.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适
当摇高患者膝下的支架，防止下滑，以减轻臀部
压力。必要时，可在床尾放一个软枕头，以免患
者的足底触及床尾。4.当患者定时翻身后，需
要再次调整床头角度。

中心静脉压的测量方法：1.把测量标尺固
定在输液架上，取一个无菌输液器，接上三通开
关，一端与接着无菌生理盐水的输液器相接，另
一端与中心静脉管连接。2.躯体零点定位。平
卧位以患者的腋中线与第四肋骨的交点为零
点。3.标尺零点定位。取一个水平尺经过患者
的身体零点位置找出标尺零点位置，并固定好，
将测量管固定于标尺上。4.使测量管与生理盐
水输液管相通，给测量管内注满生理盐水以排
出空气，随后与中心管相通，同时关闭其他输液
通道，让测量管中的液体自行下降至不再下降
为止，此时液柱呈上下波动，取其平均数值为
CVP（中心静脉压）值。5.记住身体的零点位置
值－液柱呈上下波动的值=CVP值。

床头抬高测量尺和垂直测量仪的优点：1.
结构简单，制作、清洗以及使用方便，占用空间
小。2.提高护理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避免
护理人员依据个人感觉或者经验抬高床头的盲
目性。3.产品材料经费预算：500元。

该产品粘贴在病床的输液架上。对于使用移动输液架的医
院、使用悬挂式输液架的医院，本品可以粘贴在床头的墙面上。
该产品还可以测量床头升起的准确高度。床头抬高测量尺和垂
直测量仪在各级医院任意的标准病床上均可使用，适合在各级医
院广泛推广。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今年 2 月 19 日是元宵节。当天上
午，天空中下起了小雪。在这春寒料峭
之时，太康县嵩山中医馆组织名老中医、
年 轻 志 愿 者 等 十 几 人 走 进“ 谢 安 故
里”——老冢镇谢安幸福院，开展了主题
为“雪花飞舞季，情系夕阳红”的送温暖
活动。

在活动现场，名老中医、年轻志愿者
为 40 多位特困群众、孤寡老人测量血
糖、血压；采用针灸、推拿等中医疗法为
群众治疗疾病。

同时，太康县嵩山中医馆的医务人
员为特困群众、孤寡老人送去了水果、汤
圆等生活用品，还发放了《中国公民健康
素养 66条》等科普资料；为群众讲解健
康生活的要素，帮助他们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以提高他们预防疾病的能力。
该活动以简洁的方式为老人送上了丰盛
的“养生大餐”。

据嵩山中医馆负责人李晓坛介绍，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中医药特
色和优势，为基层群众提供诊疗服务，以
实际行动助力太康县健康扶贫工程，为
实现“和谐太康”贡献力量。

此次活动受到当地村民、驻村干部
的一致好评。

情系贫困群众
本报记者 侯少飞 文/图

检查身体

讲解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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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床头抬高测量尺和垂直测量仪

“逆商”（AQ）也称挫折商和
逆境商，它是指人们面对逆境时
的反应方式，即面对挫折、摆脱
困境和战胜困难的能力。

AQ 不仅是衡量一个人超
越工作挫折的能力，还是衡量
一个人超越任何挫折的能力。
同样的打击，AQ高的人产生的
挫折感低，而AQ低的人就会产
生强烈的挫折感。AQ 由控制

感、归属、延伸、忍耐等 4个关键
因素组成。控制感是指自己对
逆境有多大的控制能力，面对
挫折时，有的人只会逆来顺受，
听天由命，自我否定，而有的人
则会相信自己，将“绊脚石”转
为人生中的垫脚石。归属是指
逆境发生的原因、愿意承担责
任和改善后果的情况。延伸是
指对问题影响工作、生活和其

他方面的评估。忍耐是指认识
到问题的持久性和对个人的影
响持续多久。

以采血错误的不良事件为
例。一个护士在采集 A 患者的
手术备血时，未经三查七对（三
查是指操作前查、操作中查、操
作后查。七对指的是查对床
号、姓名、药名、剂量、时间、浓
度、用法），错误地抽取了 B 患
者的血标本，好在发现及时，未
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现在，
错误采集血标本属于一起护理
工作中的不良事件。这件事情
对责任护士来说，属于在护理
工作中遇到挫折。此时，责任
护士处在焦虑、懊悔、挫败感等
负面情绪当中。责任护士想：
我不适合这份工作吗？我没有
能力做好工作吗？她反思后认
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就意志消
沉，自暴自弃。责任护士回到
家中，因工作不顺心，时常与家
人发生矛盾。于是，责任护士
在后续的工作中闷闷不乐。这
样面对挫折的过程，其实是很

多人的真实写照，这就是低AQ
的表现。

真正的高AQ 者，则会痛定
思痛，告诫自己：好在未造成严
重后果，一定要吃一堑长一智，
用平静的心态对待不良事件。
同时，高AQ 者会以此次事件为
基础，找到事件发生的原因，勇
于承担相关责任和后果；将这一
错误的负面影响仅限于工作范
围，不涉及家人和朋友。高AQ
者会深刻学习护理查对制度以
及相关知识，以确保下次不再犯
同样的错误；积极调整心态，以
乐观、自信的态度融入工作。

我们经常说，是人就会犯
错，就算心思再缜密也有百密一
疏的时候。在千变万化的临床
工作中，在快节奏的流动患者
里，在日益复杂的疾病状态下，
我们有时候会疏漏，会忘记。我
们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做
好，把工作做好；我们在错误中
成长，在错误中学习，从失败中
吸取教训，找到错误发生的原
因，不断鞭策自己。如此，才是

在面对逆境时正确的方式。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 AQ

呢？促使自己在职场中快速发
展呢？

1.强化自愈能力：职场如
战场，无论新护士还是资深的
护士，只要从事临床工作，就
会遇到各种压力和挫折；拥有
良好的心态才是制胜的关键，
才能坦然面对各种挫折，不自
怨自艾。

2.提高归因的能力：我们应
该理性面对错误事件，敢于承担
责任，并查找原因，从自身原因
和外部条件中寻找相关因素，总
结经验，吸取教训。

3.完善自身能力：积极查找
自己的不足，在工作中的优缺
点，哪些行为带有安全隐患等。
提高工作能力，弥补自身不足，
经常反省，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
能力。

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
AQ 能成为我们的“铠甲”，让我
们不逃避，一直前行。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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