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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背景下护士人文素质现状及培养策略研究 

杨 莹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店子集街道卫生院  山东日照 

【摘要】 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服务背景下护士人文素质现状及培养策略。方法 纳入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80 名护士，分析优质护理服务背景下护士人文素质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培养策略。比较优化培养策略前

后职业道德评分、职业形象评分、人际沟通评分、护理礼仪评分、工作满意度。结果 优化后职业道德评分、职

业形象评分、人际沟通评分、护理礼仪评分高于优化前，工作满意度高于优化前， P＜0.05。结论 优质护理服

务背景下护士人文素质存在较多的缺陷，通过优化培养策略，可提高职业道德、职业形象、人际沟通、护理礼仪，

并提高护士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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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aining strategies of nurses' humanistic qua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Methods: 80 nurse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includ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urses' humanistic qua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was analy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training strategies were put forward. The score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professional 
imag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ursing etiquette and job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strategy. Results: the score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professional imag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nursing etiquette after optimizat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optimization, and the job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optimization (P < 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n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By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strategy, we can improve professional ethics, 
professional imag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ursing etiquette, and improve nurses' job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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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医

疗技术的发展，使得医疗技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具有

危险性，特别是在外科手术中，更是如此。这对我们

医务工作者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其原因有：人体的

复杂性和手术技术的限制，使医务工作者的工作风险

增大[1]；患者、家属和社会在医疗价值观和医疗理念之

间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就医困难、医疗费用昂贵等问

题，已成为社会对医院和护理人员的认识误区。这些

问题都有可能演变成一起医疗纠纷，因此，在目前的

医疗条件下，应从提高护士与病人沟通、提高处理问

题能力与技巧、提高整体护士的人文素质等方面入手，

构建起一种和谐的护患关系，降低医疗纠纷。现代护

理在医疗方式转型的今天，对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要使其更好地实现人性化护理，就需要具备一

定的人文素质。培养和充实护士的人文内涵，推动其

人文素质的提升，既是现代护理学与人文精神融合发

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个体护士个人素质、品德、人格

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从护理人员人文素质的

不足出发，探讨了护理培养模式的改革，从教育引导、

强化学习、实践完善等方面，切实提高护理人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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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素质[2]。通过对护士进行教育，使其始终保持开放的

文化心态，并自觉地接受人文教育，不断地提高其人

文素质，进而提高护理人员的人文素质。本研究探析

了优质护理服务背景下护士人文素质现状及培养策略，

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80 名护士，分

析优质护理服务背景下护士人文素质现状，并提出相

应的培养策略。年龄 21-45 岁，平均（31.21±2.27）
岁，全部是女护士。 

1.2 方法 
加强护理人员的人文素质培养方法：（1）通过加

强培训和学习提高护理人员的人文素质。首先，要强

化在职护士的终身学习观念，不断改进护理制度，加

强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与训练，拓宽护士

的眼界、丰富知识、丰富知识、改进知识、增强交流

技能；其次，要强化医务人员的爱岗意识，强化对医

务人员的培养。既能使护理人员建立起一种坚定的专

业认同，又能培养出一支长期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临

床教学团队；（2）加强领导示范和引领作用。这是一

种潜影默化的影响，新的医疗模式将更多的人文关怀

放在病人身上，忽视了护理人员的人性化需要。护理

人员属于特殊职业群体，以女性为主，工作强度高，

体力消耗大； 
护理人员的职业技能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提高学

历等，这使得护理人员的身体和心理都呈现出亚健康

的特征。因此，管理者应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加强对员工的支持与关怀，从加强对员工的职业安全

保护。关心护理人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营造一个

轻松的人文氛围；多给护士提供一些学习的机会，以

产生影响，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3）加强对护

士工作的社会宣传，通过对护士的典型事迹进行报道，

让全社会都认识护理工作，提高对护理工作的理解、

尊重、关爱和对社会价值的认同。（4）更新服务观念，

持续改进和完善责任制的整体护理模式。首先，要改

变传统的护理观念，以病人为本，以病人为本，以病

人为本，以病人为本，做到贴近病人、贴近临床、贴

近社会、改变观念，才能在不知不觉中提升护理人员

的人文素质；其次，积极推行护理责任制，使护理人

员的工作热情持续高涨，并强化她们的责任感；同时，

应加强与病人的沟通，增加护理人员与病人的接触时

间，制订相应的工作方案和措施，以帮助护理人员了

解病人的情况，并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5）
持续改进护理人员绩效考评体系，提高护理人员的人

文素质。护理人员的业绩评价应该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多劳多得”

的评价方法，以促进护理人员的积极性和积极性，这

样的考核方法可以激发护士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从

病人的角度出发，更好地理解病人的情绪，体现出对

病人的关心。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职业道德评分、职业形象评分、

人际沟通评分、护理礼仪评分（每一项 0-25 分，得分

越高则越好）、工作满意度。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3.0 软件中，计数ꭓ2 统计，计量行 t 检验，P

＜0.05 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职业道德评分、职业形象评分、人际沟通评分、

护理礼仪评分 
优化后职业道德评分、职业形象评分、人际沟

通评分、护理礼仪评分高于优化前，P＜0.05。如表

1。 
2.2 工作满意度 
优化后的工作满意度比优化前高(P＜0.05)。 
3 讨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护士的人文素质体现在优质

的护理服务上，对患者的生命和健康给予了充分的尊

重。近年来，由于实行优质的护理服务，许多临床 

表 1 优化培养方式前后职业道德评分、职业形象评分、人际沟通评分、护理礼仪评分比较（x±s,分） 

组别（n） 
人文素质 

职业道德 职业形象 人际沟通 护理礼仪 

优化前(80) 20.84±1.32 19.32±1.03 18.33±1.22 18.13±1.71 

优化后(80) 23.37±1.53 23.05±1.23 22.45±2.15 22.65±2.93 

t 10.144 12.267 11.157 12.313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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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n） 满意度 

优化前(80) 64(80.00) 

优化后(80) 80(100.00) 

ꭓ2 6.806 

P 0.009 
 
护士的人文素质都有所提高。然而，护理工作中却出

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护士工作压力太大，忙着做日常

护理，往往忽略了人文关怀，护士对病人的整理护理

缺乏动力，护士在职期间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训练，

这些问题使护士的人文素质难以得到有效提高，成为

制约护士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3]。 
人文素质是医护人员的基本素质之一。在优质护

理的大背景下，护士的人文素质是指在护理专业发展

的进程中，人文精神与护理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和促

进。在优质的护理服务观念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

以病人为主体、以病人为核心的护理人文素质，从护

理的实际出发，护理人文素质注重病人的各项需要，

以病人为基本准则；从护理的细节出发，强调尊重病

人的人格尊严，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护士的人文素

质是护士在优质的护理服务中不断强化基层护士的工

作，规范和有效地改进护士的工作，使护士的工作能

够整体、顺利地开展，进而提高护士的工作质量，提

高病人对护士和医院的满意度。总之，为满足现代护

理需求，改善护士人文素质不足的状况，采取教育引

导、强化学习、完善等措施，切实提高护士人文素质。

通过对护士进行教育，使其始终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

并自觉地接受人文教育，不断地提高其人文素质。 
本研究显示，优化后职业道德评分、职业形象评

分、人际沟通评分、护理礼仪评分高于优化前，工作

满意度高于优化前，P＜0.05。 
综上，优质护理服务背景下护士人文素质存在较

多的缺陷，通过优化培养策略，可提高职业道德、职

业形象、人际沟通、护理礼仪，并提高护士工作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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