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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护理

“强合作”就是医护结对管理包干病人，责
任护士每日参加所管病人医生查房，并参与疑
难病例讨论，共同制定诊疗护理方案。

“抓素质”就是进行护士层级管理，实行护
理管理人员、骨干人员、N0-N4层级、新进护
士、科室末位能力护士的分层培训与管理，实
行护士规范化轮岗培训，引进掌医课堂、培训
助手、问卷星等信息化管理，提高培训效果，并
建立护士绩效考核制度和每名护士个人技术
档案，落实同工同酬、优绩优酬，将考核结果与
护士的晋升、评优相结合，促进全员综合素质
提升。

全程护理“六服务”
打造体贴暖心的护理服务链

“护士的护理细致入微，特
别暖人心，有家的舒适和温
暖。”5月30日上午，在呼吸
内科住院部44床、家住人
和街道、现年90岁的耿道
英老奶奶道出了患者的
一致心声。病房里每个
角落的陈设和服务的每
个细节，都在诠释着患
者的舒适感受从何而
来。

据护士长黄林利介
绍，病房里常年的加床
状态给护理团队带来了
更大的挑战，但同时促
进了优质护理理念的执
行。从患者入院到出院，
护理团队的服务必须深入

到每一个微小的环节。
为此，医院开展了病人

从入院到回家后的“热心接、
耐心讲、精心护、诚心帮、温馨

送、爱心访”链条式全程护理“六
服务”，落实和不断完善具体措施，

为患者提供连续、全程的护理服务，
患者就医感受在护理服务中也逐步增

强。
“为帮助护士们得到进一步成长，除了完

善护理工作制度、疾病护理常规、优质服务举
措外，每月还重点安排讲座、查房、病例讨论、
应急演练、危机管理、学术会议、专科护士培训

等。科室多名护士成为医院优秀带教老师、优
秀护士。在5月10日医院组织的优质护理服
务‘一科一品’汇报演讲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黄林利说。

医护“六合作”
让优质护理服务更有温度

随着医护关系的不断发展，医护合作态度
从最初的“护士依赖医生”到“医护互相依赖”，
再到某些问题下、解决上是“医生依赖护士”。
其实，护士的专业性越来越强，也得到了社会
上越来越多的认可。因此医护合作是医生和
护士在平等自主、相互尊重和共同信任专业知
识与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开放的沟通和协调，
共同决策、分担责任，为患者提供医疗护理服
务的过程。

为此，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结合
医院特色，提出了“互尊重、互关爱、互谅解、互
督促、互补位、互协作”的医护“六合作”（即岗
位不同互相尊重、工作辛苦互相关爱、职责所
在互相谅解、工作忙碌相互督促、患者需要互
相补位）。融洽的医护关系，为结对包干病人、
照护患者健康打下了良好基础，也赢得了患者
好口碑。

“医生的每次查房，跟随的护士妹妹都会

细心记下医生的叮嘱。同时，医生也会耐心听
取护士在护理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这种
医疗环境中，患者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在肿瘤
科住院部52床、家住鲁能一街区的夏女士对
这种和谐医护关系给予了充分肯定。

通过“三六一度、打造暖护”优质护理服务
品牌建设，有效改善了群众就医感受，护理服
务满意度稳步提升。据悉，在2018年度第三
方满意度调查中，患者满意度达94.6%。

在今后的优质护理服务中如何更好地为
患者服务？医院党委书记李龙提出了新思路：

“在优质护理服务管理上，力求促效益；在实施
中，力求创特色；在工作中，用护士的爱心、诚
心、细心换取患者的舒心、放心、安心。”下一
步，医院将着力加大护理人才梯队及团队建
设，打造一支结构合理、专业过硬、素质优良、
作风务实、服务温馨的优秀护理队伍，不断增
强患者就医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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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提供

“健康所系，性
命相托”是一句分量极重的承

诺。从呱呱坠地、生病护理、
养老护理，直至最后的临终

关怀，人的一生总有些时候
要与护士打交道。在重庆两

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护士
的职责早已不是简单的“打

针发药”，她们及时发现病情
变化，专业细致护理，帮助减

轻病痛，耐心健康教育，成为
患者眼中信赖的护理专家。

为让“信赖”真正融入患者
心间，根据国家卫健委优质护理服务相关方针政
策，医院把“提升优质护理服务能力、强化护理品牌
定位”作为医院“抓服务、树形象”的重要抓手。结合
实际，通过不断探索、培育、改进，一个“以患者为中
心”为患者量身定做的“三六一度、打造暖护”优质护理
服务品牌悄然出炉。

“三六一度”优质护理服务品牌的形成，为医院“内
练真功、外塑形象”树立了标杆。同时，这一优质护
理品牌的多个举措在重庆同级医院实现了多个

“率先”，在为患者健康带去福音的同时，赢
得了社会认可及普遍赞誉。

护理管理“六举措”
科学管理为优质护理提供保障

“护理其实不是简单的为病人
服务。在护理中，除了有过硬的专
业护理知识外，还必须有一套科学
而严谨的管理体系作保障，否则，
优质护理将是一句空话。”护理部
主任邹依然说。为让优质护理服
务这一理念真正落地，医院全面
推行了“建机制、改模式、重内涵、
创特色、强合作、抓素质”的护理管
理“六举措。”

“建机制”就是持续改进护理质
量，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临床护
理质量考核标准，量化考核指标，推广

PDCA、QCC、8S管理等科学管理工
具和方法应用，加入国家敏感指

标管理平台加强目标管理等，
建立科学管理长效机制，

持续改进和提升护理
质量。

“ 改 模
式”就是落实责任制整
体护理，通过简化或表格优化
护理文件书写减少护士工作量，提
高护患比充实临床护士队伍，引进护
工班组服务减少护士非护理工作，建立

“流动护士站”保障责任护士不离病人，全面
落实包干制，责任制整体护理覆盖全院病区。

“重内涵”就是加强专科护
理，除加强各专业学科的护

理内涵外，通过建立静脉
治疗、伤口造口、危急重
症、糖尿病、心理护理共
5个院级专科护理小
组及联络员组织架
构，开设伤口造口、
糖尿病健康教育、
PICC 专科护理门
诊，加强专科护理
会诊及同质化管
理，使专科护理内
涵得到更全面的提
升。

“创特色”就
是培育医院护理文

化品牌，开展全院
性的员工当陪护体

验患者就诊，并参与
“就诊体验共参与，改进

服务同献策”主题活动，建立新护士岗前
培训体验患者就诊长效机制，不断提
高医务人员共情能力，改善患者就
医感受。在全院打造“一科一
品”，突出专科特色，强化
优质护理服务。

贴心护理

建设“美丽医院”改善患者就医感受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好口碑。
江津区中心医院自2018年7月启动

“美丽医院建设”以来，以患者和医务
人员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改善
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为出发点，通
过对医院环境绿化、厕所、食堂、停
车、便民设施、工作环境、医疗废水废
物及生活垃圾、后勤服务、院内文化、
绿色医院建设等重点领域进行集中
整治，不断提升医院各项建设工作品
质。特别是在医疗质量把控、服务能
力提升、改善就医流程等方面赢得了
患者及社会一致好评，患者就医感受
明显增强。

舒适的诊疗环境
让患者回归家的感觉

“医院目前环境非常不错，各个
楼层的导诊标识标牌都非常清楚、醒
目。而且医生、护士的服务态度能让
每一个到医院来看病的群众都能放
心就医。病房就跟在家一样，非常暖
心。”5月 27日下午，在医院门诊大

厅，家住江津区德感镇、正在排队挂
号的李长素说。

“为每一名到医院来看病的群众
创造一个舒适的诊疗环境是我们医护
人员每天做的必修课。”医院后勤保障
中心主任徐荣会说。据介绍，医院自
启动“美丽医院建设”以来，立足让患
者舒心为出发点，在环境整治、厕所革
命、食堂管理、智能停车等方面取得了
明显效果，赢得了患者好评。

在环境整治方面，该院委托圆通
物业公司全面负责医院卫生工作和
绿化管理，有效杜绝了乱堆乱放现
象。抓好院内围墙、梯坎、岩壁、电梯
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及时排危处理。
对存在安全隐患及乱搭乱建的房屋
及时改建或拆除；在公共卫生间配备
喷香机、洗手液、挂钩、檀香，安装空
调等，提高厕所品质。并从人性化角
度出发，在每个厕所设立儿童洗手
池、第三卫生间与无障碍卫生间，保
障特殊群体使用权益；在患者营养食
堂和职工食堂实施标准化建设，原料
供应与处理流程做到了索证索票登
记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食品安全
检查；对现有的666个停车位进行智
能规范化管理，充分挖掘院内道路资
源，合理运用路标，及时引导车辆有
序停放。

“目前，医院的绿化面积已达到
39%。2017年上半年，医院投入100
万余元对医院的污水处理站进行了
改扩建。下一步，医院将引入社会资
本，在医院广场下建一个7层立体式
停车场，届时将新增停车位1200余
个。”徐荣会说。

医疗质量与安全
成为患者放心就医的定心丸

“在江津区中心医院看病，我还
是比较放心的。医生的诊断结果我
都是比较认可的。”在心内科病房外，
正拿着化验单去缴费、家住江津区四
面山镇的马鹏波说。

患者之所以放心医生的诊断结
果，除了医生有一个良好的责任心
外，得益于该院有一套严控医疗质量
与安全管理体系。

据医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李
书容介绍，2011年12月，医院成立了
质量管理办公室，履行医院全面质量
管理审核、评价、监督职能；每年修订
《医院质量管理方案》、《医院质量与

安全指标》，每月完成重点指标数据
统计及评价分析交院领导决策参考，
半年一次汇总总体指标完成情况，强
化各级管理组织的监管责任；以月考
核+专项督查+院级督查模式对全院
质量进行考核评价，考核项目一级指
标6项、二级指标25项，被考核科室
临床医疗组31个、护理单元34个、医
技科室8个、行政后勤科室18个，协
作参与考核部门17个，质管办每月收
集各考核部门成绩并汇总，考核结果
与科室、个人绩效、职称晋升、年度评
优评先等挂钩，层层传递压力，形成
了医院质量监督管理长效机制。医
院还建立了非惩罚性医疗安全不良
事件上报机制，鼓励医务人员主动报
告不良事件，年上报300余例，让错误
成为他人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更好地
保障患者安全。

从2012年起，医院每年举办了
PDCA质量持续改进竞赛评比活动，
提升全员参与质量安全意识和能力。
2016年成立了医院品质改进小组，在
全院推广品管圈活动，每名内训员负
责联络6-8个科室，开展培训指导，提

升科级人员质量工具应用能力并保证
按时结题。截至2018年底，全院质量
改进成效项目100余项，以改进项目
为题开展科研立项8项，发表论文20
余篇，发表实用型专利5项，较好地营
造了医院质量安全文化氛围。

“医疗质量与安全是立院之本。
质量标准化管理是现代医院管理要
求，也是医院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
医疗质量是一个持续改进和提高的
过程，让患者满意、社会认可是我们
不断追求的目标”李书容说。

便民举措
让美丽医院更具有温度

2018年7月19日，为全面改善就
医环境，重庆市卫健委在改善诊疗和
就医环境、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群众
看病就医获得感、让患者和医务人员
对医院环境满意率均达到90%以上
等方面提出了10项举措建设“美丽医
院”。

如何让“美丽医院”真正接地
气？如何增强患者就医获得感？如

何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腿？这一
系列问题成了群众目前就医的热门
话题。

江津区中心医院结合自身优势，
立足以病人为中心，在服务流程、便
民措施等方面做实、做细，通过温情
服务、微笑服务赢得了患者及社会普
遍赞誉。

优化服务流程，“一站式服务”成
“香馍馍”。为做到让患者便捷、安
全、有效就医，从病人角度考虑，该院
14名导诊员、3名自助机引导员往返
于门诊大厅、住院大厅等15个区域，
并积极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伍，定期开
展多种形式的志愿者服务，让患者在
就诊过程中感受到周到的服务和热
情的帮助，为患者提供一条连续性服
务的纽带。“这种一站式服务模式太
好了，为我们省了不少心，也节约了
时间。”5月27日，在门诊大厅2楼，正
被导诊员领着就诊、家住江津区珞璜
镇的蒋梅说。

快捷高效，“一体机”成就诊新
宠。据介绍，医院目前55台“一体机”
为患者提供了挂号、缴费、微信支付、
支付宝支付、银行卡支付、医保卡支
付、检查报告打印、费用明细查询、医
疗价格查询等服务，为门诊患者就诊
提供了方便。

规范导诊咨询管理，便民措施
“接地气”。按照国家三级综合医院
评审要求，逐步为患者提供轮椅、预
检分诊、特需患者就诊陪同、指导自
助挂号缴费等各种便民服务，减少患
者在门诊中的非医疗等候时间。

如何让“美丽医院建设”深入人
心？如何提升患者就医获得感？院
长孙贵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美
丽’重在仁心，而仁心体现在医务人
员的职业操守上。让患者对就诊环
境认可的同时，也要让员工找到归属
感，对医院的发展有一个认同感。下
一步，在不断完善医疗环境、人文环
境的基础上，重在服务上落实，以不
断增强患者的就医获得感。”

马太超 朱泓蓉 王楠
图片由江津区中心医院提供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江津区中心医院

志愿者帮助患者使用自助机挂号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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