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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满 22 岁的柳姑娘， 大学一毕

业， 很快被一家知名外企聘用。 体面

的工作， 丰厚的收入， 让同学们羡慕

不已。 可谁知， 3 个月的试用期还没

满， 柳就说呆不住了， 想辞掉这份工

作。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柳怕乘电梯。 柳所在的办公

室在 22 楼， 每天出入都须乘电梯。

刚开始乘电梯时， 柳就有些害怕， 从

小在平房长大的她， 从没有乘电梯的

体验。 后来每次乘电梯， 柳都有一种

恶心、 眩晕、 心慌的感觉， 尤其是人

多的时候， 男女挤在一块， 症状就更

加严重， 脸红、 心跳、 喘不过气来。

为了回避这种情况， 她索性提前半小

时上班， 晚半小时下班。

有一天， 她独自一人乘电梯。 电

梯刚下行一会就突然停电了， 悬在空

中， 一片漆黑。 顿时， 一股强烈的恐

惧袭上柳的心头， 同时伴有严重的胸

闷、 心慌、 憋气， 那是一种令人窒息

濒死的感觉。 约十几分钟后电来了，

当柳从电梯走出来时， 一下子就晕了

过去。

有了这次“历险” 后， 柳就更加

害怕乘电梯， 宁肯自己爬楼梯； 更害

怕黑暗， 即使在家睡觉， 也要开灯，

而且常感到窒息， 在家、 办公室都需

把窗户打开， 不然就感觉像是被关进

死牢一样， 透不过气来。 她说， 这样

下去没法上班了。 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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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

大英雄叫海格力斯。 一天

他走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

发现脚边有袋子似的东西

很碍脚， 海格力斯踢了那

东西一脚， 谁知那东西不

但没被踢破， 反而膨胀起

来， 加倍地扩大着。 海格

力斯恼羞成怒， 操起一条

碗口粗的木棒砸它， 那东

西竟然胀大到把路堵死了。

正在这时， 山中走出一位

圣 人 ， 对 海 格 力 斯 说 ：

“朋友， 快别动它， 离开它

吧！ 它叫仇恨袋， 你不犯

它， 他便小如当初， 你若

侵犯它， 它就会膨胀起来，

挡住你的路， 与你敌对到

底！”

现实生活中， 在我们

每个人的面前， 也免不了

有许许多多的“仇恨袋”，

与其对抗， 它就是一堵墙，

远离它， 却有很多路。 其

实， 忘记仇恨， 才能心理

平衡、 解放自己。 你宽恕

了， 你的怨恨、 责怪、 愤

怒就没有了。 宽恕是消除

怨恨、 责怪、 愤怒的良药。

“念念不忘” 别人的“坏

处”， 实际上最受其害的就

是自己的心灵， 搞得自己

痛苦不堪， 轻了也许是自

我折磨， 重了就可能导致

疯狂的报复， 报复的结果

就是自我毁灭。 智者说：

“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

罚自己， 宽恕是心灵的解

脱。” 朱文娟

远离“仇恨袋”

从临床心理学角度来分析， 柳姑

娘患有闭室恐怖症， 这是恐怖症的一

种类型。 患者常表现为：恐惧封闭的空

间， 怕独自呆在一间房子里， 怕乘电

梯、进电影院、 乘地铁、 乘车乘船。

恐怖症是指对某些事物或特殊情

况产生十分强烈的恐惧感， 患者对恐

惧常不能自我控制， 明知害怕是不必

要的， 但仍然极力回避。

恐怖症起病较急， 往往是由某一

事物或情境突然引起。 恐怖症发作

后， 该事物或情境就可能成为永远恐

怖的对象。 柳就是由于一次偶然停电

被滞留在电梯里而诱发了闭室恐怖

症。

一般来说， 恐惧症女性多于男性，

多发生于青少年或成年早期。 其发病

因素首先与患者的性格有关， 过于胆

小、害羞、性格内向的人易患此症，这

类人多有不安全感、 不自信等心理特

征。 其次，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 在较

强烈的精神刺激下， 如离婚、 亲人死

亡、 意外事故等， 可诱发恐惧症。

恐怖症有几种典型的类型， 一是

社交恐怖症， 如怕见生人、 怕在众人

面前出现、 怕与异性交往等； 二是空

间恐怖症， 如恐惧闭室、 旷野、 广场

等； 三是动物恐怖症， 如怕猫、 怕老

鼠、怕蛇、怕昆虫等；还有疾病恐怖症，

如怕性病、 怕癌症、 怕艾滋病等。

恐怖症的治疗有药物治疗和心理

治疗两种， 目前主要是以心理治疗为

主， 治疗原则是让病人不回避现实，

勇敢面对现实。 惠中

怕乘电梯的柳姑娘

面对现实克服恐怖症

去年 12月，眼科收治了一位来自

湘潭县的 9岁小男孩奇奇（化名）。 男

孩双眼受了外伤，家庭贫困。 科室的护

士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为奇奇

洗澡，带他去剪头发，主动给孩子募捐

衣物和钱。

在展开优质护理服务的同时，湘

潭仁和医院更注重“护患沟通”。 去年

11 月， 一名 40 多岁的男子因为双眼

玻璃体积血过多导致暂时失明，在该

院住院一段时间后，随着积血情况的

渐渐好转，视力也渐渐恢复。 但医生

检查发现男子还伴有视网膜脱离，希

望男子能做手术治疗。 男子认为视力

恢复得不错，不愿意做手术坚持要出

院。 在出院那天，眼科的护士耐心地

与男子沟通，最终男子留了下来。 惯

常，患者往往信医生不信护士，男子

的留下，让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护士

们人心大振，更加勤力地为患者尽心

护理。

随着活动的开展，护士的主动服

务更到位了， 护患关系更加和谐，各

种感谢信、锦旗纷至沓来，护士在护

理患者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身价值

及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去年春天，卫生部发出了深入开展“优质

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号召，在全国掀开了

护理改革的热潮。 同年 7 月，湘潭仁和医院

在眼科和内科试行了“优质护理示范病房”。

如今，你可以在眼科看到，被白纱布蒙着双

眼的患者在护士的小心搀扶下， 去洗脸、洗

漱、上卫生间。 患者指甲长长了，护士小心地

为患者剪去指甲。

为了让患者有更温暖的感受，护士们将

护理细致入微， 细到割开一个小小的安瓿

瓶。 一位低钾症患者每天需要口服氯化钾注

射液，为了不让患者喝到因为割开安瓿瓶而

可能产生的渣子，护士用一次性注射器将里

面的氯化钾注射液抽出来再送给患者服用。

湘潭仁和医院是一家市直二级综合性、

非营利性医院， 欧式住院部设有 120 个床

位，护理人员 83 人，大专以上文凭占 80%。

2004年成立株洲分院，现为株洲市天元区人

民医院。 4月 28日闭幕的湘潭市卫生系统青

年职工护理操作技能比武大赛上，湘潭仁和

医院成为一、二、三等奖项中唯一获得奖项

的民营医院，获得比武大赛的三等奖荣誉。

近年来，护理部主任带领着全院的护理

团队一步步提高提高护理质量，提升服务水

平，营造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

和谐奋进 用心护理

优质护理 用“心”立信

强化管理 提高护理质量

为了提升护士们的综合素质，湘

潭仁和医院从强化“三基”训练入手，

全院护士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三

基”考试，护理部以严谨的作风和严

肃的态度严密进行组织。以 2010年为

例，医院进行了 11次“三基”理论考试

（其中 5 次分科专业知识考试，6 次综

合考试），理论考完后认真阅卷，将结

果下发到各科室，对成绩优异者给予

奖励，对不及格者加以处罚，奖惩力

度大， 激励了先进也鞭策了后进，使

护士们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有进步，

合格率由 86.7%达到了 100%，综合考

试平均分达到 94.6。

同时，为了加强护士们的技能培

训， 护理部分三级对护士们进行培

训：⑴ 护理部指定带教老师对科室小

老师进行培训；⑵ 科室小老师培训合

格后回科室对科内护士进行培训；⑶

护理部随机抽护士到示教室考核；从

而达到规范培训，全员培训。

对新护士进行定期考试的基础

上，在岗前培训内容中特设病人角色

体验环节， 让护士体味病人的痛苦和

感受， 从而达到从内心关怀、 理解病

人；开展多种形式的亲情式服务活动，

通过为卫生不洁的病人洗脸、洗头、剪

指甲、铺床、垫枕、翻身等方式，拉近了

与病人之间的关系。

为了让护士们都能接触到先进的

护理理念和技术， 医院每年送 1~2 名

护士去长沙、北京的三甲医院进修，时

间从 2个月到半年不等。进修回来后，

要对全院的护士讲课，分享新的知识。

“比如腋下静脉穿刺及固定技巧、小儿

桡动脉穿刺技巧， 通过定位就可以做

到一针见血。 ”

除了“送出去”，护理部还将专家

“请进来”， 每年请三甲医院的护理专

家来院给护士们授课 2~3次。

为进一步提高护士综合素质，每

季度由护士长根据综合评分标准对本

科室护士进行客观评分， 护理部对其

进行分析，并在全院护士大会上讲评。

通过此活动规范护士行为， 同时也为

护理队伍培养了骨干力量。

每个护士都爱岗敬业，且积极

参加医院的各项医疗活动，如红十

字志愿者、 义务献血和干细胞、扶

贫济困给贫困患者捐钱捐物。 近 8

年来“光明行动”和“百万工程”复

明达 4000 人次， 从眼科病房到手

术室每位护士都恪尽职守、全心全

意为每位失明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使患者满意、 政府满意和社会满

意。医院的兴旺和发展是仁和护理

队伍莫大的光荣和自豪。

护士长的管理水平和临床

思维无疑是护理队伍建设中至

关紧要的一环。 每年，湘潭仁和

医院都会派出护理骨干参加湖南

省护理管理干部暨护理骨干培训

班。去年 1年共派 10名护理骨干

参加湘潭市护理学术交流， 还两

次组织护士长到上级医院学习其

管理经验，回院后对护理管理及

科室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新的理

会及改进， 理顺了护理管理，提

高了护士长的总体素质。

护理部要求护士长有很强

的管理意识，要求护士长在查房

一块，做好年计划、月重点、 周

安排及时安排部署， 组织实施，

做到重点突出，督促有力，加大

查房制度的贯彻执行力度，有效

提高了护理质量，杜绝了护理隐

患，确保了护理安全。

加强环节质量院科两级控

制： 护理部坚持每天下病房、每

周不定期查房、每两周一次行政

查房，每季度组织全院护士长进

行交叉查房（共 4 次），将查房所

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护士长，

并进行护理质量讲评，发放质量

通报，对多次违犯规定者予以处

罚，个别护士单独沟通交流。 科

内质控员随时督察环节质量，从

而有效地提高了护理质量。

护理部每季度对全院病人

进行一次满意度调查，将病人意

见及时反馈给科室进行整改，并

将调查结果进行全院通报。

为了完善护理制度，确保护理

安全， 制定了仪器设备管理规范、

药物管理规范和告知程序， 设立

了抢救口头医嘱本、 危急值报告

本、 和各仪器设备的管理登记本，

并制定了设备仪器的操作流程。

定期对护士的环节病历进行

针对性点评， 从环节病历的细节

和完整性入手随机对在架病历进

行抽查， 在每月下旬组织各科护

士长对 C、D 型终末病历进行抽

查，护理记录要求客观、真实、准

确、完整，体现做什么写什么，健

康宣教准确、到位，体现病情动态

变化；三测单绘制真实、准确、美

观；护理部一旦发现问题，针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讲评，加以整改，对

个别护士单独进行指导。 通过提

高病历书写质量， 从而提高了护

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责任心，做

到从细微环节杜绝安全隐患。

正是这一环一环细节的紧

密相扣，使人性化护理理念深入

每一位护士的内心，并融入到日

常每一项护理工作之中。

爱岗敬业 院兴我荣

勤抓苦练掌本领（心肺复苏图）

夯实基础护理 提供满意服务（剪指甲图）

加强培训 提升护士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