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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闻） 9 月6 日，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专题新
闻发布会， 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以来我国护理工作成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
局长焦雅辉介绍， 党和政府历来十
分重视护理工作， 在党中央、 国务
院的坚强领导下， 为加强护士队伍
建设， 促进护理工作发展， 我们开
展了一系列工作。 特别是 2005 年
原卫生部召开了全国护理工作会
议， 是一次专门部署和研究护理工
作的全国性大会， 明确了适合我国
国情的护理工作发展思路和重点方
向。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我国护理工
作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自 2005
年开始， 我国护理工作发展进入快
车道， 凝心聚力、 多措并举， 加快

推动护理事业和护理产业快速发
展。

一是立法规范 。 2008 年 ， 国
务院公布实施 《护士条例》， 从法
规层面维护护士合法权益， 明确了
护士的权利、 义务和执业要求。 之
后 《护 士 执 业 注 册 管 理 办 法 》 、
《护士执业考试管理办法》、 《临床
护理实践指南》 等相继出台。

二是规划引领。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分别印发实施 “十一
五”、 “十二五” 和 “十三五” 护
理事业发展规划， 明确了护理工作
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三是建设提高。 2007 年、 2012
年两次开展了全国卫生系统护士岗
位技能大比武， 提升护士队伍专业
技能和服务能力。 自 2010 年起开

展护理专业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 提升护理学科能力。

四是改革推动 。 自 2010 年至
今， 在全国启动优质护理服务活动，
实施以 “病人为中心” 的责任制整
体护理， 为群众提供全面、 全程的
优质护理服务。 同时， 开展护理岗
位管理试点， 调动护士工作积极性。

五是丰富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
来， 护理工作不断对接群众和社会
日益多样化需求， 丰富护理内涵，
拓展服务外延。 2018 年， 联合多部
门推动护理服务业改革发展， 2019
年加快发展老年护理， 建立了我国
老年护理需求评估制度和医疗护理
员培训制度。

通过上述工作， 我国护理工作
得到快速发展 。 护士队伍发展壮

大。 建国初期， 全国仅有护士 3 万
余名， 至 2018 年底， 全国注册护
士总数超过 400 万， 长期以来医护
比例倒置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扭
转。 护理服务模式由过去功能制护
理转变为责任制整体护理 。 互联
网+护理服务等新型护理服务模式
不断创新。 护理服务由机构内延伸
至社区和居家， 为群众提供专业照
顾、 健康管理、 心理护理、 康复促
进、 安宁疗护等多方位护理服务。
护理学科水平不断提高， 护理国际
交流日益扩大。

我国护理工作发展进入快车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夏声朝) 9 月 4 日， 湖南
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 (中华骨
髓库湖南分库) 工作人员从北京捧回奖牌。 该
中心荣获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单位， 这是湖南
省红十字系统、 中华骨髓库省级分库唯一获奖
单位。

据了解， 湖南省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分别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45 例、 58 例、 85
例， 连续三年增长率排名全国第一。 目前， 入
库总人数达 15 万人次， 累计实现捐献 640 例，
全国排名第三， 其中 27 名志愿者为境外血液
病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同时， 湖南省拥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五家非血缘采集移植医
院， 是全国采集移植医院最多省份之一。

造血干细胞捐献 (也被称为骨髓捐献) 可
以帮助白血病、 淋巴瘤等血液病患者重获健
康。 目前是从外周血中采集造血干细胞。 专家
介绍， 人体内的造血干细胞有很强的再生能
力。 人体失血或捐献造血干细胞后， 可刺激骨
髓加速造血， 1-2 周内， 血液中的各种血细胞
恢复到原来水平， 因此， 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会
影响健康。

近年来， 湖南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管理中心大力发展志愿者队伍， 加大宣传力
度， 让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走入千家万户。 湖
南省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现有注册志愿者人
数近 2000 人， 志愿服务分队 20 多支， 开展以
“造血干细胞捐献” 为核心的多种志愿服务活
动； 通过挖掘宣传配型成功的捐献者感人故
事， 弘扬正能量； 开展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您还好吗” 主题巡回演讲， 深入学校、 社区宣
传献血、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慧 曾
维王典辉） 9 月 8 日， 伴随着
轰鸣声， 一架橙色空中救援直
升机从天而降， 稳稳降落在宁
乡市人民医院办公楼前坪， 机
上医护人员迅速跳下飞机， 与
早已在附近等待的急诊科医护人
员一起， 将机内一名 “重伤员”
抬下机舱， 平稳放置在推车上，
紧急送往急诊抢救室……这一
幕是宁乡市人民医院举行的
2019 首届县域医院发展高峰论
坛暨宁乡市人民医院建院 80周
年成果展示会上所展示的其中
一个内容， 其快速高效的直升
机救援演练， 标志着宁乡已经
迈入 “空中救援” 新时代！

本次活动以宁乡市人民医
院建院 80周年为契机， 全面展
示宁乡近年来的医改成果， 与

国内知名人士、 省内医界同行
共同探索新时代县域医院创新
发展之路。 活动以 “共享医改
成果、 共商医院发展” 为主题，
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围
绕智慧医院和精准医学进行主
题演讲和学术指导 ， 举行了
“智慧医院中国行” 公益项目启
动仪式以及 “智慧医院县域起
跑” 高端对话沙龙。

80 年， 是一座里程碑， 更
是一个新起点。 湖南省卫健委党
组书记、 主任陈小春充分肯定了
该院所取得的辉煌成绩， 并鼓励
其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抓
好医疗服务质量和学科队伍建设
等常规工作， 着力在改革创新上
下功夫。 要在县域综合医改上创
新引领， 打造县级公立医院标
杆； 在发展理念上创新引领， 打

造医院高质量发展模式； 在治理
能力上创新引领， 打造现代医院
管理 “宁乡经验”。

据悉， 宁乡市人民医院创
办于 1939 年， 2017 年该院成
功创建全省首家县域三级综合
医院， 2019 年跻身中国县级医
院 30 强， 位居湖南省县 （市）
级医院第一位， 其中 11个专科
入选全国 30强专科排行榜， 医
院泌尿外科、 心血管内科、 神
经外科等 3 个专科是长沙市医
学重点专科。 7 个学科被确定
为省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并打
造了 “胸痛、 急诊急救、 卒中、
肿瘤防治、 创伤” 五大中心。
该院多次接受国务院深化医改
工作的检查调研， 2018 年宁乡
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获得了国
务院办公厅的通报表彰。

宁乡市人民医院
建院 80 周年成果展示会

睡眠有了“新国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