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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耐心状况调查
邵建文袁刘 虹

渊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摘

要院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开展护理耐心现状调查袁为提高护理人员耐心以及人文关怀能力提供建议遥

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袁对 愿 所公立医院的护理人员及患者进行护理耐心的现况调查遥

护理

人员耐心状况水平自评较高袁患者评价偏低曰患者评价显示急诊科室护理人员耐心程度最低，且对
不同就诊科室护理人员耐心评价有差异（孕 约 园援园缘）；护理人员认为做到耐心的最大困难是工作压
力大；患者最在乎的是护理人员的态度。

护理人员需加强对耐心的人文内涵的认识，提升医

学人文关怀能力，
耐心与患者沟通，
院方需合理安排人力资源，为护理人员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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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耐心冶这一概念一般被理解为野心里不急躁袁不

不厌烦的态度袁就是甘于把
厌烦冶 袁一个人不急躁﹑
咱员暂

时间投入到简单尧枯燥的事务当中去的状态遥 护理
人员和患者接触时间长尧事务多袁护患沟通在医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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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袁每个科室抽取 缘耀远 名患者遥 本次调查共发

放问卷 员 源缘园 份袁其中向护方发放问卷 源缘园 份袁向患
方发放问卷 员 园园园 份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通中占有重要地位遥 耐心是护患沟通的基础袁是影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袁自行设计问卷袁在

响护患沟通的关键因素遥 本课题对护理人员的耐心

咨询专家尧 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及进行预调查的基

状况展开调查遥

础上袁对问卷进行修改尧补充袁形成两份独立问卷袁问

一尧对象与方法

卷设题均为单项选择遥
护理人员对自身护理耐心的自评问卷袁 调查内

渊一冤对象

容包括院淤护理人员基本资料曰于护理耐心现状袁包

将江苏省公立医院按照归属地分为南京尧苏南尧

括 员 个条目院在与患者沟通时袁护理人员是否耐心袁

苏中尧苏北袁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袁选取其中 愿

所作为调查对象袁分别是院南京医科大学某两家附属
医院尧南京大学某附属医院尧南京市某儿童医院尧常
州市某人民医院尧江阴市某医院尧兴化市某医院以及
淮安市某人民医院遥 随机抽取这 愿 所医院的护理人
员及患者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袁接受调查的护理人
员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产生曰将患者分为门诊尧急诊尧
住院三部分袁门诊和急诊患者采取方便抽样对就诊
结束排队等待检查或者二次就诊的患者进行调查袁
住院患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袁在各病区与诊疗单元

答案包括 缘 个选项曰盂护理人员耐心表现袁包括 缘 个
条目院当患者有疑问的时候袁护理人员能否多次细致

地为之解释袁答案包括 源 个选项曰能否用真诚亲切的
语气与患者进行语言交流袁答案包括 缘 个选项曰当患

者问这项治疗是否痛苦袁护理人员经常给予的回答袁
答案包括 源 个选项曰当患方蛮横无理取闹的时候袁护
理人员首先采取的处置方法袁答案包括 源 个选项曰遭
遇滔滔不绝很纠结的患者袁 护理人员一般的处理方
式袁答案包括 源 个选项曰榆护理人员不耐心的原因袁
包括 猿 个条目院护理人员做到耐心最大的困难袁答案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野医院人文建设与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研究冶渊员猿郧蕴月园员园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远原园苑
作者简介院邵建文渊员怨怨源原 冤袁男袁江苏盐城人袁本科生曰刘虹渊员怨缘苑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京人袁副教授袁研究方向为医学哲学尧人文医学袁

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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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缘 个选项曰护理人员负性情绪的最主要来源袁答
案包括 远 个选项曰护理人员在倾听患者时袁遇到的最

渊二冤护理人员耐心状况的自评
调查显示袁在与患者沟通时是否耐心袁护理人员

主要问题袁答案包括 源 个选项曰虞护理人员对耐心的

回答野经常耐心冶有 员怨愿 人渊占 远园援怨圆豫冤袁野总是耐心冶有

案的意见是否可行袁答案包括 源 个选项遥

没有人选择野偶尔耐心冶和野从不耐心冶遥大部分护理人员

看法袁包括 员 个条目院您觉得耐心倾听患者对治疗方
患者对护理耐心的他评问卷袁调查内容包括院淤

患者基本资料曰于护理耐心现状袁包括 员 个条目院在

与患者沟通时袁护理人员是否耐心袁答案包括 缘 个选
项曰盂护理人员耐心表现袁包括 缘 个条目院当您有疑

问的时候袁护理人员是否能够多次细致地为您解释袁
答案包括源 个选项曰 当您担心治疗会带来疼痛时袁
护理人员最经常的回答袁答案包括 缘 个选项曰当您

指责护理人员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袁答案包括 源
个选项曰当您诉说的内容较多袁护理人员一般会怎
样处理袁答案包括 猿 个选项曰护理人员是否倾听您

对治疗方案的意见袁答案包括 猿 个选项曰榆护理人

员不耐心的原因袁包括 圆 个条目院护理人员缺乏耐
心是否因为患者太多工作压力大袁 答案包括 猿 个

员员园 人渊占 猿猿援愿缘豫冤袁野有时耐心冶有 员苑 人渊占 缘援圆猿豫冤袁

对自己的耐心程度评价颇高袁不同科室的护理人员对自
己的评价具有高度一致性渊字圆越远援怨源远袁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表员

咱灶渊豫冤暂

护理人员耐心状况自评

科室
总是耐心
急诊科
员员渊猿圆援猿缘冤
内科
猿猿渊猿愿援愿圆冤
外科
猿员渊猿缘援圆猿冤
妇产科
苑渊圆愿援园园冤
儿科
员圆渊源圆援愿远冤
其他
员远渊圆源援远圆冤
合计
员员园渊猿猿援愿缘冤
字圆越远援怨源远袁孕越园援苑猿遥

经常耐心

圆员渊远员援苑远冤
源怨渊缘苑援远缘冤
缘猿渊远园援圆猿冤
员苑渊远愿援园园冤
员缘渊缘猿援缘苑冤
源猿渊远远援员缘冤
员怨愿渊远园援怨圆冤

有时耐心

圆渊缘援愿愿冤
猿渊猿援缘猿冤
源渊源援缘缘冤
员渊源援园园冤
员渊猿援缘苑冤
远渊怨援圆猿冤
员苑渊缘援圆猿冤

渊三冤护理人员耐心状况的他评

选项曰护理人员倾听患者做得不好的主要原因袁答

同样的问题袁对于患者的调查得出如下结果院护理

案包括 缘 个选项曰虞耐心在患者就医时的作用袁包

人员野总是耐心冶的有 猿猿源 人渊占 源员援猿怨豫冤袁野经常耐心冶

控袁答案包括 缘 个选项遥

野偶尔耐心冶 猿缘 人 渊占 源援猿源豫冤袁野从不耐心冶苑 人 渊占

括 员 个条目院 哪种护方因素最会使得您的情绪失
问卷填写完毕当场回收袁 得到有效问卷 员 员猿圆

份遥 其中护方回收有效问卷 猿圆缘 份袁有效率 苑圆援圆圆豫曰
患方回收有效问卷 愿园苑 份袁有效率 愿园援苑园豫遥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采用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员 对调查数据进行录入袁 使用

杂孕杂杂圆员援园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袁进行描述性分析及
字 检验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二尧 结

果

渊一冤基本情况
猿圆缘 名护理人员中袁女 猿员圆 人尧男 员猿 人曰年龄

圆园耀圆怨 岁 员圆员 人 渊占 猿苑援圆猿豫冤袁猿园耀猿怨 岁 员员怨 人 渊占

圆猿员 人 渊占 圆愿援远圆豫冤袁野有时耐心冶圆园园 人 渊占 圆源援苑愿豫冤袁

园援愿苑豫冤袁与护理人员自我评价在各项构成比中有较大
出入遥并且在不同科室就医的患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圆越猿缘援源怨怨袁孕 约园援园缘冤袁说明在不同
科室就医的患者对此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袁急诊科的护
理人员耐心评价明显低于其他科室渊表 圆冤遥

渊四冤患者对不同科室护士的耐心评价
患者对不同科室护士的总体评价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渊字圆越员圆缘援猿源愿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门诊患者中袁缘远 人
渊圆猿援远猿豫冤认为护理人员野总是耐心冶袁愿园 人渊猿猿援苑远豫冤

认 为 野 经 常 耐 心 冶袁愿苑 人 渊猿远援苑员豫 冤 认 为 野 有 时 耐

心 冶袁员 猿 人渊缘援源怨豫冤认为野偶尔耐心冶袁员 人渊园援源圆豫冤认
为野从不耐心冶曰住院患者中袁圆远远 人渊缘源援圆怨豫冤认为护

猿远援远圆豫冤袁源园耀源园 岁 缘怨 人 渊占 员愿援员缘豫冤袁缘园耀远园 岁 圆远

理人员野总是耐心冶袁员圆苑 人渊圆缘援怨圆豫冤认为野经常耐

猿猿援圆猿豫冤袁本科 圆员园 人渊占 远源援远圆豫冤袁硕士及以上 苑 人

为野偶尔耐心冶袁缘 人渊员援园圆豫冤认为野从不耐心冶曰急诊患

中级 员圆愿 人渊占 猿怨援猿愿豫冤袁高级 源源 人渊占 员猿援缘源豫冤遥

渊猿园援园园豫冤认为野经常耐心冶袁猿圆 人渊源园援园园豫冤认为野有时

圆园耀圆怨 岁 员愿圆 人 渊占 圆圆援缘缘豫冤袁猿园耀猿怨 岁 员苑怨 人 渊占

认为野从不耐心冶遥 可以看出袁住院患者认为护理人员

人 渊 占 愿援园园豫 冤曰 学 历 专 科 及 以 下 员园愿 人 渊 占

心冶袁愿猿 人渊员远援怨源豫冤认为野有时耐心冶袁怨 人渊员援愿源豫冤认

渊占 圆援员缘豫冤曰职称初级及以下 员缘猿 人渊占 源苑援园愿豫冤袁

者中袁员园 人渊员圆援缘园豫冤认为护理人员野总是耐心冶袁圆源 人

愿园苑 名患者中袁 年龄 员怨 岁以下 愿园 人 渊占 怨援怨员豫冤袁

耐心冶袁员猿 人渊员远援圆缘豫冤认为野偶尔耐心冶袁员 人渊员援圆缘豫冤

圆圆援员愿豫冤袁源园耀源怨 岁 员圆怨 人 渊 占 员缘援怨怨豫冤袁缘园 耀缘怨 岁

的耐心程度最高袁其次为门诊患者袁急诊患者为最低遥

门诊患者 圆猿苑 人 渊占 圆怨援猿苑豫冤袁 急诊患者 愿园 人 渊占

护理人员耐心的影响因素形式多样袁 其中 员苑怨

员圆苑 人渊占 员缘援苑源豫冤袁远园 岁及以上 员员园 人渊占 员猿援远猿豫冤曰
怨援怨员豫冤袁住院患者 源怨园 人渊占 远园援苑圆豫冤遥

渊五冤影响护理人员耐心的因素
人 渊缘缘援园苑豫冤 认为工作太忙是最主要原因袁苑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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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耐心

表圆

患者对护理人员是否耐心的评价

经常耐心

圆园渊圆愿援员苑冤
员园苑渊源苑援员源冤
苑怨渊源缘援怨猿冤
源园渊猿缘援园怨冤
源苑渊猿苑援怨园冤
源员渊源员援源员冤
猿猿源渊源员援猿怨冤

圆园渊圆愿援员苑冤
远缘渊圆愿援远猿冤
猿怨渊圆圆援远苑冤
猿愿渊猿猿援猿猿冤
猿远渊圆怨援园猿冤
猿猿渊猿猿援猿猿冤
圆猿员渊圆愿援远圆冤

字圆越猿缘援源怨怨袁孕 约 园援园缘遥

窑圆怨怨窑

有时耐心

园圆圆渊猿园援怨怨冤
园源怨渊圆员援缘怨冤
园猿怨渊圆圆援远苑冤
园猿园渊圆远援猿圆冤
园猿远渊圆怨援园猿冤
园圆源渊圆源援圆源冤
圆园园渊圆源援苑愿冤

偶尔耐心

园愿渊员员援圆苑冤
园远渊圆援远源冤
员员渊远援源园冤
园缘渊源援猿怨冤
园源渊猿援圆猿冤
园员渊员援园员冤
猿缘渊源援猿源冤

咱灶渊豫冤暂

从不耐心

员渊员援源员冤
园渊园援园园冤
源渊圆援猿猿冤
员渊园援愿愿冤
员渊园援愿员冤
园渊园援园园冤
苑渊园援愿苑冤

渊圆员援愿缘豫冤 认为患者家属多人次反复次询问病情从

果袁但是研究中患者选择率最高的却是野态度冷漠难

系感到失望袁猿员 人渊怨援缘源豫冤认为患者缺乏医学知识袁

心的一种表现曰其次是野发生严重医疗事故冶袁有 圆远愿

而导致耐心度下降袁猿源 人渊员园援源远豫冤对当前的医患关
只有 员园 人渊猿援园愿冤认为缺乏沟通的技能影响耐心遥

与此同时袁患者认为护理人员倾听患者做得不

好的主要原因有院猿员圆 人渊猿愿援远远豫冤认为是护理人员
野工作压力大袁身心疲惫冶袁圆缘圆 人渊猿员援圆猿豫冤认为野没

以沟通冶袁有 圆怨园 人渊猿缘援怨源豫冤认为这是护理人员不耐

人渊猿猿援圆员豫冤曰员圆愿 人渊员缘援愿远豫冤选择野拒不接受患方诉
求冶曰 远苑 人渊愿援猿园豫冤选择野高额医疗费用冶曰选择率最低
的是野处置有失公允冶袁有 缘源 人渊远援远怨豫冤遥

三尧讨

有时间和精力冶袁愿猿 人渊员园援圆怨豫冤选择野缺乏倾听技

论

巧 冶袁怨猿 人渊员员援缘圆豫 冤 选 择 野 沟 通 环 境 冶袁远苑 人

渊一冤护理人员对耐心的人文内涵认识不足

都认为野工作压力大袁身心疲惫冶和野没有时间和精

听尧解释尧告知尧情绪尧微笑尧共情等十大表征袁医学职

力冶是医务人员倾听等工作没有做好的主要原因遥

业态度是医学人文精神的基本表现袁 是制约和影响

对于 野护理人员缺乏耐心是因为患者太多工作压

医疗行为尧医患关系尧医疗质量的重要因素咱猿暂遥 从调

样冶袁源苑缘 人 渊缘愿援愿远豫冤 选择 野有时是这样冶袁远远 人

理人员的态度袁耐心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现遥患者对

渊愿援猿园豫冤选择野素质不好袁不耐烦冶遥 即大部分患者

力大吗冶这一问题袁圆远远 人渊猿圆援怨远豫冤选择野的确是这

医学职业态度包含耐心尧专注尧神态尧语言尧倾

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袁 患者就医时最为在意的是护

渊愿援员愿豫冤选择野不忙的时候也不耐心冶遥 且患者在不

于护理人员的耐心评价不尽如人意与护理人员对耐

同就诊科室下对此调查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心的人文内涵认知不足有关遥护理人员的耐心袁是医

渊字 越远援远园愿袁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袁说明具有高度一致性遥

学职业态度的逻辑基础遥 耐心做不到袁专注尧倾听等

心袁是因为患者太多工作压力大遥 综合护理人员与

渊二冤护理人员对耐心的表达形式缺乏研究

患者对于当前阻碍护理人员耐心的数据袁 不难看

护理人员与患者对护理人员的耐心评价为什么

圆

即大部分患者都可以理解护理人员之所以缺乏耐

出工作压力大成为了护理人员耐心的最大障碍遥

都无从谈起遥

会存在较大出入钥 是不是护理人员不知道面对患者

渊六冤患者最在乎的是护理人员的态度

需要耐心钥实际上袁护理人员都知道面对患者需要耐

患者利益诉求既是医疗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

心袁而且护理人员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耐心遥

也是影响医患关系质量的关键因素 遥 在治疗活动

耐心是护理人员职业态度的基础袁 耐心的表达形式

咱圆暂

中袁患者最在乎的是什么钥 我们正常的反应是治疗效
表猿

患者认为护理人员缺乏耐心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咱灶渊豫冤暂

的确是这样
科室
急诊科
圆源渊猿猿援愿园冤
内科
愿缘渊猿远援园圆冤
外科
缘愿渊猿源援缘圆冤
妇产科
圆怨渊圆远援员猿冤
儿科
猿愿渊猿员援员缘冤
其他
猿圆渊猿圆援猿圆冤
合计
圆远远渊猿圆援怨远冤
字圆越远援远园愿袁孕越园援苑远遥

有时是这样

源园渊缘远援猿源冤
员猿苑渊缘愿援园缘冤
怨猿渊缘缘援猿远冤
苑员渊远猿援怨远冤
苑源渊远园援远远冤
远园渊远园援远员冤
源苑缘渊缘愿援愿远冤

不忙也不耐心
园苑渊怨援愿远冤
员源渊缘援怨猿冤
员苑渊员园援员圆冤
员员渊怨援怨员冤
员园渊愿援圆园冤
园苑渊苑援园苑冤
远远渊愿援员愿冤

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特点袁 往往要通过专注尧神
态尧语言尧倾听尧告知尧情绪等形式表达出来遥例如袁患
者来询问正在工作中的护士一个问题袁 出于对患者
的尊重不得不停下手中的事给予简要的回答袁 护理
人员认为这就是耐心遥类似不够详尽的对话袁在时间
性上缺乏延续性袁 无法针对问题做出较为详尽的解
释曰在空间性上缺乏伸展性袁如可以对患者说明野等
我手里的事情处理好了我到病房里和你细细地说明
白冶袁更不用说沟通的时候是否微笑尧是否注意语言
语气和情绪等等表达耐心的元素遥在患者感受中袁护
理人员匆匆结束谈话只能是不耐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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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护理人员工作压力是影响耐心的重要因素

心地向患者解释专业的医学知识遥
渊三冤合理安排人力资源袁替护理人员减压

不仅仅是急诊科的护理人员因为工作性质缺乏

根据 圆园员源 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统

与患者充分沟通的条件袁总体而言袁护理人员尤其是
三级医院护理人员的工作负荷强袁工作压力大是普
遍情况遥 不同岗位不同科室之间护理人员的耐心状
态会存在差异袁但护理人员缺乏表现耐心的时间和

计院圆园员猿 年我国护士总数为 圆苑愿援猿员 万人渊医生总数
为 圆苑怨援源愿 万人冤袁医护比为 员颐员援园园源遥亚洲国家平均医
护比为 员颐圆援园员怨袁新加坡的医护比为 员颐猿曰日本的医护

比为员颐猿援怨遥 英国尧德国等国的医护比例都超过 员颐源袁

空间也是普遍情况遥

四尧建

芬兰尧挪威等国家的医护比甚至超过了 员颐远遥不难发

议

现袁我国护理人员配置数量明显低于世界发达国家

渊一冤加强对耐心的人文内涵的认识
护理工作的本质是一种人文关怀袁所谓医学人

水平咱远暂遥 因此院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袁增加护理人员

编制袁严格控制非护理岗位占用护理人员的情况袁配

文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袁更切实存在于能够被患

备适当护理员袁减少非护理性工作遥让护理人员有更

者感受到的每一项护理工作和每一次护患沟通中遥

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袁耐心地为患者服务袁从而构建和

患者最敏感的就是护理人员是不是耐心遥缺乏耐心袁

谐的护患关系遥

在患者看来袁就是态度不好袁就是工作不负责任袁更
谈不上医学人文遥 缺乏耐心袁不仅伤害医患关系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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