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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ency nursing, nurses can be trained and managed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magnetic concept, in which way nurses’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subjective
initiative can both be improved. With hig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turnover rate is definitely
to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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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急诊护理特点，运用磁性理念对护理人员进行培养与管理，以增强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提高
其主观能动性，增强职业认同感，降低离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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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急诊科作为医院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科室，固定急诊医学专业人员是急诊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形成专业
特色是急诊专业人员的立足之本，突出人无我有、人专我全的急诊优势开展各种急救技术和救治业务，是急
诊学科的生存之道，变被动依赖为积极主动救治，提高救治质量、提高学科人员的业务认可度，是积极的努
力方向[1]。急诊护士面对的患者情况复杂，需要承担的工作压力更大，基于“磁性护理”理念的推行与应
用，如何做好急诊护士的培养与管理，降低急诊护士离职率，提高职业认同度是需要我们探讨与研究的问题。

2. 急诊科护理工作现状及特点
急诊科作为医院抢救生命的最前线，是医院中急重症病患最为集中、病种最多、抢救及管理工作最
重的科室，同时也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纠纷、投诉的地方。急诊科护士长期处于高度应激的工作环境，这
种持续的高压状态不仅影响护士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护理质量[2]。急诊的护理工作也直接反映医院的
治疗、护理工作质量和人员素质水平，这就要求在急诊抢救工作过程中，护士必须具备高度的职业素养、
精湛的急救护理技术和适当的应变能力，成为集急救、护理于一身的全科护士。
急诊护理工作主要有以下特点。

2.1. 护理工作的多学科性
由于急诊护理过程中病患病种复杂，涉及到临床各科的护理技能，专业知识范围也比较广，较全面
的护理临床知识和经验，对护士的专业能力要求更高。

2.2. 护理工作的时间性强
面对的患者病情复杂多变，要求护理人员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做到分秒必争，果断处理。因此急诊
护士心理素质要求也高于一般科室。

2.3. 护理对象的随机性大、可控性小
来诊患者的人数、就诊时间、病种及危重程度难以预料，要求急诊护士做到忙而有序。

2.4. 护理工作中存在易感染性
由于患者无选择性，常会接诊传染患者，急诊科护士要有严格的自我防护意识，遵守无菌操作原则，
执行消毒隔离制度。

2.5. 护理环境中情绪的复杂多变性
急诊病人情绪反应强烈，有时可出现丧失理智的行为，所以要求急诊护士对于病患热情礼貌，能够
以适当的言行稳定病患的情绪，并有条不紊进行护理抢救工作。

3. 磁性理念
现代护理工作，由于病患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对护理服务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与此同
时由于相对不够完善的护理的环境，促使护理工作环境感知度下降，造成护士离职率较高的现象。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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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为缓解护士短缺的现象，一直致力于护理工作环境的改革，部分医疗机构
通过构建护理实践工作体系，吸引和留住具有专业素养的护士，Mc Clure 等将这些医疗机构称为磁性医
院[3]。磁性医院能够像磁铁一样吸引高素质专业护士的加入，提供一个能体现职业和个人双重价值的工
作环境，取得最好的临床效果，是对医院工作环境的评价称谓[4]，“磁性医院”的主旨是倡导“磁性护
理”，为护士提供最佳的护理工作环境，从而达到降低护士离职率，提高服务质量的目的。

4. 基于磁性理念的急诊护士培养方法
护理人员在每日护理病人的过程中，扮演多元的角色与功能，既能纾解病人的身心困扰、促进其恢
复健康，又能协助政府满足民众就医需求[5]。创建基于“磁性理念”的培养环境，为急诊科护士提供学
习、进修的机会，护理管理者多聆听急诊一线护士的心声，了解他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上遇到的困难，
及时予以支持和帮助。注重后备力量的培养，特别是刚加入急诊的年轻护士，如何完成从学校到医院，
从课堂到病房的转变，首先是重视护士专业发展，从业务素质和心理素质两方面，对年轻护士进行培养。

4.1. 业务素质培养方面
由于急诊护理的范围广泛涉及的知识较多，应该在实践中结合工作需要继续充实和完善自我，有计
划的学习专业技术。提高护理整体素质，保证复杂、细致的抢救工作顺利进行，提升抢救成功率[6]。鼓
励年轻护士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的抢救工作中，同时多提供外出学习、进修的机会。

4.2. 心理素质培养方面
培养急诊护士良好的心理素质，保持稳定积极的情绪，主动与病患沟通。学会自我调节，自我安慰
的方法，把握自己的情绪，寻求正确的压力释放渠道，以保持工作中的良好平衡的心态。其次是为急诊
护士建立正确良好的职业规划，关注护士个人的发展，从为护理管理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角度出发，以
成为护士长、科护士长、护理部主任等高级管理专家为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各级管理层的业务骨干。

5. 基于磁性理念的管理方法
磁性医院被认为是积极的、强大的磁性文化团体，是护士和病人满意的组织结构，磁性文化内容包
括共享管理、自我管理、平等的责任、自由决策、继续教育和促进环境的改善等[7]。

5.1. 人力资源的配置
合理有效的配置护士资源，确保在开展护理工作的过程中，护理人员从数量上、专业结构、学历层次、
素质能力四个方面进行合理配置。根据学历、职称，安排不同岗位、分配不同任务。采取分层使用的原则，
建立起“金字塔”式分层次护理架构：第一层是助理护士和辅助护士，以生活护理为主；第二层是执行护
士，以执行基础护理及部分专科护理为主；第三层是责任护士，以执行专科护理、疑难复杂技术为主，并
努力培养专科护士[8]。通过人尽其用的方式，不仅能够提高护理效率，还可以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5.2. 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健康的工作环境能促进护士对工作和专业的热情，并提高职业满意度和护理工作质量[9]。为护士创
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是“磁性理念”应用到急诊科护士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提高急诊护士工
作满意度。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建立更为完善实用的护理诊疗环境，如配置移动护理车，
包含电子计算设备和日常护理用器，利用无线网络随时接收所管患者的医嘱；另一方面是从管理者角度，
真心实意的把护理人员作为科室的“主人翁”，结合自身实际，推行基于磁性管理的排班模式，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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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弹性排班的特点，合理调配上班人员，使护士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护理患者，工作效率和质量明显提
升[10]。在提升护理质量的同时对护理人员的个人问题、健康问题、心理问题也给予更高多关注，使其在
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可以享受生活。

5.3. 突出自我管理和集中监督
针对急诊护理工作时效性强的工作特点，建立以年轻护士自我管理为主，带教老师辅助监督为辅的
双层管理机制，重点在于调动护士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被动的要我学，转换为主动的我要学，除了熟
练掌握常规则技术，还需要了解相关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能够将先进的技术理论知识，运用到护
理工作中。同时，科室也要体现出集中监督的特点，组织护士进行广泛深入的业务学习，为急诊护士提
供充足的学习和护理资源，注重培养新护士的归属感，鼓励其进行自我管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5.4. 提高薪资福利待遇，激励护士成长
随着我国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加上我国的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量也在不断上
升，对护理技术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能够吸引更多高技术护士的方法就是提高护士的社会地位，主
要表现在提高护士的待遇[11]。在护理人员的培养过程中，注重提升护士的薪水和福利制度，以公平合理
的待遇认可护士的劳动，肯定其护理工作价值，建立科学合理绩效考评体系，实行绩效挂钩，按劳分配，
切实改善护士福利待遇，为护士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励护士成长。

5.5. 加强对急诊护士的心理疏导
由于急诊护士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工作环境，必将会给护士个人造成极大的心理困扰，有必要在日
常管理工作中，加强对急诊护士的心理疏导，如定期组织心理疏导的沙龙，采用及时聆听的方式，解决
护理人员的心理问题。

6. 小结
现代社会对急诊诊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同时给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急诊护理特
点，可以从护士的满意度、医院各部门的工作协调、护士工作的自主权及护士职业生涯发展等方面借鉴
磁性护理的理念，对护理人员进行培养与管理，在增强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其主观能动
性，增强职业认同感，降低离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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