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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外科护理学术会议论文录用目录

一、大会交流

１引流管护理缺陷发生率敏感指标在乳腺癌术后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　杜艳鸣　王莉莉　伍　焱　潘　俊　王开慧

!!!!!!!!!!!!!!!!

２联合应用软件在乳腺癌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　潘　俊　王莉莉　伍　焱　杜艳鸣

!!!!!!!!!!!!!!!!!!!!

３循证护理对改善甲状腺术后并发症的效果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张　艳　储小敏　王子君

!!!!!!!!!!!!!!!!!!!

４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在胃癌患者术后负性情绪及生活自理能力管理中的效果观察
江苏省肿瘤医院　唐　琴　智晓旭　孙甜甜　魏　尉　王梅香

!!!!!!!!!!!!!!!!

５合理情绪疗法结合正念呼吸在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心理干预中的作用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廖妍妍　王莉莉　吴　蒙　潘　俊

!!!!!!!!!!!!!!!!!!!

６不同弹力绷带联合包扎治疗在乳腺癌相关淋巴水肿患者中效果研究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　蓓　南京市中心医院　马　燕

!!!!!!!!!!!!!!!!!

７烧伤病人换药疼痛标准护理方案的构建
南京鼓楼医院　陈婧婧　陈　琛　谢　芳　刘　晴　傅巧美

!!!!!!!!!!!!!!!!!

８速康复外科多学科合作团队护理模式对胃癌根治术后患者康复指标及负性情绪的影响分析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易　毅　张　稢

!!!!!!!!!!!!!!!!!!!!!!!!!!

９中医护理技术增效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标准治疗的应用体会
无锡市中医医院　陈　乐　朱晓丹

!!!!!!!!!!!!!!!!!!!!!!!!!!!!

１０简易创面标识在烧伤患者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费　国　孙　丹　王　芳　朱利红

!!!!!!!!!!!!!!!!!

１１ＰＩＣＣ护理品质创新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徐州市中心医院　张元红　马　丽　赵　丽　张　洁　陈小辉　刘　芬　李新娴

!!!!!!!

１２密闭式气管内给药器在ＮＲＤＳ患儿气管内注入固尔苏中的应用研究
徐州市儿童医院　聂泽坤　唐　龙　高　坤　宋家祥

!!!!!!!!!!!!!!!!!!!

１３分阶段护理措施对乳腺癌根治术后患侧上肢功能的影响 徐州市肿瘤医院　肖真真　邵文荣
!!!

１４多学科团队协作对乳癌内分泌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苏州市立医院　倪卫燕　沈定玉　沈　薇　冯艳萍　王　洁　王　伟　李　英　杨雪芳　陆亚青

!!!!!!

１５格林模式护理干预对乳腺癌术后功能锻炼依从性的影响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陈晓枫
!!!!!!

１６乳晕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后并发症的相关研究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孙晋洁
!!!!!!!!!

１７认知行为疗法在乳腺癌患者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现状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卞晓蓉　陈　曦
!!

１８个体化健康教育在乳腺科日间手术中的有效应用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吴翠干　胡玲嘉
!!!!

１９５例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介入治疗后护理体会 苏北人民医院　吴晓玲　杜　映　曾　艳
!!!!

２０集束化护理干预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恢复效果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解红锋　徐　芳

!!!!!!!!!!!!!!!!!!!!!!!!!!

二、壁报交流

２１基于微信平台的目标护理查房模式在乳腺专科培训中的应用
江苏省人民医院　姬秋晨　王莉莉

!!!!!!!!!!!!!!!!!!!!!!!!!!!

２２综合护理单元的绩效管理质量改进和效果分析 江苏省人民医院　张莉萍　房　颖　袁　慧
!!!

２３心电图引导手臂输液港静脉导管头端定位精准性相关因素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　徐海萍　张汝阳　汪静雯　丁晓慧　周　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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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音乐氧吧”对乳腺癌患者术后淋巴水肿相关症状体验的干预效果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　岳朝丽　徐海萍　谢春晓　徐州医科大学　孙　莉

!!!!!!!!!!!!

２５ＳＨＡＲＥ沟通模型在乳腺癌患者病情告知中的应用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　王莉莉　顾则娟　杜艳鸣　潘　俊　伍　焱　白　瑞

!!!!!!!!!!!

２６甲状腺癌颈部淋巴结清扫术后合并乳糜漏的护理体会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姚　艳　黄志纯　冯　旭

!!!!!!!!!!!!!!!!!!!!

２７基于ＥＲＡＳ理念下甲状腺手术患者出院学习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胡妍妍　朱春勤　张树云

!!!!!!!!!!!!!!!!!!!!!!!!

２８中医情志护理对乳腺癌术后患者负性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吴卫娟　陈正红　张丽萍

!!!!!!!!!!!!!!!!!!!!

２９个案管理信息系统对乳腺癌患者自我管理效能感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南京鼓楼医院　杜　萍　周　峥　陆　瑶

!!!!!!!!!!!!!!!!!!!!!!!!

３０接纳与承诺干预在乳腺癌术后患者中的应用 南京鼓楼医院　范玉
"

　周　峥
!!!!!!!!!

３１１例肿瘤患者以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为首发症状的护理
南京鼓楼医院　王　丽　翁艳敏　傅巧美

!!!!!!!!!!!!!!!!!!!!!!!!

３２一例２型糖尿病行下肢血管介入术患者的围术期护理
南京鼓楼医院　侯莉文　莫永珍　巫海娣　翁艳敏

!!!!!!!!!!!!!!!!!!!!

３３一例乳腺巨大叶状肿瘤患者的护理 无锡市人民医院　丁笑月　董龙梅
!!!!!!!!!!!!

３４１例吸入性烧伤合并麻痹性肠梗阻的个案护理体会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常　江
!!!!!!!!!

３５品管圈活动对提高下肢皮瓣移植术后患者ＤＶＴ顶防措施的应用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水莉　宁　园　樊桂莲

!!!!!!!!!!!!!!!!!!!!

３６系统化健康教育对手部肌腱损伤患者术后功能恢复情况的影响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王翠侠
!!

３７预麻间的设立及个性化护理在小儿手术护理中的应用及对其心理状态的影响
徐州市儿童医院　孙文娣　刘　青

!!!!!!!!!!!!!!!!!!!!!!!!!!!

３８ＭＥＷＳ及ＳＢＡＲ在泌尿外科老年患者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探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阮　丽　曹鹦娥

!!!!!!!!!!!!!!!!!!!!!!!!!

３９一例乳腺癌患者术后静脉留置针致头静脉血栓性静脉炎的原因分析及护理体会
常州市中医医院　金　娇

!!!!!!!!!!!!!!!!!!!!!!!!!!!!!!!

４０集体颈肩操锻炼在甲状腺癌术后患者早期功能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龚群芳　邱琰婷

!!!!!!!!!!!!!!!!!!!!!!!!!

４１影响深度烧伤患者出院后功能锻炼依从性的因素分析及对策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怡丹
!!!

４２多学科协作治疗糖尿病足的护理体会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顾丽培　郭瑜洁　龚振华
!!!!!

４３关于甲状腺手术患者护理风险评估与疾病管理的探讨 海门市人民医院　周菲斐
!!!!!!!!

４４本森放松疗法对成人重度烧伤患者焦虑控制效果的影响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邵　晨
!!!!

４５康复小组干预模式在乳腺癌患者术后上肢淋巴水肿康复护理中的应用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鞠　松　杨　瑛

!!!!!!!!!!!!!!!!!!!!!!!!!

４６护理管理路径在乳腺癌根治术后上肢淋巴水肿预防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袁　瑾　杨　瑛

!!!!!!!!!!!!!!!!!!!!!!!!!

４７影响肠造口患者延续性护理落实的因素及分析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臧　鑫
!!!!!!!!!

４８关于风险管理在急性乳腺炎预防及早期护理中的运用探讨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媛媛　李冬青

!!!!!!!!!!!!!!!!!!!!!!!!!

４９富血小板血浆在压疮中应用 泰州市人民医院　吴　莹　王文玲
!!!!!!!!!!!!!!!

５０大面积烧伤影响有创血压监测的因素分析 泰州市人民医院　朱　奕　王文玲
!!!!!!!!!

５１踝泵运动联合湿润烧伤膏在糖尿病足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靖江市人民医院　赵海燕　于　美　鞠小敏　刘　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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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题交流

５２基于海恩法则构建日间化疗病房安全用药策略 江苏省人民医院　姬秋晨　王莉莉
!!!!!!!

５３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ｒｏｍｂｕ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ｓｉｎｇａｒｍ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ｃｈｅｓｔｐｏｒｔｓ：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江苏省人民医院　ＨａｉｐｉｎｇＸｕ，ＭＤ；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ｕ，ＰｈＤ；ＺｅｊｕａｎＧｕ，ＭＤ；Ｒｕ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ｈＤ!!

５４１例儿童左下肢动脉损伤合并骨筋膜室综合征行血管重建及左下肢切开减压加ＶＡＣ吸引术的护理
江苏省中医院　殷倩慧

!!!!!!!!!!!!!!!!!!!!!!!!!!!!!!!!

５５早期综合性护理干预对特重烧伤病人生命体征变化的影响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张倩婷
!!!

５６先天性小耳症患儿心理特点及护理对策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王晓慧
!!!!!!!!!!!

５７个性化护理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余琦琦　薛幼华

!!!!!!!!!!!!!!!!!!!!!!!!

５８两种冷敷方法对综合鼻整形术后镇痛效果的分析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范海月
!!!!!!!

５９覆膜支架置入术治疗Ｂ型主动脉夹层的护理体会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张生娟
!!!!!!!

６０肺动脉栓塞围手术期的护理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黄亚红　薛幼华　顾冬梅　黄薛菲
!!!!

６１水动力吸脂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范修凤
!!!!!!!!!!!!!!!

６２眼部整形美容术后采取冷疗法的临床观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马　莉
!!!!!!!!!!

６３眼部美容手术围手术期的护理干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朱　倩
!!!!!!!!!!!!!

６４术前心理护理对重睑手术病人术后满意度的影响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孙　静
!!!!!!!

６５耳再造扩张器埋置术后注水期护理体会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仇　艳
!!!!!!!!!!!

６６人文护理对烧伤整形科儿童病人的应用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范海月
!!!!!!!!!!!

６７尿毒症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甲状旁腺全切除加其前臂自体移植术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周厚梅

!!!!!!!!!!!!!!!!!!!!!!!!!!!!

６８乳腺癌化疗致手足综合征的原因和治疗措施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储露露
!!!!!!!!!

６９临床路径护理对甲状腺手术患者的效果影响分析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陈　薇
!!!!!

７０孕期运动训练对妊娠结局影响的Ｍｅｔａ分析
江苏省口腔医院　张建兰　南京中医药大学　毛立伟　王　磊

!!!!!!!!!!!!!!!

７１中医适宜技术预防乳腺癌术后负面情绪的效果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史　瑞　张丽萍
!!!!

７２中医护理治疗乳腺癌化疗及其术后并发症的研究进展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郑　玮
!!!!!

７３机关干部超重或肥胖人群中医经络测评结果相关分析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石婷婷　王　蓓　唐绍红

!!!!!!!!!!!!!!!!!!!!

７４穴位按摩联合艾灸在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胃潴留改善的效果研究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朱龙凤　胡瞡雯　吴卫娟

!!!!!!!!!!!!!!!!!!!!

７５压力包扎工艺与乳腺癌相关淋巴水肿压力操作效果的相关性研究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　媛　陈正红　王　蓓

!!!!!!!!!!!!!!!!!!!!

７６神经外科危重症病人颅内压和脑温监测的护理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胡瞡雯　朱龙凤　吴卫娟

!!!!!!!!!!!!!!!!!!!!

７７中医适宜护理技术预防甲状腺术后手足麻痹的适用性研究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丽萍　韩芳红

!!!!!!!!!!!!!!!!!!!!!!!!

７８延伸护理对重度烧伤患者康复期生活质量的影响 南京鼓楼医院　陈婧婧　刘　晴　陈　琛
!!!

７９清创胶联合透明质酸凝胶治疗小面积（ＴＢＳＡ＜＝１％）Ⅲ度烧伤创面的护理体会
南京鼓楼医院　王　丽

!!!!!!!!!!!!!!!!!!!!!!!!!!!!!!!!

８０腹腔镜下带蒂回肠袢移植阴道成形术并发症的预防及护理对策
南京鼓楼医院　刘　晴　陈婧婧　燕　辛

!!!!!!!!!!!!!!!!!!!!!!!!

８１原位“三开窗”技术治疗Ｂ型主动脉夹层的护理体会 南京鼓楼医院　王　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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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Ｄ打印辅助体外开窗胸腹主动脉支架续贯植入患者的护理
南京鼓楼医院　周美君　翁艳敏　傅巧美

!!!!!!!!!!!!!!!!!!!!!!!!

８３１８例肾下型腹主动脉瘤腔内术后内漏行微创修复术的护理体会 南京鼓楼医院　蔡　颖
!!!!!

８４“３１７护”宣教助手在乳腺癌全程护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南京鼓楼医院　刘　莉　周　峥
!!!!

８５有氧运动训练对乳腺癌化疗患者携氧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南京鼓楼医院　杜　萍　周　峥　陆　瑶　冯　丽

!!!!!!!!!!!!!!!!!!!!

８６预见性护理干预对乳腺癌ＰＩＣＣ置管患者并发症和依从性的影响
南京鼓楼医院　李宸靖　周　峥

!!!!!!!!!!!!!!!!!!!!!!!!!!!!

８７临床护理路径在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围术期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研究
南京鼓楼医院　朱　洁

!!!!!!!!!!!!!!!!!!!!!!!!!!!!!!!!

８８１例下肢伤口感染嗜水气单胞菌致死的护理体会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卞丽艳
!!!!!!!!!!!

８９１例利用桡动脉供血的游离股前外侧皮瓣远位转移修复大面积头皮撕脱伤患者的护理
南京市第一医院　王红玉

!!!!!!!!!!!!!!!!!!!!!!!!!!!!!!!

９０预防负压封闭引流术（ＶＳＤ）引流管堵塞方法的应用观察
南京市第一医院　朱贤燕　卞丽艳　王红玉　陈海燕

!!!!!!!!!!!!!!!!!!!

９１双糖口干缓解含漱液在甲状腺癌手术患者口腔护理中的应用
南京市第一医院　朱春花　黄　敏　赵小娟　陈永丽

!!!!!!!!!!!!!!!!!!!

９２乳腺ＳＭ＋ＳＬＮＢ术后单双管负压引流效果的对比研究
南京市第一医院　朱春花　刘雨生　赵小娟　黄　敏　陈永丽

!!!!!!!!!!!!!!!

９３肋骨骨折集束化护理在肋骨骨折合并血气胸引流术患者运用效果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张　坤　许　品　张　璇　程　君

!!!!!!!!!!!!!!!!!!

９４舌底淋巴管瘤硬化剂联合西罗莫司治疗的护理 南京市儿童医院　汪玉霄　马　蕾
!!!!!!!

９５普萘洛尔治疗儿童血管瘤的观察与护理 南京市儿童医院　徐源媛
!!!!!!!!!!!!!!

９６思维导图在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无锡市人民医院　高佩蓓
!!!!!!!!!!

９７淋巴水肿综合消肿治疗在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治疗中的应用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袁琛烨

!!!!!!!!!!!!!!!!!!!!!!!!!!!!!

９８一例ＶＳＤ治疗臀部烫伤合并肛周脓肿的老年患者的护理干预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周　晴
!!!!

９９多模式镇痛管理在烧伤疼痛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钱春艳
!!!!!!!!!!

１００１例重度烧伤合并肝包膜下血肿破裂的个案护理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邹　芳
!!!!!!!!!

１０１普外科护理管理中护理风险管理的应用效果研究 无锡市中医医院　张淑平　吴青青　薛　娜
!!

１０２ＶｉｔａｌＳｔｉｍ电刺激合并穴位按摩治疗中风后吞咽障碍临床观察 无锡市中医医院　李　佳
!!!!!

１０３住院患者防跌倒全面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无锡第三人民医院　徐婷玉　王高荷
!!!!!

１０４１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皮肤感染性窦道的护理体会 江阴市人民医院　方　烨　刘银珠
!!!!

１０５护理风险管理在烧伤病房中应用的效果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玉萍　宁　园　樊桂莲
!!!

１０６新生儿血管瘤口服普萘洛尔的护理体会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胡雪芹
!!!!!!!!!!!

１０７聚桂醇注射液治疗血管瘤的临床护理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陶晶梅
!!!!!!!!!!!!

１０８循证护理模式在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围手术期护理的应用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文婷　郭丽娜　王　琼　魏哲玉

!!!!!!!!!!!!!!!!

１０９中下面部除皱联合肉毒素注射在面部年轻化治疗中的应用及护理
徐州市中心医院　谢松梅　张　文　周同葵

!!!!!!!!!!!!!!!!!!!!!!!

１１０护理质量敏感指标质控小组的成立与运行
徐州市中心医院　张元红　张　洁　赵　丽　王海宏　王懿宁　白海燕

!!!!!!!!!!!

１１１急性心肌梗塞的急救与护理感体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赵伶俐
!!!!!!!!!!!!!!!

１１２４２例经口入路腔镜甲状腺切除手术患者护理分析 徐州市肿瘤医院　陈凡思
!!!!!!!!!!

１１３全脑血管造影术及支架植入术的护理 徐州市肿瘤医院　尹雪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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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手血管外伤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对愈后功能的影响 徐州市肿瘤医院　徐　惠
!!!!!!!!!!

１１５踝泵运动对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有积极作用 徐州市肿瘤医院　周姗姗
!!!!!!!!!!!!

１１６小儿骨科患者护理体会 徐州市肿瘤医院　方　静
!!!!!!!!!!!!!!!!!!!!!

１１７“一病一品”项目在大隐静脉曲张患者的应用效果 徐州市肿瘤医院　孙雪蕾
!!!!!!!!!!

１１８美学在乳腺外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徐州市肿瘤医院　吴　淼
!!!!!!!!!!!!!!

１１９规范化护理继续教育管理在外科工作中效果评价
徐州市儿童医院　刘卜菲　乔春玲　季圆圆　王　琛　李彦彦　伏　娇

!!!!!!!!!!!

１２０微信红包对心胸外科护理管理质量的影响 徐州市儿童医院　丁丽娅
!!!!!!!!!!!!!

１２１１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行脾切除术的术后护理 徐州市儿童医院　陈佳惠
!!!!!!

１２２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髋关节脱位Ｓａｌｔｅｒ骨盆截骨术后疼痛效果评价
徐州市儿童医院　陈学銮　丁　帅　纪　薇　包蕾煜　陈田田

!!!!!!!!!!!!!!!

１２３１例腹部多发伤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患儿的护理 徐州市儿童医院　刘　萍
!!!!!!!!!!

１２４小儿泌尿日间手术模式在临床应用的效果观察
徐州市儿童医院　乔春玲　朱孝宇　冯东川　李　圆　季圆圆　王　琛　伏　娇　李彦彦

!!!

１２５围手术期护理干预对新生儿先天性肠旋转不良疾病的应用效果 徐州市儿童医院　孙　丽
!!!!

１２６普外科护士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徐州市儿童医院　王　磊
!!!!!!!!!!!

１２７低体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围术期整体护理体会 徐州市儿童医院　殷士燕　丁丽娅　刘一丹
!!!

１２８１例甲状腺癌术后并发乳糜漏患者的护理 沛县人民医院　王爱丽
!!!!!!!!!!!!!!

１２９创伤急救护理对严重创伤患者有效抢救时间和抢救成功率的影响 沛县人民医院　王秋侠
!!!!

１３０一例甲状腺肿瘤切除的手术护理体会 沛县人民医院　郭　惠
!!!!!!!!!!!!!!!!

１３１微信健康教育对乳腺癌ＰＩＣＣ带管患者出院准备度的影响 睢宁县人民医院　张　琼　胥丽利
!!

１３２科室护理品牌建设对患者满意度及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感的影响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　茹
!!

１３３电击伤患者的护理干预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华娟
!!!!!!!!!!!!!!!!!!!

１３４Ｃａｐｒｉｎｉ风险评分模型的应用进展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　艳
!!!!!!!!!!!!!!!

１３５静脉血栓预防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万　菡
!!!!!!!!!!!!!!!!!!!!!!!

１３６负压封闭引流技术结合持续冲洗对引流有效性护理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范玉花
!!!!!

１３７回授法在前列腺癌患者控尿功能锻炼中的应用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阮　丽　曹鹦娥
!!!!!

１３８巧妙应用“５Ｗ１Ｈ”分析法高效开展床边交班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阮　丽　姚晶莹
!!!!!!

１３９阶段性护理干预对乳腺癌腹直肌带蒂皮瓣转移再造术后康复情况的影响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婷金

!!!!!!!!!!!!!!!!!!!!!!!!!!!!!

１４０两用式腹带的制作与应用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丽华
!!!!!!!!!!!!!!!!!!

１４１一例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下肢动脉栓塞形成原因的分析及优质护理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云舟

!!!!!!!!!!!!!!!!!!!!!!!!!!!!!

１４２一例腔镜下甲状腺切除术后并发气管瘘的护理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孙张悦　孙　秋
!!!!!

１４３交通性脑积水分流术后并发症观察及护理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海英　沈梅芬
!!!!!!

１４４护理干预对肿瘤患者ＰＩＣＣ皮肤损伤效果观察 苏州市立医院　郭　菁
!!!!!!!!!!!!

１４５肝硬化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围手术期高血糖管理 苏州市立医院　潘　静
!!!!!!

１４６１例假性动脉瘤破裂致鼻出血的鼻咽癌患者行颈内动脉栓塞的护理
苏州市立医院　张　琴　毛辰蓉

!!!!!!!!!!!!!!!!!!!!!!!!!!!!

１４７１例尾骶部压力性损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苏州市立医院　朱明霞　李　萍
!!!!!!!!!

１４８乳腺癌术后康复锻炼临床护理方法探究 苏州市中医医院　徐　晶
!!!!!!!!!!!!!!

１４９１例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观察及护理 苏州市中医医院　郑艳平　汪亚兰　朱　兰
!!!!!

１５０１例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患者的原因分析与护理体会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肖　静
!!!

１５１输液港在乳癌患者化疗中的护理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冬娇
!!!!!!!!!!!!!!

１５２应用负压封闭引流（ＶＳＤ）技术治疗４期压力性损伤的护理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蔡如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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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乳腺科日间病房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凤娴
!!!!!!!!!!!!!!!!!!!!!!

１５４完全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在乳腺癌患者术后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常熟市中医院　方　敏
!!!!

１５５１例乳腺癌术后并发肺栓塞的护理 苏州科技城医院　吴　芳　倪春燕
!!!!!!!!!!!!

１５６１例乳腺癌术后并发肺栓塞的护理 苏州科技城医院　吴　芳　倪春燕
!!!!!!!!!!!!

１５７一例妊娠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继发肺栓塞的病例讨论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汤小磊　黄　晨　陆凤英

!!!!!!!!!!!!!!!!!!!!!!

１５８基于微信平台管理模式对乳腺癌患者术后预防淋巴水肿的影响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陆　萍　吴建丽　张韫玉　张　娟　胡汉美　陈云霞　陆丽华　刘　静　许　靓　李一桔

!!!

１５９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因素与优质护理探讨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陆丽华
!!!!!!!!!

１６０临床综合护理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腔内治疗患者护理效果分析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贲丽云

!!!!!!!!!!!!!!!!!!!!!!!!!!!!!

１６１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应用于治疗烧伤创面的护理体会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郭　丽
!!!!!!!

１６２“阳光护理服务”应用于乳腺癌术后化疗期间对其心理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如皋市人民医院　史发兰

!!!!!!!!!!!!!!!!!!!!!!!!!!!!!!!

１６３甲状腺危象的处理 如皋市人民医院　吴亚萍
!!!!!!!!!!!!!!!!!!!!!!!

１６４个性化心理护理对甲状腺癌围手术期患者悲观情绪的作用评价 海门市人民医院　陈文霞
!!!!

１６５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干预在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出院居家中的应用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乔娇娇　黄冬梅　丁　磊

!!!!!!!!!!!!!!!!!!!!!

１６６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甲状腺手术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春伟
!!!!!!

１６７一例男性双乳腺发育病人腔镜手术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　焕
!!!!!

１６８护理心理咨询师对乳腺癌焦虑患者给予心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召玉
!!

１６９３８例临床重度烧伤患者使用早期肠内营养的护理体会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杨海艳
!!!!!

１７０标准沟通流程在乳腺癌化疗患者中的应用 连云港第二人民医院　沈跃兰　孙建兰
!!!!!!!

１７１微信平台延续护理在乳腺癌术后患者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淮安市淮阴医院　袁　晨　张　颖　崔　峨

!!!!!!!!!!!!!!!!!!!!!!!

１７２健康宣教及心理干预对乳腺癌术后患者负性心理状况、生活质量的影响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钱琳琳　李冬青

!!!!!!!!!!!!!!!!!!!!!!!!!

１７３舒适性护理在骶尾部褥疮的修复中的应用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严晓鸥　李　静　曾晶晶
!!!

１７４创伤急救护理小组在重症创伤患者急救中的作用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婷婷
!!!!!!!!

１７５集束化护理干预在乳腺旋切患者围手术期中的效果分析 建湖县人民医院　韩琳琳　陈大芳
!!!

１７６竹盒艾灸烫伤事件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扬州市中医院　林　玲
!!!!!!!!!!!!!!!

１７７艾灸足三里联合敛汗散贴敷神阙穴改善气管切开脑卒中患者自汗疗效观察
扬州市中医院　张玲燕

!!!!!!!!!!!!!!!!!!!!!!!!!!!!!!!!

１７８六神丸联合金黄散外敷治疗急性乳腺炎的疗效观察 扬州市中医院　郑　燕　张　菴　王　慧
!!

１７９ＰＤＣＡ循环提升大隐静脉曲张激光闭合术围手术期护理质量的效果与分析
扬州东方医院　朱红霞

!!!!!!!!!!!!!!!!!!!!!!!!!!!!!!!!

１８０一例乳癌合并同侧腋下癌肿破溃患者的护理体会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庞佳丽
!!!!!!!!!

１８１甲状腺手术颈部锻炼的最新进展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雨荣
!!!!!!!!!!!!!!!

１８２加强甲状腺围手术期护理减少术后呕吐的发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季海燕
!!!!!!!!!

１８３漱口运动法用于甲状腺癌术后患者颈部功能锻炼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晓丽

!!!!!!!!!!!!!!!!!!!!!!!!!!!!!

１８４精细化护理模式在甲状腺癌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症状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晓艳

!!!!!!!!!!!!!!!!!!!!!!!!!!!!!

１８５１例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合并丹毒患者的护理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仇晓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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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１例巨大胃间质瘤合并慢性肾衰患者的护理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邓　霞　崔　玲　朱怀娣　杨　馨

!!!!!!!!!!!!!!!!

１８７普外科胃肠减压失效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趁心　崔　玲　杨　馨　何云峰

!!!!!!!!!!!!!!!!

１８８一例食管癌术后颈部吻合口瘘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护理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何云凤　崔　玲　邓　霞　朱怀娣

!!!!!!!!!!!!!!!!

１８９一例乳腺癌合并糖尿病患者术后出血的急救护理 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郦杰芬
!!!!!!!!!

１９０护理干预在预防甲状腺术后头颈部不适中的应用 丹阳市人民医院　季俊红
!!!!!!!!!!

１９１康复训练在乳腺癌手术后患者中的应用 丹阳市人民医院　唐志秀
!!!!!!!!!!!!!!

１９２探讨质量敏感指标在乳腺癌患者中的建立与应用 扬中市人民医院　陈金娥
!!!!!!!!!!

１９３中药湿热敷治疗手外伤术后功能障碍的康复效果观察 泰州市中医院　陈美珍　丁春兰
!!!!!

１９４探究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指导下实施围术期护理干预对甲状腺癌患者的临床效果
靖江市人民医院　毛增菁

!!!!!!!!!!!!!!!!!!!!!!!!!!!!!!!

１９５探讨在甲状腺功能亢进并糖尿病的干预中实施系统性护理的效果 靖江市人民医院　秦艳平
!!!

１９６集束化干预措施在乳腺癌围手术期中的应用研究 泗阳康达医院　仓　梅　翁秀秀
!!!!!!!

１９７核心稳定训练对非特异性腰背疼患者康复疗效的系统评价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陈　宇　罗春梅　汪　涓　李亚雯　曾　婷

!!!!!!!!!!!!

１９８老年综合评估相关问题的伞状系统综述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陈　宇　罗春梅　汪　涓　骆书兰　曾　婷　李亚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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