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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及中西医护理学术会议论文录用目录

一、大会交流

１基于中医型标准化患者为主的心内科ＳＰ培训体系构建的探析
江苏省中医院　戴　卉　张凤琴　张　静　张　舒　张学月　孙庆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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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八段锦对ＰＣＩ术后中老年患者运动耐力的影响
江苏省中医院　汤　婷　赵佳文　成巧燕　张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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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耳穴揿针及消肿散穴位贴敷在膝关节镜韧带重建术后早期的序贯应用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丽萍　王凤美　钱　荣　王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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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中医腕踝针技术应用降低产后宫缩痛的临床效果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　媛　陈正红　王　蓓　陈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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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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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姜末厚度、艾绒高度对督灸灸温控制的影响及标准化研究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苏　悦　程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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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思维导图在新护士中医护理技术培训中的应用观察
南京市中医院　曾　钰　吴　琼　郭秀君　洪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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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基于德尔菲专家函询构建慢阻肺急性加重期中医临床护理路径
南京市中医院　郭秀君　吴　琼　李状双　陈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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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中医综合护理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肾病综合征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黄莉娟　潘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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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医联体模式下中医护理技术的培训与准入管理 无锡市中医医院　林嘉鳞　张晓群　杨桂英
!!!

１１中药穴位贴敷联合循经点按预防骨折术后深静脉血栓４０例临床研究
徐州市中医院　孙　琰　陈学玲　杨六中　李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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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中医护理研究进展 南通市中医院　王春红　徐丽丽　葛云霞
!!!!!!!

１３癌症汗症患者生活质量现况调查与分析 海安市中医院　陈小红　朱　玲　王岫兰　侯庆梅
!!!

１４虎符铜砭刮痧法对乳腺增生病的效果研究 连云港市中医院　朱璇璇
!!!!!!!!!!!!!

１５中药沙袋湿热敷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连云港市中医院　罗海霞
!!!!!!!!!!!!

１６探索中医护理人才的培养现状及策略
淮安市中医院　莫淑红　何小娟　胡忠荣　王素芹　卢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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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八段锦运动联合情志护理对恶性肿瘤患者癌因性疲乏及负性情绪的影响
东台市中医院　邱　萍　王宝宽　陈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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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足底气压泵联合雷火灸对老年危重症ＤＶＴ预防应用研究 扬州市中医院　于　丽　单　娟
!!!!

１９基于团队模式的延伸护理服务对肺癌患者出院后居家生命质量的影响 镇江市中医院　吴　燕
!!

２０败酱草泡澡对新生儿皮疹的影响和护理 泰州市中医院　张金凤
!!!!!!!!!!!!!!!

二、壁报交流

２１自拟止痛方次
!

穴贴敷对痔疮术后疼痛干预的疗效探讨

江苏省中医院　李　英　焦亚云　朱　敏
!!!!!!!!!!!!!!!!!!!!!!!!

２２艾灸结合八段锦运动干预对肺癌化疗患者癌因性疲乏的影响 江苏省中医院　王道莉
!!!!!!

２３芒硝冰片外敷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膝关节肿胀及疼痛的临床效果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滕　洁　张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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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揿针埋针联合艾灸治疗乳腺癌化疗后脾胃虚寒型呕吐的临床观察 江苏省中医院　姜文婷
!!!!

２５电脑中频联合艾灸预防全麻下内镜治疗术后尿潴留疗效观察

—１—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周莉荣　章细霞　张　伟　奚肇宏
!!!!!!!!!!!!!!!!

２６风险管理在中医护理门诊的应用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孙贵凤　刘晓蓉　朱玉华
!!!!!!

２７辨证施护执行评价表应用在中医护理方案执行中的效果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田月香
!!!!

２８基于辨证取穴理论指导下的耳穴治疗对缓解原发性肝癌介入术后不良反应的效果评价
江苏省肿瘤医院　吉　晶　申书华　吴　燕　鲍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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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协同护理模式对提升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生存质量的效果评价
东部战区总医院　谢彩洪　王双双　董　何　陈宁欣　刘凌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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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八段锦对２型糖尿病患者的血脂影响的研究 南京鼓楼医院　黄　露　马　倩　霍冬琴
!!!!!

３１子午流注刮痧法干预肛瘘术前焦虑性失眠的临床观察 南京市中医院　庄保云
!!!!!!!!!

３２艾灸疗法对胰岛素注射部位皮下脂肪增生的干预效果
南京市中医院　武璐璐　张雪芳　高小莉　张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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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陆舒婷
３３不同时长微波加热对吴茱萸热熨包温度调控的研究

南京市中医院　苏　敏　王　莹　鲍　黎　乔　春　吕文佳
!!!!!!!!!!!!!!!!

３４临床康复护理路径在脑梗死恢复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　齐冬梅　顾圣琴　刘小丽　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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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ＯＳＣＥ在三甲中医院中级中医护理技术准入考核中的应用
无锡市中医医院　张晓群　杨桂英　单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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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中医护理技术工作坊”在新入职护士中医护理技术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无锡市中医医院　张夏慧　周春华　林嘉鳞　蔡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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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中药泡足对社区０级糖尿病足患者的影响 宜兴市中医医院　黄瑾华　宗丽敏
!!!!!!!!!

３８“冬病夏治”拔火罐联合穴位敷贴在过敏性鼻炎治疗中的应用
江阴市中医院　戴琴花　张海英　肖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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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中医情志护理对缓解消化道肿瘤患者疼痛及情绪改善的影响分析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宋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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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吴茱萸贴敷神阙穴联合耳穴埋籽预防脑卒中后便秘的效果研究 徐州市中医院　王　敏
!!!!!

４１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中医护理研究进展 徐州市中医院　杜红玲
!!!!!!!!!!!!!!!

４２食疗处方调治优势在临床推广的实践与体会
邳州市中医院　刘丽媛　杨　培　张　颖　李发玲　翟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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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中医护理在ＥＲＡＳ中的开展及应用 常州市中医医院　单绍艳
!!!!!!!!!!!!!!!!

４４中医护理干预对消化性溃疡治疗效果的影响 常州市中医医院　蒋　茜
!!!!!!!!!!!!

４５耳穴压豆配合足背乳腺反射区穴位按摩对产后乳汁分泌的促进效果 溧阳市中医医院　王建红
!!

４６多种中医适宜技术联合治疗气滞血瘀型盆腔炎的疗效观察 苏州市中医医院　杨秀华
!!!!!!

４７督脉灸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包彩莲
!!!!!!!!!!

４８金黄膏外敷预防静脉注射中药注射剂心脉隆所致的静脉炎的效果观察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孟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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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优质护理在小儿过敏性紫癜护理中的干预价值探讨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顾丽丽
!!!!!!!!

５０配偶陪同式健康教育在电子灸治疗脑中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常熟市中医院（新区医院）　徐静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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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择时循经平衡火罐对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肺康复的影响 南通市中医院　盛海燕
!!!!!!!!

５２中西医结合护理在腹腔镜阑尾切除术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如皋市中医院　严进红
!!!!!!!!

５３颤压“腰三线”配合艾灸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影响分析 海安市中医院　邓蓓蓓　储兰芳
!!!

５４穴位贴敷配合子午流注治疗血液透析并发不安腿综合症的疗效观察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陈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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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信息化流程在脾胃病专科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淮安市中医院　张　馨　周　洁　许范优
!!!!!

—２—



５６中医护士规范化培训经验与管理 射阳县中医院　杨　静
!!!!!!!!!!!!!!!!!!

５７子午流注择时揿针配合穴位敷贴治疗中风后遗症期虚秘患者３０例效果观察
仪征市中医院　陈倩倩　胡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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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艾灸联合金钱饮在留置双Ｊ管患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周政云　陈　娟　汤叶琴　田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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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耳穴埋豆在脑震荡患者发生恶心呕吐时的应用疗效 丹阳市中医院　徐阳艳
!!!!!!!!!!

６０“互联网＋”中西医结合延续护理模式在２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探讨
泰州市中医院　潘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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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综合护理干预配合手术治疗慢性鼻窦炎的临床效果及预后评价 泰州市中医院　许秀芳
!!!!!

６２穴位贴敷疗法联合艾条灸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护理效果观察 宿迁市中医院　吴小雪　曹　委
!

６３基于微信翻转课堂模式在新入职护士中医基础理论培训中的应用
泗洪县中医院　郑彩侠　崔梦茹　张宪芹　岳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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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列题交流

６４经穴推拿联合穴位贴敷对肝胃不和型妊娠恶阻的效果观察
江苏省中医院　刘　萍　包正英　蔡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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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隔姜灸辅助治疗脾肾气虚型慢性肾衰竭消化道反应的效果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王　燕　王　涓　魏　乐　张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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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自我管理干预对淋巴瘤伴癌因性疲乏患者心理应激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江苏省中医院　余　娟　高　娟　陈　敏　糜　玲　南京中医药大学　杨丽丽

!!!!!!!!

６７大黄粉敷脐结合护理干预对腰椎骨折患者便秘的影响 江苏省中医院　吴珊珊
!!!!!!!!!

６８皮炎洗剂湿敷联合青敷膏外敷治疗糖尿病继发下肢丹毒的疗效观察
江苏省中医院　王文娟　鲁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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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基于格林模式提高年轻护士雷火灸治疗规范化的实践 江苏省中医院　朱文君
!!!!!!!!!

７０温热电灸调护强直性脊柱炎寒湿痹阻证腰部僵痛的效果观察 江苏省中医院　李　丽　王元红
!!

７１温阳益气方中药熏洗配合针刺干预气虚血瘀型卒中后足内翻的临床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孟凡嫣　张　旋　吴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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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揿针埋针联合耳穴压豆预防复杂视网膜脱离复位术后恶心呕吐的疗效观察
江苏省中医院　崔凌亚　岳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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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中药恒温保留灌肠法对溃疡性结肠炎的应用观察
江苏省中医院　黄娟娟　苏　洁　周　莹　陈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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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ＭＤＴ合作下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老年患者围术期的护理体会 江苏省中医院　傅海霞
!!!!!!

７５中医心理ＴＩＰ睡眠调控技术干预乳腺癌围手术期患者失眠的临床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张　敏　黄德健　汪卫东　孙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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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中医特色护理改善１例肠癌晚期患者癌性不全性肠梗阻的体会 江苏省中医院　王　茜
!!!!!

７７耳穴揿针联合雷火灸俞募配穴对肾阳衰惫型神经源性膀胱老年患者膀胱残余尿量的对照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王　然　范　卉　吕敏敏　周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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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子午流注择时揿针疗法干预胃癌患者化疗后恶心呕吐的效果观察 江苏省中医院　杨　玲
!!!!

７９中医特色护理对回肠代全膀胱术后患者胃肠功能的影响研究 江苏省肿瘤医院　孙艳红
!!!!!

８０温沐汤在奥沙利铂引起周围神经毒性的临床应用 江苏省肿瘤医院　王　骏　鲍婷婷
!!!!!!

８１基于辨证论治理论探讨中药手足浴对化疗引起的外周神经毒性的效果评价
江苏省肿瘤医院　鲍婷婷　吉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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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应用中医护理方法穴位按摩三阴交缓解产后宫缩痛的效果观察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游婷李
!

８３浅述中药喷雾剂的研究进展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　娟　余忠香
!!!!!!!!!!!!

８４ＥＲＡＳ对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围手术期护理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余忠香
!!!!!!!!!!!

８５机关干部超重或肥胖人群中医经络测评结果相关分析

—３—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石婷婷　王　蓓　唐绍红
!!!!!!!!!!!!!!!!!!!!

８６新生儿耳道护理对新生儿听力筛查影响的探讨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邢　乐
!!!!!!!!

８７精细化护理管理在腱鞘炎针刀治疗中临床观察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　亚　王艳萍　房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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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中医特色护理方案用于骨科项痹病患者中的价值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　娟　余忠香
!!!

８９针刀治疗配合平衡罐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朱玉华　王艳萍　孙贵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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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腕踝针配合阿片类药物治疗难治性癌痛临床观察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吴秋兰　李丽丽　曹　雯　王　伟　姜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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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温和灸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瘀阻脉络证６０例的临床研究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李逗逗　姚　平　葛云霞　游婷李　朱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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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两种敷料固定方法在冬病夏治三伏贴应用中效果观察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葛云霞　刘晓蓉　唐爱俊　王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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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中药喷雾对胃镜诊治术后患者咽部舒适度的影响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章细霞　陈　浪　王婧涵　周莉荣　郭媛媛　彭玉娥

!!!!!!!!

９４中医护理适宜技术降低不同程度产后宫缩痛的临床效果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双双　王　媛　王　蓓　葛云霞　游婷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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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负压伤口治疗技术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臀部脓肿的护理体会
东部战区总医院　王双双　葛　伟　谢彩洪　刘凌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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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强直性脊柱炎中西医结合护理新模式研究进展
东部战区总医院　储兰芳　刘小萍　刘永平　刘凌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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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隔药灸结合针灸用于神经性膀胱炎的疗效观察 南京鼓楼医院　张玉玲　马　倩　戴青青
!!!!

９８耳穴埋籽法治疗帕金森病相关便秘的效果评价
南京市第一医院　戴子玲　张　媛　詹　慧　秦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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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乌蔹莓外敷干预碘对比剂外渗的临床疗效观察 南京市中医院　陈绍月　苏　敏
!!!!!!!!

１００改良中医肛门康复操运用于混合痔术后并发症的效果观察
南京市中医院　徐翎翎　朱晓烨　陈　茜　洪艳燕　江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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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品管圈活动降低护士对深静脉血栓风险评估的差异率分析 南京市中医院　耿　华
!!!!!!!

１０２穴位贴敷对前列腺摘除术后膀胱痉挛的预防效果及护理体会 南京市中医院　张亚蕾
!!!!!!

１０３中医护理方案在胃脘痛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南京市中医院　高　芳
!!!!!!!!!!!!!!

１０４功能性便秘患者治疗情况回顾性调查分析 南京市中医院　杜永红
!!!!!!!!!!!!!!

１０５穴位贴敷预防机械通气患者便秘的临床观察 南京市中医院　刘玲俊
!!!!!!!!!!!!!

１０６腕踝针术后留置缓解混合痔术后疼痛的护理研究 南京市中医院　王　莹
!!!!!!!!!!!

１０７中药熏洗治疗失眠的护理效果观察 南京市中医院　马淑荧
!!!!!!!!!!!!!!!!!

１０８刺血疗法在肛肠术后发热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南京市中医院　邓增萍　杜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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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９中医护理技术对肛肠病术后疼痛的效果评价 南京市中医院　郑雨竹　嵇　灵　韦志琴
!!!!!

１１０辨证施护在２例结核性溃疡伤口管理中的应用体会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裕玲　黄子慧　王　慧　徐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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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中医定向透药治疗气机郁滞型便秘的疗效观察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庄　跃　仇进莲
!!!!

１１２耳穴压豆联合中药穴位敷贴在管理肺癌化疗患者消化道症状群中的应用
南京市胸科医院　张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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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３艾灸治疗压力性损伤的研究综述 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　张　月
!!!!!!!!!!!!!!!

１１４基于辨证论治的中医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　江燕华　郑　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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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中医护理人才培养与使用研究 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　魏　雯
!!!!!!!!!!!!!!!!

１１６观察针灸联合共情护理干预对慢性失眠症患者睡眠质量的调节作用
南京市高淳区中医院　陈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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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７肝阳上亢型眩晕患者子午流注择时耳穴压豆的疗效观察 南京市江宁医院　虞　静
!!!!!!!

１１８中医护理对ＣＯＰＤ稳定期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评价 南京市溧水区中医院　宋敬敬
!!!!!

１１９中医护理与养老服务的双向促进 南京市秦淮区中医院　周爱娟
!!!!!!!!!!!!!!!

１２０中医护理用于脑梗塞恢复期患者的临床观察 无锡市中医医院　吴琼瑛　朱惠凌　魏　笑
!!!!

１２１中医特色护理对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无锡市中医医院　朱　怡　徐　佳　潘　
!!!

１２２探讨慢性肾衰中医护理方案在临床应用中的不足 无锡市中医医院　史万君
!!!!!!!!!!

１２３中药热敷结合推拿手法治疗颈性眩晕临床分析及护理措施评价 无锡市中医医院　施　思
!!!!

１２４大肠癌围手术期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中医特色护理的应用 无锡市中医医院　薛　娜
!!!!!!

１２５紫草油治疗压疮的护理观察 无锡市中医医院　刘　嘉
!!!!!!!!!!!!!!!!!!!

１２６中医特色护理在防治卵巢癌化疗中毒性反应中的应用 无锡市中医医院　徐钰芬
!!!!!!!!

１２７ＶｉｔａｌＳｔｉ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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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２８临床路径在乳痈（急性乳腺炎）患者中护理应用 无锡市中医医院　蔡银珠
!!!!!!!!!!!

１２９中药热奄包加护理干预缓解痔疮术后尿潴留的效果观察 无锡市中医医院　孔维珠
!!!!!!!

１３０自制艾灸包联合电子艾灸仪在肿瘤癌痛患者中的应用 无锡市中医医院　俞静娟
!!!!!!!!

１３１医联体模式下中医护理适宜技术推广实践探索 无锡市中医医院　周春华　张夏慧　林嘉鳞
!!!

１３２家属协同式护理干预对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评价 无锡市中医医院　马　琳
!!!

１３３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对缓解四肢骨折病人疼痛的效果评价 无锡市中医医院　曹玉敏
!!!!!!

１３４生肌散联合溃疡贴在２期压力性损伤的应用 无锡市中医医院　薛亚男
!!!!!!!!!!!!

１３５大黄脐疗对肠外科手术后患者胃肠功能恢复的影响 无锡市中医医院　陆　佳
!!!!!!!!!

１３６中医护理对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无锡市中医医院　王　蕾
!!!!!!!!!!!

１３７艾灸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睡眠障碍的价值研究 无锡市中医医院　华　婷
!!!!!!!!!!!

１３８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胃瘫患者的中西医结合护理
无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　洁　张晓艳　宋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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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９简易创面标识在烧伤患者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无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费　国　孙　丹　王　芳　朱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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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０通便膏贴敷神阙穴联合肠道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后便秘的效果观察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　许瑾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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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１中医情志护理对气滞热壅证哺乳期乳痈患者负面情绪的影响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　屠　越　朱红端　俞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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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２中医特色护理在泌尿外科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效果 无锡市惠山区中医医院　庄　严
!!!!!!

１４３中医护理技术对肛肠病术后疼痛的影响 无锡市惠山区中医医院　邓小琼
!!!!!!!!!!!

１４４中西医干预下一例脊髓损伤患者的护理分析 无锡市锡山区中医医院　李红云　施　英
!!!!!

１４５如意金黄散与硫酸镁外敷预防静脉炎的效果比较 无锡市锡山区中医医院　王晓兰
!!!!!!!

１４６穴位按摩联合穴位贴敷在眩晕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无锡市锡山区中医医院　缪志敏
!!!!!!

１４７糖尿病并发皮肤瘙痒症的中医治疗进展 江阴市中医院　郑　琦
!!!!!!!!!!!!!!!

１４８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采用中药灌肠配合穴位贴敷治疗的效果与护理
江阴市中医院　薛迎春　陈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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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９气压治疗仪联合中医穴位贴敷预防妇科盆腔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护理
江阴市中医院　丁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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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０穴位贴敷结合耳穴贴压治疗老年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的疗效及对血清５－ＨＴ水平的影响
江阴市中医院　严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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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１金黄散外敷在重症患者使用外周血管活性药物中应用效果分析 江阴市中医院　薛炜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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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中医治疗神经内科失眠患者的疗效分析 江阴市中医院　蒋心自
!!!!!!!!!!!!!!!

１５３整体观干预难治性面瘫的护理模式探索 江阴市中医院　钟芹锋
!!!!!!!!!!!!!!!

１５４雷火灸用于气滞血瘀型突发性耳聋的效果探讨
江阴市中医院　戴琴花　杨　健　钱海琴　戴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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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５穴位贴压结合穴位按摩对预防喘证病人使用呼吸兴奋剂后恶心呕吐的探讨
宜兴市中医医院　张文苑　马　芳　叶丽敏　刘建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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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６１例化脓性胆管炎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 宜兴市中医医院　周红艳　宗丽敏
!!!!!!!!

１５７穴位按摩＋耳穴埋籽在预防胸腰椎骨折患者腹胀便秘的应用 宜兴市中医医院　陆　琴
!!!!!

１５８中医护理干预在白内障患者专科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宜兴市中医医院　卢克瑛
!!!!!!!!!

１５９耳穴埋籽、经穴推拿配合头部刮痧治疗暴聋的疗效观察 宜兴市中医医院　何利琴
!!!!!!!

１６０针灸配合艾灸治疗痛经寒凝血瘀证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鹿　瑶
!!!!!!!!!!!!!

１６１慢性盆腔炎中药灌肠治疗的护理观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魏　鑫
!!!!!!!!!!!!

１６２中医护理在社区养老卫生服务的应用优势探讨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蒙蒙
!!!!!!!!

１６３中医护理在带状疱疹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吴文文
!!!!!!!!!

１６４耳穴贴压联合癌痛规范化护理流程对癌痛患者镇痛效果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徐州市中医院　常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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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５心理护理联合耳穴压豆缓解人工授精患者围手术期焦虑情绪的疗效观察
徐州市中医院　荆梦晴　黄　秀　孔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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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６中医护理对脑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的疗效观察 徐州市中医院　孔　巍　黄　秀　荆梦晴
!!!!

１６７中药穴位贴敷联合中医护理干预辅助治疗老年眩晕的效果
徐州市中医院　孙艳华　常　丽　王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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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８品管圈与询证护理的有效结合应用于护理风险安全管理 徐州市中医院　王秀丽
!!!!!!!!

１６９慢性盆腔炎中医护理干预改善生活质量的研究进展 徐州市中医院　徐一鸣　郑　光
!!!!!!

１７０中医护理干预结合通便膏方对肛肠术后便秘的疗效观察 徐州市中医院　王庆香　李　慧
!!!!

１７１耳穴埋豆辨证治疗眩晕病的中医护理措施分析
徐州市中医院　李永聪　黄　秀　常　丽　孟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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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２中风中医护理方案在临床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徐州市中医院　祝　敏
!!!!!!!!!!!!!

１７３艾灸对脑梗塞康复期病人的治疗与护理 徐州市中医院　郑领领
!!!!!!!!!!!!!!!

１７４中医护理专科门诊的建设与发展 徐州市中医院　陈　艳
!!!!!!!!!!!!!!!!!!

１７５穴位贴敷配合手指点穴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便秘的效果观察
徐州市中医院　尤　蕴　马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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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６轮式助行器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患者功能锻炼的影响 徐州市中医院　梁　群
!!!!!

１７７快速康复外科护理理念在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中的应用 徐州市中医院　王　轶
!!!!!!!!

１７８中医综合护理对中风患者功能恢复的效果观察 徐州市中医院　周　红
!!!!!!!!!!!!

１７９耳穴埋籽在骨科椎间孔镜患者中的应用 徐州市中医院　赵　艳
!!!!!!!!!!!!!!!

１８０思维导图在胃疡中医护理方案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徐州市中医院　王　梅
!!!!!!!!!!!

１８１中医穴位点穴治疗神经外科卧床患者便秘的疗效观察
徐州市中医院　张　迅　李美娟　王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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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２中医护理对脑出血患者术后康复的应用效果及满意度分析 徐州市中医院　刘国红
!!!!!!!

１８３防栓散穴位贴敷联合气压治疗预防危重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效果观察
徐州市中医院　夏小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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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混合痔术后并发尿潴留的中医特色护理新进展 徐州市中医院　张晓敏　杨　影
!!!!!!!!

１８５骨科卧床患者便秘中医特色护理新进展 徐州市中医院　李　娟
!!!!!!!!!!!!!!!

１８６中医护理干预带状疱疹后遗性神经痛的研究进展 徐州市中医院　姚秀芬
!!!!!!!!!!!

１８７大承气汤鼻饲联合中医穴位按摩对ＩＣＵ老年患者便秘的疗效观察 徐州市中医院　赵　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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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分析耳穴压豆疗法在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中的应用效果 徐州市中医院　候文丽　曹玉芝
!!!!

１８９中医特色疗法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肾衰的护理新进展 徐州市中医院　徐　静　曹玉芝
!!!!

１９０黄芪注射液联合西药治疗小儿肺炎合并心力衰竭的疗效评价及护理体会
徐州市儿童医院　刘　文　郑　洋　徐　芳　黄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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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浅谈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西医结合护理效果分析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张苏静　冯宝珍　杨　维　朱　晶　童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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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１例胰周大量渗出的急性胰腺炎患者中西医结合护理 邳州市中医院　彭雪莉
!!!!!!!!!

１９３１例消渴并发糖尿病足患者的护理 邳州市中医院　黄从姗
!!!!!!!!!!!!!!!!!

１９４智能艾灸仪在治疗早期面瘫中的临床疗效观察 邳州市中医院　于肖肖
!!!!!!!!!!!!

１９５１例中风伴吞咽障碍患者的中医护理 邳州市中医院　马　利
!!!!!!!!!!!!!!!!

１９６脑卒中便秘患者的中医特色护理研究进展 邳州市中医院　孟庆英
!!!!!!!!!!!!!!

１９７１例带状疱疹致面瘫病的护理 邳州市中医院　刘　娟
!!!!!!!!!!!!!!!!!!!

１９８足三里穴位注射对脑出血术后呃逆的护理效果观察 邳州市中医院　张　颖　刘丽媛
!!!!!!

１９９中医健康一堂课在临床高血压病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邳州市中医院　李晶晶
!!!!!!!!!!

２００浅谈流程改造在医院中的应用 邳州市中医院　翟　艳
!!!!!!!!!!!!!!!!!!!

２０１１例周围性面瘫合并冠心病患者的中医护理 邳州市中医院　丁　尧
!!!!!!!!!!!!!

２０２１例胆囊术后并发腹痛腹胀的护理 邳州市中医院　 权　新
!!!!!!!!!!!!!!!!!

２０３浅谈中医护理专科门诊的建设与发展 常州市中医医院　周　英
!!!!!!!!!!!!!!!

２０４中医院专科护士培养与使用一体化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研究 常州市中医医院　吴彩兰
!!!!!

２０５中医护理技术对慢性肾脏病病人的应用体会 常州市中医医院　曹　吉
!!!!!!!!!!!!

２０６中药热奄包对腰椎间盘突出治疗及护理效果评价 常州市中医医院　周　薇
!!!!!!!!!!

２０７中医４项特色护理技术联合应用对项痹病患者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常州市中医医院　郑瑶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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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８中医五行音乐疗法辅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果研究与护理 常州市中医医院　徐　佳
!!!!

２０９一种化瘀消肿冷敷贴治疗肢体创伤或骨折后肿胀的临床观察
常州市中医医院　李　萍　张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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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０自制消肿方中药塌渍对胫腓骨骨折肢体肿胀、疼痛的效果观察
常州市中医医院　沃红霞　李　萍　陆海平　曹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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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１中医综合护理对ＣＯＰＤ患者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常州市中医医院　甘海红
!!!!!!

２１２长期昏迷患者采用中西医联合催醒护理的临床效果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兆鹏　胡玲红
!!!

２１３痔疮栓结合中药熏洗坐浴治疗混合痔术后疼痛水肿疗效评价 溧阳市中医医院　史余娟
!!!!!

２１４基层中医院刮痧联合拔罐治疗颈椎病颈痛疗效观察 溧阳市中医医院　徐　彬
!!!!!!!!!

２１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中医护理方案优化及实践分析 溧阳市中医医院　彭秀华
!!!!!

２１６中医护理方案在骨伤科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中的临床实践研究 溧阳市中医医院　蒋　琴
!!!!!

２１７中医综合护理模式对普外科手术患者术后疼痛的影响研究 溧阳市中医医院　虞宇辉
!!!!!!

２１８踝泵运动在慢性肾功能衰竭股静脉临时置管ＤＶＴ预防的应用体会 溧阳市中医医院　岳　婷
!!

２１９优质中医特色护理干预在ＡＥＣＯＰＤ患者中应用观察 溧阳市中医医院　潘　丽
!!!!!!!!!

２２０中医特色护理结合快速康复外科在卵巢癌围手术期护理中的运用分析
溧阳市中医医院　黄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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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１中医护理新技术在临床实践运用及推广分析 溧阳市中医医院　金　叶
!!!!!!!!!!!!

２２２信息化环境下的护理流程优化与再造 江苏省中医院溧阳分院　黄东琴
!!!!!!!!!!!!

２２３中医护理临床路径在混合痔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与效果 武进中医医院　刘　姣
!!!!!

２２４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伦理需求及护理干预对策探讨 武进中医医院　徐　英
!!!!!!!!

２２５循证护理模式在降低血透室内瘘针滑脱风险中的应用 武进中医医院　胡燕芬
!!!!!!!!!

２２６中医护理方案在单纯性胸腰椎骨折中的应用研究 武进中医医院　周　岚　王美华　王　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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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脑梗死急性期中医护理方案在临床应用中的实施效果 武进中医医院　周　丽
!!!!!!!!!

２２８初探五倍子粉穴位贴敷治疗骨科术后盗汗的规范化研究 苏州市中医医院　张丽娟
!!!!!!!

２２９应用视频播放器进行穴位按摩示范结合良肢位摆放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影响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蒋　玲　李香娥　谢凤珠　季　青　于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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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０穴位敷贴配合穴位按摩在妇产科术后促进肠功能恢复中的应用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朱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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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１拔罐对肛肠术后尿潴留的作用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郑　娟
!!!!!!!!!!!!!!!

２３２中医穴位按摩对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影响研究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朱　莉　顾惠英　朱梅珍　谢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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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３中医外治之耳穴埋籽预防化疗性恶心呕吐疗效观察及护理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曾小华　李香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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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４吴茱萸贴敷涌泉穴改善骨科患者术前失眠的效果分析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荣晓红
!!!!!

２３５内关穴揿针防治骨科术后使用静脉镇痛泵患者恶心呕吐的疗效观察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荣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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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６中西医集束化护理及快速康复外科技术在肠梗阻围术期的应用效果观察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顾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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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７子午流注中医定向透药治疗联合早期康复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影响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濮菊芳　史秀丽　季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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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８五倍子穴位贴敷治疗肺结核盗汗的临床疗效观察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沈燕平
!!!!!!!

２３９自制如意金黄膏在预防老年患者药物性静脉炎中的效果观察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蒋　玲　谢凤珠　李香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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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０中医护理在胃疡中的实践优势与研究 苏州市相城区中医医院　华玉君
!!!!!!!!!!!!

２４１护理风险管理在呼吸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侯大岭
!!!!!!!!!!

２４２观察中医护理对老年２型糖尿病血糖控制效果及生活质量影响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张　庆
!!!

２４３糖尿病患者居家胰岛素治疗的康复护理干预效果分析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谢　仪
!!!!!!!

２４４舒适护理在小儿哮喘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王菊萍
!!!!!!!!!!

２４５整体护理干预在小儿哮喘中的应用价值分析精读ＣＡＪ下载ＰＤＦ下载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尹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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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６协同护理模式在老年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邵　瑜
!!!!!!!!!!

２４７中医护理专科门诊建设与发展 张家港广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葛玉芳
!!!!!!!!!!!!!

２４８中医揿针治疗面神经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家港澳洋医院　钱菊华
!!!!!!!!!!!!!!

２４９电子艾灸用于神经外科偏瘫患者的效果观察及护理 常熟市中医院（新区医院）　是　蓉
!!!!!

２５０中医护理在儿科肺炎喘嗽中的实践优势和研究 常熟市中医院（新区医院）　陆　荫
!!!!!!!

２５１耳穴埋籽对膝痹围手术期疼痛影响的临床观察 常熟市中医院（新区医院）　吴敏逸
!!!!!!!

２５２危重症急性胃肠损伤的中医护理体会 常熟市中医院（新区医院）　周玲莉
!!!!!!!!!!!

２５３中医护理在老年慢性病患者康复中的应用优势 常熟市中医院（新区医院）　方丽英
!!!!!!!

２５４中药茶饮在老年慢性疾病中的运用 常熟市中医院　王晶晶
!!!!!!!!!!!!!!!!!

２５５哮喘－慢阻肺重叠综合征５０例中医护理体会 常熟市中医院　钟静艳
!!!!!!!!!!!!

２５６中医护士规范化培训经验与管理 常熟市中医院　戈卫娟
!!!!!!!!!!!!!!!!!!

２５７探讨中医护理以及康复指导在临床糖尿病患者治疗中的效果
常熟市中医院　骆　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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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８中医舌操联合芳香冷疗在老年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中的应用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爱仙　沈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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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９１例高位肠外瘘患者合并腹腔感染的护理 昆山市中医医院　王　艳　陆　云
!!!!!!!!!

２６０运用圆运动理论辨证施护１例消渴病外感患者的体会 南通市中医院　瞿　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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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中药擦浴对预防ＩＣＵ呼吸道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效果观察
南通市中医院　姜娟娟　陈桂兰　管水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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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２大黄外敷神阙穴联合胃肠起搏治疗功能性便秘的护理与疗效观察 南通市中医院　冯　娟
!!!!

２６３优化版中医护理方案在胃脘痛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效果分析
南通市中医院　朱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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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４品管圈在提高胃脘痛中医护理方案的应用效果
南通市中医院　朱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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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５芙黄膏联合冰敷对闭合性胫腓骨骨折术后肢体肿胀患者血清炎性因子及凝血功能的影响
南通市中医院　赵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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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６子午流注穴位按摩对预防中风中经络患者便秘的应用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郑　莉
!!!!!!

２６７中药足浴在失眠患者中的应用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阚春燕
!!!!!!!!!!!!!!!!

２６８子午流注穴位按摩及穴位贴敷对预防中风中经络患者便秘的应用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何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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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９耳穴埋籽配合中药贴敷在骨科术后尿潴留病例中的效果观察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曹建霞
!!!

２７０中药定向透药疗法对慢性肾衰老年患者便秘的效果观察 启东市中医院　汤春菊　何欣陈
!!!!

２７１中医护理在养老服务、社区护理及全民健康促进中的作用 启东市中医院　杨佳鑫
!!!!!!!

２７２中医护理在社区养老院的应用 启东市中医院　施静花
!!!!!!!!!!!!!!!!!!!

２７３中医医院护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 启东市中医院　唐琳燕
!!!!!!!!!!!!!!!!!!

２７４中医护理在基层医院中的应用 启东市中医院　陆佳婧
!!!!!!!!!!!!!!!!!!!

２７５中医医院“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思考 如皋市中医院　蔡红芳　石晓红　许　敏　赵晓燕
!!!!

２７６中医适宜技术在操作中容易发生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如皋市中医院　张菊莲
!!!!!!!!!!

２７７胃溃疡治疗中应用中医护理的方法及效果 如皋市中医院　戴永红
!!!!!!!!!!!!!!

２７８急性胰腺炎实施中医护理方案优化临床效果观察 如皋市中医院　吴玲佳
!!!!!!!!!!!

２７９中医延续护理对２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依从性的效果评价
如皋市中医院　于爱红　孙小丽　李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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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０浅谈中医医院对运用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的思考 如皋市中医院　章晓伟
!!!!!!!!!!

２８１中医护理干预对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病人的影响 如皋市中医院　贾　雪
!!!!!!!!!!

２８２居家中药足浴在慢性肾病管理中的运用分析 海门市中医院　陈　霞　顾春艳
!!!!!!!!!

２８３肿瘤气虚自汗患者益气敛汗脐贴神阙穴贴敷的效果研究
海安市中医院　陈小红　季　瑜　康　群　储小红　徐爱琴　朱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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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４益气敛汗脐贴对提高肿瘤自汗病人生活质量的临床研究
海安市中医院　陈小红　徐爱琴　杭　燕　朱　玲　于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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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５穴位贴敷联合中医定向透药对胸腰椎骨折患者术后腹胀及舒适度的影响
海安市中医院　郭　玲　秦广珍　田春燕　刘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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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６益气敛汗脐贴对肺癌术后汗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海安市中医院　徐爱琴　顾玉洁　刘晓燕
!!!!

２８７神阙穴艾灸与中药贴敷联合干预对中风腹泻的预防效果分析 海安市中医院　范汉芳　储兰芳
!!

２８８腰腿痛患者康复治疗中针灸的应用及对患者疼痛症状的影响 海安市中医院　崔　景　储兰芳
!!

２８９神阙贴敷联合耳穴压豆预防经尿道前列腺切除（ＴＵＲＰ）术后并发症的对照研究
海安市中医院　刘晓燕　王筱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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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０穴位按摩结合艾灸对慢性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影响探析 海安市中医院　范汉芳　储兰芳
!!!

２９１午酉时穴位贴敷结合行为干预运用于冠心病患者中对血脂水平、心电图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探析
海安市中医院　刘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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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２耳穴埋籽治疗高血压眩晕的护理体会 海安市中医院　刘茜茜
!!!!!!!!!!!!!!!!

２９３穴位按摩联合循经拍打在髋部骨折手术预防深静脉血栓中的应用 海安市中医院　田春燕
!!!!

２９４康复护理干预对脊髓损伤患者的生存质量影响探究 海安市中医院　郑玉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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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５延续性护理模式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连云港市中医院　韩艳秋
!!!!!!

２９６薄荷油湿热敷改善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便秘的疗效观察 连云港市中医院　樊建林　罗海霞
!!!!

２９７胃复安联合艾灸治疗糖尿病肾衰竭合并胃轻瘫患者的疗效观察 连云港市中医院　张静静
!!!!

２９８脾胃肝胆科病人护理安全与风险防范 连云港市中医院　韩仲芹　蒋　娟
!!!!!!!!!!!

２９９中医体质辨识联合辨体调体对糖尿病前期干预的效果观察 连云港市中医院　包　敏
!!!!!!

３００耳穴贴压改善消渴患者口渴多饮症状的临床观察 连云港市中医院　陆玉婷
!!!!!!!!!!

３０１中医定向透药疗法对脑卒中后肩痛的效果观察 连云港市中医院　侍书园　黄　蓉
!!!!!!!

３０２中医院ＩＣＵ护理风险预警管理 连云港市中医院　解军丽　王　红
!!!!!!!!!!!!!!

３０３中西医结合治疗癌性疼痛的护理措施 连云港市中医院　苏　景
!!!!!!!!!!!!!!!

３０４中药热奄包改善老年糖尿病患者便秘症状的护理观察 连云港市中医院　杨　文　封爱婷
!!!!

３０５卧式八段锦在ＣＣＵ重症患者早期康复中的应用 连云港市中医院　张加荣　王　琼
!!!!!!

３０６培养中医康复护理专科护士的效果现状 连云港市中医院　徐明红
!!!!!!!!!!!!!!

３０７消炎Ⅰ号外用防治输液相关性静脉炎的效果观察 连云港市中医院　龙　岚
!!!!!!!!!!

３０８耳尖放血在小儿肺炎喘嗽发热中的应用 连云港市中医院　杨　乐
!!!!!!!!!!!!!!

３０９多专科联合促进中医护理门诊的发展 连云港市中医院　滕　娟
!!!!!!!!!!!!!!!

３１０常规护理结合中医护理干预在肺癌患者化疗胃肠道反应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连云港市中医院　梁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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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１中医护理在养老服务、社区服务与全民健康促进中的作用 连云港市中医院　袁珊珊
!!!!!!

３１２耳穴埋籽干预中风患者便秘临床观察 灌云县中医院　王　虹
!!!!!!!!!!!!!!!!

３１３黄参酊剂中药外敷在急性外伤性软组织损伤患者护理中的疗效观察 灌云县中医院　王红艳
!!!

３１４提高中医护理技能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童　露
!!!!!!!!!!

３１５艾灸联合盆底生物反馈对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的影响
淮安市中医院　莫淑红　钱春霞　蔡建桃　丁芬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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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６培训方式在门诊护士礼仪培训中作用的分析 淮安市中医院　秦　梅
!!!!!!!!!!!!!

３１７一例关于急性乳腺炎患者的护理 淮安市中医院　于惠琴
!!!!!!!!!!!!!!!!!!

３１８一列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自理能力下降的中医护理 淮安市中医院　袁丹凤
!!!!!!!!!!

３１９穴位按摩联合穴位贴敷对原发性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淮安市中医院　何小娟　徐星星　胡忠荣　莫淑红　汪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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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０中医护理在科普中的作用与优势 淮安市中医院　马丽婷
!!!!!!!!!!!!!!!!!!

３２１中医康复护理对中风患者预后临床疗效观察 淮安市中医院　王冬香
!!!!!!!!!!!!!

３２２中医护理在养老服务、社区护理与全民健康促进中的作用 淮安市中医院　祁　琦　徐星星
!!!

３２３穴位按摩结合情志疗法在改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睡眠质量的应用
淮安市中医院　孙　荣　顾亚敏　莫淑红　陈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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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４中医护理在养老服务、社区护理与全民健康促进中的作用 淮安市中医院　朱文静
!!!!!!!

３２５情志护理联合穴位注射治疗妊娠剧吐患者的疗效观察 淮安市中医院　钱春霞
!!!!!!!!!

３２６中医护理方案对消渴病的护理效果观察 淮安市中医院　胡忠荣
!!!!!!!!!!!!!!!

３２７人文护理联合血府逐瘀汤对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淮安市中医院　胡忠荣　何小娟　莫淑红　王　荣　方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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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８俞募配穴艾灸法为主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探讨
淮安市中医院　蔡建桃　蒋　莉　莫淑红　钱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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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９耳穴压豆联合参芪养元汤在减少透析低血压发生率的临床观察
淮安市中医院　孙　荣　严晓枫　莫淑红　顾亚敏　朱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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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０中医护理人才分层次培养探索与实践
淮安市中医院　何小娟　徐桂华　徐星星　王　波　胡忠荣　王素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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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淑红　卢　艳　许冬梅　刘君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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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健身气功八段锦联合药膳治疗老年性气虚便秘病人的疗效观察 东台市中医院　卞兰华
!!!!!

３３２穴位贴敷联合艾灸疗法在肝胆湿热型黄疸患者护理中的疗效探讨 东台市中医院　杨爱萍
!!!!

３３３对接受手术治疗的痔疮患者实施个性化护理的效果研究
东台市中医院　朱亚兰　何菲菲　陈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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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４中医穴位按摩产后乳房护理干预效果观察 东台市中医院　崔晓琴
!!!!!!!!!!!!!!

３３５中医护理干预＋健康教育在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实践研究 东台市中医院　周　静
!!!!!!!

３３６脑卒中患者施行康复护理对预后的影响分析 东台市中医院　吴小妹
!!!!!!!!!!!!!

３３７肝胃郁热症型胃脘痛中医护理方案的效果研究 东台市中医院　王　芹
!!!!!!!!!!!!

３３８低频产后治疗仪配合耳穴埋籽在产后尿潴留患者中的应用 东台市中医院　施晓燕
!!!!!!!

３３９腰痛患者的中医辨证施护体会 东台市中医院　马钦惠
!!!!!!!!!!!!!!!!!!!

３４０艾灸、脐敷、神灯照射对癌性不完全肠梗阻的干预研究
东台市中医院　王小玲　徐冬琴　朱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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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１雷火灸配合乳房按摩对产后乳汁分泌的影响 建湖县人民医院　周兰华　李　玉
!!!!!!!!

３４２急性胰腺炎中西医治疗的护理体会 射阳县中医院　房永霞　仇秀昀
!!!!!!!!!!!!!

３４３中医护理技术操作在我科的应用现状分析 射阳县中医院　王建国
!!!!!!!!!!!!!!

３４４子宫肌瘤患者围手术期运用中医护理的效果分析 射阳县中医院　陈必云
!!!!!!!!!!!

３４５浅谈中医护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应用 射阳县中医院　王国华
!!!!!!!!!!!!!!!

３４６试谈中医护理特色在临床中应用 射阳县中医院　韩红玲
!!!!!!!!!!!!!!!!!!

３４７中医定向透药治疗预防老年髋部骨折便秘患者的疗效观察 扬州市中医院　许红梅
!!!!!!!

３４８中医护理方案在结直肠癌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扬州市中医院　王　惠　谢　薄
!!!!!!!

３４９穴位注射配合雷火灸治疗危重症时肠胀气的效果评价 扬州市中医院　朱庆凤
!!!!!!!!!

３５０平喘乳膏穴位贴敷配合布地奈德雾化对ＡＥＣＯＰＤ患者应用研究 扬州市中医院　朱凤娟
!!!!!

３５１中医护理在中风（恢复期）患者便秘中的实践优势与研究 仪征市中医院　胡仁红
!!!!!!!!

３５２冬病夏治穴位贴敷配合督灸治疗寒性泄泻护理 仪征市中医院　陈　玲
!!!!!!!!!!!!

３５３揿针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护理 仪征市中医院　汤　娟
!!!!!!!!!!!!!!!!!

３５４揿针埋针治疗骨科术后患者胃脘部不适的疗效观察 扬州市江都中医院　任金霞　王　慧
!!!!

３５５ＶＳＤ联合疮灵液中药涂药在糖尿病溃疡、创伤性溃疡及压力性损伤中的应用
扬州市江都中医院　蒋　艳　黄　娟　姜丽娟　张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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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６大承气汤中药穴位贴敷预防中风后便秘的效果 扬州市江都中医院　吴　茜　王冬兰
!!!!!!

３５７肿瘤患者化疗反应的观察及中西医护理干预 高邮市中医医院　柏正清
!!!!!!!!!!!!

３５８中医延伸护理服务对肿瘤科出院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高邮市中医医院　赵媛媛
!!!!!!!!

３５９中西医结合护理对改善奥沙利铂所致周围神经毒性的效果观察
高邮市中医医院　顾　敏　刘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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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０如意金黄散外敷对化疗药物所致静脉炎的影响分析 宝应县中医医院　赵大玲　盛芳芬
!!!!!

３６１品管圈在提高肺癌化疗患者穴位按摩执行率中的应用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陈　

"

　陈　红　陈　丽　李顶峰
!!!!!!!!!!!!!!!!!!

３６２子午流注穴位按摩治疗轻度高血压的效果观察 镇江市中医院　陈燕霞
!!!!!!!!!!!!

３６３肛瘘中医护理方案临床应用效果观察 镇江市中医院　周　萍
!!!!!!!!!!!!!!!!

３６４中医辨证饮食干预在肾病综合症患者护理中的疗效评价 镇江市中医院　周凤艳
!!!!!!!!

３６５耳穴压豆应用于诊断性刮宫术后护理体会 镇江市中医院　郭志美
!!!!!!!!!!!!!!

３６６经皮穴位电刺激改善直肠黏膜环切吻合术术中牵拉反应的护理研究 镇江市中医院　汪杏珍
!!!

３６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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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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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８１例男性乳癌患者中西医结合护理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杨　馨　邓　霞　崔　玲　朱怀娣
!

３６９中医辨证护理对血液透析患者并发症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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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贾玉梅　徐桂红　马　源　杨　琳
!!!!!!!!!!!!!!!!

３７０穴位贴敷联合肺康复操对ＣＯＰＤ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纪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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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１中医护理干预应用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并发症的疗效研究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徐桂红　贾玉梅　杨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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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２生大黄穴位贴敷配合掀针对中风患者便秘的疗效观察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袁　媛　周媛华　曹　阳　陶　凤　陈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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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３辨证取穴对生理产产妇产后宫缩痛影响的临床研究 丹阳市中医院　裴爱侠
!!!!!!!!!!

３７４辨证施护对缺血性中风急性期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丹阳市中医院　周小英
!!!!!!!!!!

３７５中医护理技术联合集束化护理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中的应用 丹阳市中医院　顾　婷
!!!!!

３７６生肌膏外涂在３例危重症患者发生２期压力性损伤中的护理疗效 丹阳市中医院　徐阳艳
!!!!

３７７中医护理对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的影响观察 丹阳市中医院　王艳华
!!!!!!!!!!!!!!

３７８超声经穴透入中药治疗骨性关节炎临床观察
泰州市中医院　龚华惠　王　铠　郑　薇　陈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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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９优护一体化的延伸护理对脑梗死患者三级预防的干预
泰州市中医院　史婕钰　宋　敏　刘巧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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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０疼痛控制护理对创伤性骨折患者疼痛程度心理状态及康复质量的影响
泰州市中医院　王　琦　袁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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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１中医辩证施护在产后缺乳中的应用 泰州市中医院　谭爱华　王翠娥
!!!!!!!!!!!!!

３８２中药塌渍配合微波照射在肾结石护理中的应用 泰州市中医院　解袁繤
!!!!!!!!!!!!

３８３浅谈中药塌渍在类风湿关节炎应用中的护理经验 泰州市中医院　丁溶溶
!!!!!!!!!!!

３８４中医情志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泰州市中医院　茆　健
!!!!!!!!!

３８５腕踝针配合中药贴敷治疗气滞血瘀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泰州市中医院　徐晓燕
!!!!

３８６中医护士规范化培训经验与管理 泰州市中医院　邱　燕
!!!!!!!!!!!!!!!!!!

３８７中西医护理干预对急性乳腺炎患者的疗效观察 泰州市中医院　黄晓萍
!!!!!!!!!!!!

３８８平衡火罐配合艾灸治疗脾虚型泄泻提高临床显效率 泰州市中医院　陆晓秀
!!!!!!!!!!

３８９浅谈常见中医护理技术风险防控 泰州市中医院　钱丽丽
!!!!!!!!!!!!!!!!!!

３９０中医护理特色专科门诊的建设与发展 泰州市中医院　张培蓓
!!!!!!!!!!!!!!!!

３９１中医康复护理模式在骨科术后恢复期护理临床观察 泰州市中医院　徐小芳
!!!!!!!!!!

３９２梅花针叩刺配合拔罐放血治疗气滞血瘀型腰椎间盘突出的临床研究 泰州市中医院　刘巧凤
!!!

３９３刺血拔罐配合艾灸对带状疱疹的应用效果观察 泰州市中医院　徐　云
!!!!!!!!!!!!

３９４中药湿热敷配合耳穴压豆治疗颈性眩晕３０例效果观察及护理 泰州市中医院　薛　宏
!!!!!

３９５采用中医分娩适宜技术促进产程进展的应用体会 泰州市中医院　吴丽萍
!!!!!!!!!!!

３９６中药穴位贴敷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护理体会 泰州市中医院　吴　娟
!!!!!!!!!

３９７临床热性中医护理操作发生低温烫伤原因分析 泰州市中医院　黄志伟
!!!!!!!!!!!!

３９８雷火灸对混合痔术后尿潴留的护理干预 泰州市中医院　单秀萍
!!!!!!!!!!!!!!!

３９９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医护理体会 泰州市中医院　张　颖
!!!!!!!!!!!!!!!!!!

４００中医特色护理对中风后抑郁的疗效观察 泰州市中医院　龙根风
!!!!!!!!!!!!!!!

４０１平衡火罐联合中药湿热敷治疗寒湿腰痛患者的疗效 泰州市中医院　孙存桂
!!!!!!!!!!

４０２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西医结合护理进展 泰州市中医院　高　璐
!!!!!!!!!!!!!!!

４０３奖励小红花对儿童首次静脉穿刺成功率的影响 泰州市中医院　朱　敏
!!!!!!!!!!!!

４０４耳穴埋籽治疗不寐的疗效观察与护理 泰州市中医院　张　雯
!!!!!!!!!!!!!!!!

４０５心血管疾病护理过程中实施中医护理的价值 泰州市中医院　姚　瑶
!!!!!!!!!!!!!

４０６周围性面瘫的中医护理进展 泰州市中医院　周倩华
!!!!!!!!!!!!!!!!!!!!

４０７耳穴压豆联合安神合剂治疗中风伴失眠患者的护理体会 泰州市中医院　邹雯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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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子午流注脐部贴敷预防胸腰椎骨折术后便秘的效果 泰州市中医院　孙　烨
!!!!!!!!!!

４０９中医护理方案及中医护理操作技术在临床应用价值体会 泰州市中医院　沈　妍
!!!!!!!!

４１０雷火灸应用于脾胃虚寒型胃疡患者的疗效观察
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孙　梅　秦　霞　景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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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１浅谈中医在护理慢性阻塞性肺病中的特色优势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　吴晓玲
!!!!!!!!!!

４１２自拟中药方足浴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效果观察及护理体会 宿迁市中医院　朱燕
!!!!

４１３艾灸疗法对腰麻术后患者尿潴留的影响 宿迁市中医院　朱小瑞　方百宇　蔡　菊
!!!!!!!

４１４西医结合中医护理技术治疗带状疱疹的护理 宿迁市中医院　胡
#

玲
!!!!!!!!!!!!!

４１５浅议中医护理在科普中的作用与优势 宿迁市中医院　吕红梅　王丹丹
!!!!!!!!!!!!

４１６中药外敷治疗骨折早期肿胀疼痛的效果观察 宿迁市中医院　王良英　苏佳佳）
!!!!!!!!

４１７中医护理在专科专病中的实践优势与研究 宿迁市中医院　张　敏
!!!!!!!!!!!!!!

４１８中医护理延申服务与管理 宿迁市中医院　张　建
!!!!!!!!!!!!!!!!!!!!!

４１９面部刮痧配合针刺疗法治疗急性期周围性面瘫的疗效观察
宿迁市中医院　刘　宏　袁　梦　吴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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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０思维导图在中医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泗阳县中医院　胡雪莹
!!!!!!!!!!!!!!!!!

４２１基层综合医院中医护理人才的培养 泗阳县中医院　查　丽　胡雪莹
!!!!!!!!!!!!!

４２２中医护理方案纳入临床能力考核效果分析 泗洪县中医院　岳晓林　张宪芹　崔梦茹
!!!!!!

４２３浅谈中医医院西医护士开展中医护理知识的培训与实践 泗阳县中医院　张　婧　查　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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