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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护理学术会议论文录用目录

一、大会交流

１风险管理理论在预防老年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的应用 江苏省人民医院　赵丽萍　朱　玲
!!!

２情景模拟培训在降低护理员照护老年患者跌倒发生中的应用研究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郭　妍
!!

３国内护理信息化应用现状分析 南京市第一医院　夏佩佩
!!!!!!!!!!!!!!!!!!!

４专项巡视联合标识法在老年医学科住院患者防跌倒中的应用 南京脑科医院　陶绪梅
!!!!!!!

５基于ＥＲＡＳ的护理模式对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谵妄发生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无锡市骨科医院　蒋云雯　胡　皎　高慧秋　傅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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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床旁踏车下肢运动训练在改善老年卧床患者便秘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　韩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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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微信公共平台对肿瘤患者ＰＩＣＣ院外自我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刘建利　杨　玲　张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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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团队协作管理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徐州市中心医院　李洪艳　孙海云　李艳萍
!!

９并发症模拟体验对高血压前期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许亚静　孙志琴　李小娜　丁彩艳　张　丽　庄　毅

!!!!!!!!!!

１０尊严疗法在知情晚期肿瘤患者中的研究进展 常州市肿瘤医院　俞洁洁
!!!!!!!!!!!!

１１手机ＡＰＰ平台在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刘晓燕　朱小玲　吴爱娟　汤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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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超声引导ＰＶＣ穿刺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佳芹　顾志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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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近１０年国际慢病管理护理领域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南通大学　黄馨仪　耿桂灵　韩　悦　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翁卫群　范本芳

!!!!!!!

１４出院准备服务对帕金森病患者跌倒的影响
扬州大学　季亚芹　苏北人民医院　胡娅莉　王　敏　刘必琴　韩　芝

!!!!!!!!!!!

１５基于多学科协作模式下的老年衰弱综合征患者综合护理疗效分析与评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小梅　王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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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壁报交流

１６生命回顾疗法在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中的应用
江苏省人民医院　张玉玺　范云霞　杜丽娜　金妍艳　高　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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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老年病房管理探讨 南京鼓楼医院　孟丽君
!!!!!!!!!!!!

１８全程多元化健康宣教模式对高龄冠心病患者服用抗血小板药物依从性影响的研究
南京市第一医院　吴　琪　季梅丽　夏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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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精细化护理干预对老年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影响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芦　慧　顾丹凤　骆燕芳　陆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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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老年精神科以“零感染”为目标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护理管理模式探讨
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　张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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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强化肩胸关节运动训练对老年脑卒中致偏瘫后肩关节功能障碍及肩痛患者的影响
徐州市中心医院　胡智艳　孙海云　侯倩倩　陈保云　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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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品管圈活动在老年科住院患者身体约束管理中的应用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胡懿潇　严建波　徐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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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养老机构２１５例老年人跌倒相关因素分析及预防措施
常州金东方护理院　蒋红玉　袁　妮　薛景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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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互联网＋”背景下基层医院老年病患延续性护理的研究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卜弋卫生院　周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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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怀旧个体心理干预对养老机构老年人认知功能及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白治繁　张笑燕　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沈　军

!!!!!!!!!

２６契约模式在公立医院老年医学科医养结合模式中的应用探讨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葛美红　尤文军　吴培培　祁方遒　肖玉华　南通大学　耿桂灵

!!!!

２７ＳＨＥＬ分析法在老年住院患者护理安全质量中的应用研究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张建红　张丽芹　陈志芳　高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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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创新型肺康复训练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的影响及分析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蔡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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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基于用户行为模型的老年人慢病管理服务设计探讨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佘秋悦
!!!!!!!

３０创造性故事疗法在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苏北人民医院　沈志梅　刘必琴　顾志娥　胡娅莉　王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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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聚焦解决模式对老年痴呆专职护工负性情绪的影响
扬州五台山医院　王　林　董晓星　扬州市精神卫生防治中心　刘　楠

!!!!!!!!!!!

３２５例糖尿病合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老年患者的护理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朱丽群　张艳红　黄贤凤　闵新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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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米元元
３３思维导图在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黄私伟　王生琴　冼朝霞

!

三、列题交流

３４营养不良及增龄与老年卧床患者压力性损伤的关系分析 江苏省人民医院　任良湘　万里红
!!!

３５活性银离子冲洗阴道减轻老年宫颈癌病人放疗并发症的效果分析
江苏省人民医院　吴美林　唐媛媛　华羽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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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老年病房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感染防控管理
江苏省人民医院　丁莉莉　王素英　高春红　梅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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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基于正念叙事模式结合运动疗法在改善老年认知衰弱中的效果探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　包海童　佟蔷薇　马欧璇　邹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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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老年卧床患者骶尾部压力及骶尾部皮下脂肪厚度与压疮的相关性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　李　琛　梅克文　李　菁　任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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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老年慢性心衰患者６分钟步行距离与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江苏省人民医院　朱　姣　夏丽莉　刘　滢　江　恒　张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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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降低老年血液化疗住院患者跌倒坠床发生率的根因分析
江苏省人民医院　龙　坤　张玉玺　刘莉莉　陈　春　仲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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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社区６１～８０岁老年人健康体适能的人群分布特点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　胡　蓉　戴　曦　王素英　唐冬艳　施昕煜　李婷茹

!!!!!!!!!!!

史超雄　王扬静　李??　赵　娟
４２红光治疗仪对改善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功能的疗效观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余卫卫　于　静　韩丽娟　刘　丽　张佳佳
!!!!!!!!!!!!

４３健康教育对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影响观察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郑潇潇
!!!!!!!!!!!!!

４４标准化评估融合互联网＋在长期照护中研究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陈　?
!!!!!!!!!!

４５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与探讨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马金霖
!!!!!!!!!!!!!!!!

４６人文护理技术在安宁疗护中的探索与应用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李超凡
!!!!!!!!!!!!

４７安宁疗护个案护理实践的探索与应用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黄雅均
!!!!!!!!!!!!!!

４８安宁疗护病房建设与实践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李晓燕　史鹏瑾
!!!!!!!!!!!!!!!

４９“医院－居家”延续护理服务模式在安宁疗护中的探索与应用

—２—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王宇智　李晓燕　史鹏瑾
!!!!!!!!!!!!!!!!!!!!!!

５０营养支持小组在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早期肠内营养支持中的应用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李　伟　李惠俊　杨孝梅　曹冬霞　王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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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老年危重症患者电极片粘贴部位医用黏胶相关性皮肤损伤应用液体敷料防护策略的循证实践
南京鼓楼医院　卢　璇　张建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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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双向质量反馈护理模式对慢阻肺的影响 南京鼓楼医院　蔡晓艳　邓小岚　张　智
!!!!!!!

５３强化护理管理模式在老年高血压病患健康教育中的效果观察 南京市第一医院　夏绘绘
!!!!!

５４老年综合评估护理在老年冠心病患者住院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南京市第一医院　吕新凤
!!!!!

５５八邪操对老年患者静脉留置针留置时间的影响探索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　刘　嘉
!!!!!!!!

５６老年护理中的人文关怀管理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　周小凤　鲍　静　高玉娥
!!!!!!!!!!

５７抗阻训练对改善帕金森病患者下肢肌力、平衡功能及预防跌倒的研究
南京脑科医院　黄传英　王　婕　陈正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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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互联网＋护理”在老年患者延续性护理的应用进展 南京市口腔医院　刘　露　李　丽
!!!!!

５９观察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介入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胡媛媛
!!!!!!!!!

６０观察延续性护理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居家康复的影响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张学凤　余文霞
!!

６１研究康复护理在神经内科介入治疗中的效果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马有燕　胡媛媛
!!!!!!!

６２分析延续护理在慢性伤口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陈　荣　张学凤
!!!!!!!

６３１例肺癌晚期患者ＰＩＣＣ置管失败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王树华　计　静　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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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优质护理服务在神经内科尤其是老年性脑梗死护理中的具体应用实践 六合区人民医院　徐　婧
!

６５风险管理在泌尿外科老年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溧水区人民医院　虞　琼
!!!!!!!!

６６我国老年患者的心理问题及护理干预的研究进展 无锡市人民医院　杨　欢
!!!!!!!!!!

６７物联网技术在肺移植科护理的应用 无锡市人民医院　周淑芳　张海燕
!!!!!!!!!!!!

６８循证护理对冠心病老年患者负性情感及日常行为的影响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严琳
!!!!!

６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的心理分析和护理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　燕　宗海燕
!!!!!

７０老年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分析与干预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朱　妍　张　燕　倪涵晔　潘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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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全科理念下基于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评定量表在中老年高血压合并脑卒中患者康复护理中应用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丽娜　陆艳芳　周焕芳　张伟峰　冯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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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ＣＩＣＡＲＥ沟通模式在重型新冠肺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潘莹霞　张　燕　孙　芹　蒋　蕾　周　静　谈雅琼

!!!!!!!!!

７３新冠肺炎背景下二级防护对医护人员主观舒适度影响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　燕　潘莹霞　谈雅琼　蒋　蕾　卞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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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虞红兰　无锡市人民医院　毛　芸　赵　琴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刘　敏　夏静芳　无锡市太湖学院　王春燕

７４三步评定法配合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吞咽障碍病人的影响研究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骆燕芳　王青青　丁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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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脑血管病后遗症患者服药的护理干预 无锡市第六人民医院　杭　英
!!!!!!!!!!!!!

７６Ｔｒｉａｎｇｌｅ分层分级管理在老年糖尿病患者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万兰芳
!!!

７７人文关怀在提高神经外科老年患者依从性效果分析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　薛　珊
!!!!

７８基于陪护具体项目打分调查的协调学习活动对颅脑创伤病区老年患者护工参与的照护质量的影响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　蒋凤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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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ＩＣＵ老年患者谵妄的护理进展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　冯丽梅
!!!!!!!!!!!!!

８０老年认知功能障碍早期识别与康复护理 无锡市中医医院　李　佳
!!!!!!!!!!!!!!

８１循证护理在６５周岁以上女性盆腔器官脱垂患者规范化治疗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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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施晓芸
!!!!!!!!!!!!!!!!!!!!!!!!!!!!!!

８２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问题研究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尤闰洁
!!!!!!!!!!!!!!!

８３风险管理在老年患者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宜兴市人民医院　周　庆
!!!!!!!!!!!!!!

８４老年慢病管理的研究和实践 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闵燕华
!!!!!!!!!!!!!!!!!

８５老年痴呆患者认知障碍的特征与临床护理要点分析 江阴市人民医院　赵　敏
!!!!!!!!!

８６对老年病人的人文关怀及阿兹海默症的护理工作 江阴市人民医院　吴春霞
!!!!!!!!!!

８７老年痴呆患者住院期间的护理干预 江阴市人民医院　赵晓兰
!!!!!!!!!!!!!!!!

８８老年慢性病患者应用连续护理模式的价值研究 江阴市人民医院　蒋彩蓉
!!!!!!!!!!!

８９老年脑梗死患者实施早期康复护理对功能恢复的影响分析 江阴市人民医院　陈丽琴
!!!!!!

９０论人文关怀在老年患者护理中的重要性 江阴市人民医院　李　萍　赵　敏
!!!!!!!!!!

９１社区老年患者静脉输液药液外渗影响因素及护理措施
荣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新华　唐　雯　任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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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深化老年心理沟通　促进护养关系和谐———老年人常见心理分析、社会问题评估及护理干预措施研
究 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　徐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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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思维场疗法（ＴＦＴ）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焦虑、抑郁水平的影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　茵　赵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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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陈　静　赵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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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不同口咽通气道建立方法用于老年舌后坠患者呼吸道管理的效果比较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崔巧玲　曹炜艳　韩希文　赵金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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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不同肠道准备方法对老年结肠镜检查患者的应用对比 徐州市中心医院　鹿文娟　褚晓静
!!!!

９７护理标识对首次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安全管理的影响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朱传彩
!!!!!!

９８ＰＤＣＡ循环管理法在女精神分裂症患者健康教育中的效果评价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王树珍　陈君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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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探讨人文关怀在精神科女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张　然　杨　静　陈君凤
!!

１００人文关怀在老年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徐州市肿瘤医院　朱　清
!!!!!!!!!!!!!!!!

１０１干预性护理在支气管扩张咯血患者中的应用 徐州市肿瘤医院　李宏伟
!!!!!!!!!!!!

１０２耳穴埋籽联合叙事护理在老年中风后抑郁中的应用
徐州市肿瘤医院　孙艳华　闫　伟　孟　颖　卜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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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３循证护理干预在老年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徐州市云龙区云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刘　岩
!!

１０４新型冠状病毒期间老年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及护理措施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　敏　陆　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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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新冠肺炎疫情下１例经血管超声引导改良塞丁格技术ＰＩＣＣ置管后致顽固性渗液思考与护理体会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金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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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６综合护理在老年白内障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效果分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汪　雯
!!!!!!

１０７出院准备服务对提高２型糖尿病患者出院准备度及自我效能的影响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史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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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８老年住院患者吞咽障碍及误吸的临床护理分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金　璐
!!!!!!!!!

１０９体位管理在长期卧床老年人安全护理中的应用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周　婧
!!!!!!!!!

１１０医养结合模式下护理安全管理在老年病房中的应用效果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　静
!!!!!

１１１人文关怀在老年哮喘患者中的护理效果观察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吴金桃
!!!!!!!!!!

１１２延续护理对前列腺增生患者的干预作用分析与评价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　洁　王丽华
!!!

１１３多元文化护理理论下门诊慢性伤口护理策略的运用与效果观察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徐慧黎　陈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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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社区养老护理现状的浅谈及分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马　露　李　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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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基于ＡＰＰ改善痛风病人自我管理效能及生活质量的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吕　芬　沈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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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６早期量化踝泵运动在预防胃肠外科老年患者术后ＤＶＴ中的应用体会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刘丽颖　马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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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７护理安全管理与风险预警控制体系在老年患者不良事件发生预防中的效果分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美华　李　妍　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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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８基于ＰＣＭＨ模式的慢病管理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的运用及效果分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刘　婷　耿亚琴　叶佳怡　腾　媛　胡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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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９老年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康复护理模式及效果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叶佳怡　耿亚琴　刘　婷　胡秋霞　腾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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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对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的影响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万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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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刍谈老年脑卒中病人的安全问题及对策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徐　英
!!!!!!!!!!!!

１２２肿瘤内科老年患者安宁疗护中的社会支持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孙晓云
!!!!!!!!!!!

１２３长期住院老年患者营养状况及其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史琴芬
!!!!

１２４老年重症肺炎并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干预化护理要点研究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吴丹红
!!!

１２５老年慢病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潘意似
!!!!!!!!!!!!!!!!!

１２６老年患者的安全管理与风险预警护理对策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杨文娇
!!!!!!!!!!!

１２７老年人身体约束最小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徐金玉
!!!!!!!!!!

１２８护理干预对增强老年科患者服药依从性的作用研究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陆明亚
!!!!!!!

１２９健康教育联合饮食护理在老年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毛娇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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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０某三级老年病医院护理人员安宁疗护认知情况调查分析与思考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王玉华
!!

１３１胰岛素注射服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王保梅
!!!!!!!!!!!

１３２居家护理对老年脑卒中出院患者的效果研究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程玉华　王　花
!!!!!!

１３３门诊老年血液透析患者跌倒危险的评估与护理干预措施研究 常州市肿瘤医院　郑　莉
!!!!!

１３４门急诊老年癌症患者静脉输液常见问题及护理体会 常州市肿瘤医院　张　玲
!!!!!!!!!

１３５穴位贴敷在老年后循环缺血性眩晕患者护理分析 常州市中医院　蒋　瑜
!!!!!!!!!!!

１３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强化健康教育在医养机构老人中的效果分析 常州仁慈医院　芮燕梅
!!

１３７角色卡在认知症患者照护中的应用 常州金东方护理院　蒋红玉　袁　妮　董　婕
!!!!!!!

１３８微信群在社区老年高血压管理中的作用与不足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卜弋卫生院　徐南华
!!!!

１３９老年患者的人文关怀 溧阳市人民医院　周文雅
!!!!!!!!!!!!!!!!!!!!!!

１４０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的护理研究 苏州市立医院　倪晓霞
!!!!!!!!!!!

１４１老年患者的安全管理与风险预警护理实践 苏州市中医医院　程　辰　俞　琴
!!!!!!!!!

１４２基于微信平台的远程健康教育在老年骨质疏松中的应用研究
苏州市中医医院　钱宇晴　南京中医药大学　俞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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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３预见性护理程序在老年痴呆护理中的生活质量评价及效果观察
江苏盛泽医院　丁　娜　陈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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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４老年病人对预防跌倒健康教育的依从性分析 苏州科技城医院　张园园　倪春燕　周　琼
!!!!

１４５分阶段健康教育路径单在提高老年胃肠癌患者围术期治疗依从性中的应用
苏州科技城医院　吴静静　倪春燕　周　琼　吴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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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６精细化管理模式在养老机构护理员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苏州市瑞颐老年病医院　葛小敏　谢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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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７探讨利用微信平台对留置双Ｊ管的老年患者进行全程化护理的运用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　真　黄　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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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自我管理干预对老年慢性病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分析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季　萍
!!!!

１４９行为干预在老年便秘患者的护理研究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沈　洁
!!!!!!!!!!!!!

１５０１例冠状动脉三支病变心肺复苏后行介入治疗患者的护理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雯亚
!!!!

１５１早期康复综合护理对老年脑卒中偏瘫患者的疗效分析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毛春美
!!!!!!!

１５２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心血管护理管理平台构建与应用研究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刘晓燕　朱小玲　曹益凤　汤亚琴　郑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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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３舒适护理模式对老年脑卒中病人抑郁情绪的影响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丽华
!!!!!!!!

１５４肠内营养液口服对住院老年营养不良患者干预及护理分析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春梅
!!!!

１５５新冠肺炎老年患者的心理问题及护理对策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缪金云
!!!!!!!!!!!

１５６全程安全管理在老年精神科住院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林春花
!!!!!

１５７精细化护理管理在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林春花　朱　霞
!!!!

１５８老年病房中实施护理干预及其护理管难题与对策研究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许莉芝
!!!!!!!

１５９精细化安全管理在心内科老年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张锦云　张丽芹
!!!

１６０研究多种形式护患沟通在老年恶性肿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　王　荣
!!!!

１６１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护理安全隐患及对策 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　陆春霞
!!!!!!!!

１６２外用桃红四物汤预防老年患者压力性损伤在临床应用中的效果研究
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　吴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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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３轻度认知障碍的筛查工具及护理干预的研究进展
南通大学　黄馨仪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乔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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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４基于警示安全标志的护理干预对急诊留观患者误吸效果的影响研究 海安市人民医院　王明霞
!!

１６５拜尔坦泡沫敷料在预防无创面罩引起压力性损伤中的应用 海门市人民医院　沈夏子　范卫新
!!

１６６延续性护理在社区老年携管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探索 海安市肿瘤医院　吉达玲
!!!!!!!!!

１６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护理院的风险防范与管理
江苏华医大健康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张兰凤　陈建群　彭齐林　刘　纯　沈晓霞

!!!!!!!

１６８老年人常见心理　社会问题评估及护理干预研究 启东市中医院　黄兴美
!!!!!!!!!!!

１６９老年人护理中的人文关怀管理 启东市中医院　张锦燕
!!!!!!!!!!!!!!!!!!!

１７０叙事护理在ＣＯＰＤ患者中的应用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　婧
!!!!!!!!!!!!!!

１７１急诊护士在老年病多学科团队提供全程健康教育的意义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仕敏
!!!!

１７２老年医学科护士核心能力建设及影响因素探讨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刘后芹
!!!!!!!!

１７３老年慢病管理与健康教育管理实践与体会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邱欢欢
!!!!!!!!!!

１７４叙事护理对改善老年慢性心衰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干预效果评价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　姗　邵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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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５互联网＋医疗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实践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海宁　李　娟　程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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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６信息－动机－行为模型在老年心梗患者主要照顾者的应用研究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海宁　邵　晨　徐菲菲　王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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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７八段锦在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中的应用观察 连云港市中医院　韩艳秋
!!!!!!!!!!

１７８不同吸氧方式对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发生谵妄的影响研究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张海云　宋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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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９老年患者静脉输液中的安全隐患及防范措施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张海云　孟祥霞
!!!!!!!

１８０医院－社区－家庭护理干预模式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张海云　潘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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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实施强化护理措施对老年透析患者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的作用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李飞飞　张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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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２基于需求响应的老年病预案式护理 灌云县人民医院　张燕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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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社区医院老年患者的安全管理及风险预警护理对策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丽娜
!!!!!!!

１８４失能老年患者在院综合评估及长期照护延续的探讨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　丽　胡有东　范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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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人型图叙事教学查房在老年科的应用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　丽　胡有东　范素梅　刘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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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浅谈老年科优质护理服务举措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金玲玲
!!!!!!!!!!!!!!!!

１８７早期综合康复护理在脑梗塞偏瘫老年患者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玲玲
!!!

１８８老年住院患者跌倒不良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枫兰　孙雪梅
!!

１８９医养结合护理服务模式下老年护理发展研究与探索 盐城市新城护理院　徐慧云
!!!!!!!!

１９０家庭签约服务在老年高血压患者社区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及对其生活质量影响观察
盐城市亭湖区大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葛红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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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专病质控在老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低血糖管理中的应用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医院　沈晓瑛　束桂稳　阮永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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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一病一品”模式在盆腔器官脱垂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唐红琴　钱红芳　薛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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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ＰＤＣＡ模式结合质控量表在体检报告质量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蒋田华　焦秀萍　於晓平　周　静　徐仁艳　谭　晴

!!!!!!!!!!

１９４“１＋１＋１”模式在社区老年高血压居民清晨高血压达标率的效果应用
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戴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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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延续护理对肺结核患者护理的临床效果研究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杭　晶
!!!!!!!!!!

１９６规范化培训对于老年患者对护理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扬州市中医院　陈爱娣
!!!!!!!!!

１９７防止足下垂的踩脚凳 扬州市中医院　胡晓三
!!!!!!!!!!!!!!!!!!!!!!!

１９８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联合Ｏｒｅｍ自护模式在中风患者康复中的护理应用 扬州市中医院　唐　丹　吴　莹
!

１９９无针输液接头在新冠肺炎隔离病房中防止针刺伤的应用 苏北人民医院　虞　妍
!!!!!!!!

２００机械振动腹部辅助治疗ＡＤ合并便秘患者的效果观察 扬州五台山医院　徐廉君
!!!!!!!!

２０１“需求驱动痴呆相关行为模式”在老年痴呆患者沐浴护理中的应用
扬州五台山医院　夏　媛　王　林　王春丽　崔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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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基层医院呼吸内科老年住院患者的护理安全问题与预防措施 高邮市人民医院　朱爱华
!!!!!

２０３中西医结合护理治疗老年压力性损伤新进展 高邮市中医医院　夏小萍
!!!!!!!!!!!!

２０４老年慢病管理的研究与探索 仪征市真州镇胥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贾晓英
!!!!!!!!!!

２０５基于循证的品管圈在提高按临床指征更换外周静脉短导管执行率中的应用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瞿　韦　黄贤凤　朱丽群　周　阳　赵雪晴　阎　蕾　华　韦

!!!!!!

２０６全程综合护理干预对于ＭＣＩ患者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研究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奚　艳　邱志远　姜建娟　包雅露　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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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７床头角度墙贴标识尺在老年病人安全进食管理中的应用
扬中市人民医院　吴庆凤　葛振平　王　敏　赵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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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８老年肺癌患者的心理干预与探讨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韦　敏　张　敏　常梅玲
!!!!!!

２０９穴位贴敷联合耳穴埋籽在老年慢性肾功能不全合并失眠患者中的护理效果观察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贾玉梅　杨丽　王红美　杨　琳　徐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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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的运动康复护理研究 泰州市中医院　薛　宏　刘　萍
!!!!!!!!!!!

２１１人性化护理对老年心肌梗死患者心理状态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泰州市中医院　刘　萍　薛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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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２耳穴贴压联合空气波压力循环治疗仪治疗老年脑卒中患者便秘的疗效观察
靖江市人民医院　朱晓佳　陈爱民　褚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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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３中药定向透药疗法治疗老年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关节肿痛的疗效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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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中医院　李　青
!!!!!!!!!!!!!!!!!!!!!!!!!!!!!!!!

２１４采用Ｍｏｒｓｅ评分表预防脑梗死老年患者跌倒的应用及效果观察 宿迁市中医院　李　青
!!!!!

２１５中医适宜技术在老年护理中疗效研究分析 宿迁市中医院　郝景平
!!!!!!!!!!!!!!

２１６护理干预对老年住院患者睡眠障碍的影响 沭阳人民医院　李　如
!!!!!!!!!!!!!!

２１７医养结合护理模式下老年护理研究与探索 泗洪县分金亭医院　杨　丽
!!!!!!!!!!!!

２１８老年科护士成就动机与人文关怀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蚌埠医学院　徐佳慧　何秀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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