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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护理学术会议论文录用目录

一、大会交流

１回授法健康教育对重度慢性牙周炎患者口腔保健自我效能的影响
南京市口腔医院　李　丽　叶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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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互联网平台下的“微课”在护士全科护理教学中的效果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严琳　陈丽娜
!!!

３医联体模式下对口护理帮扶基层医院的实践与体会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虞新娟　丁　英　辛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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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社区护士居家护理服务的实施与展望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周雪霞　王凌云　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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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基于慢性疾病轨迹理论的护理干预在老年脑梗死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　汤先萍　孙海云　孙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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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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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ＮＩＣＥ减重餐盒在社区肥胖或超重的２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韩　云　吴海莉　史金花　吴　琰　路　露　叶新华　杨科春　张　洁　于文龙

!!!!

８专科护士主导的医联体访视模式在初产妇产褥期延续护理中的应用
苏州科技城医院　方　伟　李惠芬　董　琴　沈　红　倪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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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基于ＧＲＯＷ模型的基层新入职护士培训实践探索 苏州市吴江区第五人民医院　陈　芳
!!!!!

１０新冠肺炎下《社区护理学》自适应教学内容优化的研究 南通大学　耿桂灵
!!!!!!!!!!!

１１社区门诊护理干预对于提升老年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的作用进行分析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　李贤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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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正念减压疗法对失眠患者负面情绪的影响分析
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王海英　祁凤燕　唐海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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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ＩＣＰ及ＢＩＳ联合监测在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的护理
苏北人民医院　王丹丹　袁晓红　董　伦　魏　民　唐维婕　李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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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全程健康管理在糖调节受损患者的应用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方　英　贾　悦　高　燕　庄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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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人文关怀联合中医护理在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中的应用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医院　李美华
!!!!

二、壁报交流

１６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效果评价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　成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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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基于ＡＰＰ的居家服药管理对肺移植受者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无锡市人民医院　黄珂瑶　周海琴　朱雪芬　闵群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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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期叙事护理对哮喘患儿照护者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
无锡市儿童医院　许士娣　朱雪莲　谢　臖　华　可　丁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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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基于医联体的以专科护理为核心的模块推进式护联体实践与思考
江阴市人民医院　曹岳蓉　杨靖华　朱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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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智慧再前行　看病不再难———信息化建设在护理工作的应用 江阴市中医院　夏晓萍　耿　莹
!!

２１运用“优质服务基层行”指导基层护理管理 河埒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夏梦姣　吴　蔚
!!!!

２２等长训练联合康复护理对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疼痛的影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韩　茜
!!!!

２３社区糖尿病延续性护理的现状分析 荣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新华　任丽萍　唐　雯
!!!!!

２４互联网＋护理医疗服务在慢阻肺社区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１—



徐州市云龙区云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刘　岩
!!!!!!!!!!!!!!!!!!!!!!

２５江苏省某三级甲等医院护理人员对护理质量指标认知现状及培训需求调查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叶　

"

　翁亚娟　倪静玉　陈　兰　吴文君　钱惠玉　黄亚娟
!!!!!

２６信息化血糖管理系统在胃肠肿瘤患者围手术期快速康复中的应用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　亚　王　静　邵　燕　陆　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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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４℃０５％碘伏棉球在全麻下扁桃体剥离术中止血效果的观察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刘雅卿
!!!

２８ＣＢＴ治疗联合综合护理对老年ＢＰＨ患者抑郁焦虑的效果观察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许琴玉　吴　燕　朱庆贤　陈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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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通过简易肌力预测社区老年人群身体肌肉含量的模型研究
苏州大学　刘闵敬　王　丽　黎梦丽　周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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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基于脉搏波检测的社区老年人动脉硬化与身体成分关系研究
苏州大学　黎梦丽　王　丽　刘闵敬　周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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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基于信息化的压力性损伤护理管理平台的建立及其效果评价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文洁　须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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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多元化健康教育模式在老年ＣＯＰＤ患者呼吸康复中的应用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许晓霞　祁方遒　曹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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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出院延伸护理对冠心病ＰＣＩ术后用药自从性的影响价值研究 海安市人民医院　曹秋月
!!!!!

３４Ｏ２Ｏ模式在糖尿病社区护理中的应用及对其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孙琳琳
!

３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线上孕妇学校运作方式与体会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席时清　许　红　邵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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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对同质化提升医共体护理质量的影响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李　霞　沈冬梅　唐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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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随访体系对改善农村居家癌痛患者服药依从性的效果研究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徐艳华
!!!!

３８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对脑血管病患者的影响及护理应对策略 苏北人民医院　刘必琴　顾志娥
!!

３９全程多元化健康教育在预防脑血管支架置入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中的应用
苏北人民医院　王丽佳　沈志梅　胡娅莉　王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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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老年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患者的心理体验的质性研究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唐红琴　薛玲玲
!!!

４１神经内科社区康复联合病房开展优质护理的探讨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孙　英
!!!!!!!!

４２护士在“首诊式”签约管理服务模式团队中的作用 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凌　艳
!!!!!!!

４３２％山莨菪碱在老年患者静脉穿刺中的应用研究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黄私伟　丁华素
!!!!!

４４基于护联体三元联动模式在肿瘤患者延续护理中应用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　情　闫建如　钟慧娟　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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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护士在分级诊疗以及双向转诊中的作用 沭阳仁慈医院　李会珠
!!!!!!!!!!!!!!!

三、列题交流

４６快速康复理念（ＦＴＳ）在输卵管积水宫腹腔镜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江苏省人民医院　陶淑贞　施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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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止血贴用于经皮桡动脉冠状动脉介入术后止血的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分析
江苏省人民医院　史冬梅　田金萍　许艳玲　蒋宏粉　卜　素　卢　露　王连生

!!!!!!!

４８“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体会 南京红十字医院　薛晓鸾　周小凤　王阿莉
!!!!

４９护理信息学发展现状和对策 南京市口腔医院　李江英　李　丽
!!!!!!!!!!!!!!!

５０探讨口腔专科医院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预检分诊的护理对策
南京市口腔医院　魏晓娟　王增香　孟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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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口腔专科急性牙髓炎诊疗应急防控管理
南京市口腔医院　魏晓娟　王莉蓉　李　丽　徐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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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探讨循证护理基础上健康教育对肺癌化疗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和负性情绪的影响

—２—



南京市胸科医院　杨　阳
!!!!!!!!!!!!!!!!!!!!!!!!!!!!!!!

５３呼吸科规范化培训护理教学案例库的构建与应用
南京市胸科医院　薛　静　唐　瑶　庞丽丽　严　澎　严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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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城区慢性病老年群体精神关爱的目标定位和路径构建
南京市胸科医院　武广红　盛　蓓　张位位　夏广惠　东南大学　张　晓

!!!!!!!!!!

５５高龄肺癌患者术后应用三级谵妄管理方案前后临床效果分析
南京市胸科医院　王　芹　丁洁芳　荣　芸　夏广惠　武广红　莫小娟　蒋国梅

!!!!!!!

５６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实践体会 南京市秦淮区中医医院　潘　斐
!!!!!!!!

５７预见性护理在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急救中的应用效果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孙　茹
!!!!!!!!

５８改良式气管切开套管固定绳在气管切开病人中的应用 南京市江宁医院　丰谢华
!!!!!!!!

５９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社区预检分诊工作探讨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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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糖尿病患者人格特征与自我管理行为相关性研究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和霞　楼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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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１例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多发性脑梗死伴频发低血糖患者的社区延续护理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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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喜疗妥联合远红外线治疗静脉炎的临床效果分析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汪保生
!!!!!!!!

６３预检分诊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防控中的运用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孔爱华　夏　岚
!!!!

６４推动医联体模式下优质护理资源下沉 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张海燕
!!!!!!!!!!!!

６５全程导入式案例教学法在社区护理学中的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杭　凌
!!!!!!!!

６６移动平台支持下团体心理干预模式对提升护士职业心理状态的效果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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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新冠疫情期间腹膜透析中心应对管理的措施及思考 无锡市人民医院　陈晓磊　华玲红
!!!!!

６８延伸性护理服务对肺移植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无锡市人民医院　周淑芳　曹晓东
!!!!!

６９基于综合护理干预下乙酰半胱氨酸雾化吸入对婴幼儿重症肺炎的影响
无锡市人民医院　丁　玲　许士娣　孙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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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儿童呼吸病房的防控管理与实践
无锡市人民医院　许士娣　谢　臖　朱亭立　蹇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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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无创呼吸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的护理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胡慧敏
!!!!!!!!!

７２同质化管理在医联体护理管理中的实践探索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袁琛烨　陈丽娜
!!!!!!

７３综合护理干预对中、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俞　钰　陆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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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多样性护理方式在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价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陆益敏　俞　钰
!!!!!!!

７５精准全程双向护联体专科联盟建设探索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邬国英　曹　静　李　娜
!!!!

７６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推广的方法及思考 无锡市中医医院　赵　佩
!!!!

７７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儿童隔离区域防控的精细化管理 无锡市儿童医院　丁　玲
!!!!!!!

７８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与肥胖的关系 无锡市儿童医院　虞敏娟
!!!!!!!!

７９线性节点嵌入式健康教育护理对住院支气管哮喘患儿及家属照顾者护理效果分析
无锡市儿童医院　孙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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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医院－社区－家庭联动在支气管哮喘患儿雾化中的应用 无锡市儿童医院　杨一菲
!!!!!!!

８１支气管哮喘患儿出院准备计划及出院后持续居家护理 无锡市儿童医院　常敏晖
!!!!!!!!

８２新冠肺炎疫情下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儿的治疗和护理
无锡市儿童医院　徐洁华　丁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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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新冠”疫情下临床护士焦虑状况、心理资本及其与职业认同感相关性分析
无锡市儿童医院　朱雪莲　许士娣　周加予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丁　婷

!!!!!!!!!

—３—



８４精神专科护士进社区方案的构建与实践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余黎波　张紫娟　刘　晶　周铭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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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人文关怀在新冠肺炎隔离病房护理中的重要性分析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　诸葛恒艳　陶峰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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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一个关于“互联网＋护理服务”意义及对策的研究 宜兴市人民医院　郑浏清
!!!!!!!!!!

８７健康教育管理在老年慢病管理中的应用 宜兴市人民医院　顾博芸
!!!!!!!!!!!!!!

８８预见性思维在低年资护士防控压力性损伤中的应用 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庞建喜
!!!!!!!

８９浅谈新冠疫情期间预检分诊信息化工作前后对比 马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芮　苑
!!!!!

９０压缩雾化吸入对支气管哮喘患儿的护理疗效观察 迎龙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　晓
!!!!

９１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问题研究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鹅湖分院　尤闰洁
!!!!!!!!!!!

９２基层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现状调查及分析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杨庆梅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卫生院　边明月

!!!!!!!!

９３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在基层医院优质服务管理中的重要性 无锡市惠山区康复医院　尚丽娜
!!!

９４浅谈脑卒中合并低血压的康复理护理体会 无锡市惠山区康复医院　王丽娜　许黎芳
!!!!!!

９５基层医院护理操作培训与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卫生院　毛　婷
!!!!

９６基层卫生院门诊输液的护理安全隐患及防范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卫生院　李明洁
!!!!!!!

９７护士长在临床护理日常工作中的管理思路
无锡市惠山区桥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沈姚瑶　周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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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社区住院精神病人便秘的中医护理体会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丽娜　王凌云　周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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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社区护士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中现存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周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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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社区护理用于老年高血压患者社区管理中的效果分析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吕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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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基层护理安全管理难点及风险防范对策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吕晓红
!!!

１０２防跌倒护理评估表在老年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卫生院　朱凤娟
!!!!!

１０３浅谈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在新冠疫情中的防控与存在不足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卫生院　朱凤娟
!!

１０４基层医院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防护用品的合理使用与管理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丁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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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基于医联体模式下慢阻肺患者护理延伸服务的探索 江阴市人民医院　陈　香
!!!!!!!!!

１０６浅谈炎症性肠病患者的饮食个体化管理 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　吴　芳
!!!!!!!!!!!!

１０７护理信息化管理系统对提高慢性病管理质量的影响研究 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　戚亚琴
!!!!!

１０８老年人常见心理、社会问题评估及护理干预研究 江阴市第五人民医院　徐　静
!!!!!!!!

１０９护士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中的作用 江阴市中医院　承　?
!!!!!!!!!!!!!!!

１１０心内科专科护士优质护理下基层经验分享 江阴市中医院　包冬英
!!!!!!!!!!!!!!

１１１火龙罐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中的临床探讨 江阴市中医院　俞桂香
!!!!!!!!!!!!!

１１２人文关怀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江阴市中医院　俞桂香
!!!!!!!!

１１３浅谈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对临床护理工作的影响 江阴市中医院　陈智慧
!!!!!!!!!!!

１１４慢病患者人文关怀护理与实践体会 江阴市中医院　吴玉琴
!!!!!!!!!!!!!!!!!

１１５上级医院对社区护士培训进行干预后的效果评价
江阴市中医院　陈丽娟　江阴市第五人民医院　何冰君　孔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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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６探究基层医院综合内科安全管理的存在问题和防范对策 江阴市徐霞客医院　张丽癑
!!!!!!

１１７内科老年患者护理安全（跌倒／坠床）原因分析及对对策 江阴市青阳医院　朱　莉
!!!!!!!

１１８个性化饮食护理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的体会 江阴市青阳医院　邓文珍
!!!!!!!!!!!!

１１９风险管理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江阴市青阳医院　曹建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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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社区延续性管理在骨科老年患者术后护理的应用 江阴临港医院　毛　丹
!!!!!!!!!!!

１２１基层护理安全管理难点及风险防范对策 江阴临港医院　华小琴
!!!!!!!!!!!!!!!

１２２护士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中的作用 江阴市月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琴银
!!!!!!!!

１２３干预性护理在预防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化疗后肺部感染的应用效果分析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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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期间肿瘤病房应急护理管理策略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　娴　李琼琼　王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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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５美国老年人家庭护理中不良事件防范探讨 徐州医科大学　汤先萍　孙海云
!!!!!!!!!!

１２６连续性护理在高血压患者应用的现状分析 云龙社区医院　张　岩
!!!!!!!!!!!!!!

１２７６０例老年糖尿病患者社区规范化管理的效果分析 云龙社区医院　张　岩
!!!!!!!!!!!

１２８浅谈基层卫生院护理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徐州丰县宋楼镇中心卫生院　李芬华
!!!!!!!!!

１２９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养老机构老年人的营养管理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瞿美娣　顾红柳　沙　琦　张　敏　玖玖江南养护中心　王红粉

!!!!

１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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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３１探讨延续性护理对老年慢病患者用药安全的影响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肖　娅
!!!!!!!!

１３２人文关怀护理在面部烧烫伤患者治疗中的应用及效果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胡　丹
!!!!

１３３个体化快速康复干预对高龄直接前方入路全髋置换患者围手术期疗效分析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戚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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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４护士主导的同伴教育对乳腺癌放疗患者照射野皮肤自我管理的影响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徐　玲　张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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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５医护联合门诊对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管理的影响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丁　惠　王　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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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６后撤部分导丝联合呼吸配合减少ＰＩＣＣ导管颈内异位的效果观察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朱　青　张伟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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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７延续护理应用于直肠癌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生存质量及自护能力的影响分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陆　娴　张伟媛　邵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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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８感动服务对帕金森病患者ＡＤＬ及心理的影响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姚　　杨海燕　徐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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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９临终关怀护理对高血压合并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庄　毅　郭　佳　蒋丽卿　虞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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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０“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在慢阻肺疾病防治管理中的运用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卞凌英　韩惠芳　潘岁月　孟卫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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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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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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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２消毒供应中心精密器械的精细化管理的应用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殷　云
!!!!!!!!!!

１４３基层护理人员培训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探讨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沈　琳
!!!!!!!!!!

１４４品管圈模式在基层医院病区一次性无菌医用耗材精细化管理中的应用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王玉华　严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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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５儿科３－５年护士的夜班焦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常州市儿童医院　许月春　徐　华
!!!!!!

１４６一例失智症患者的护理 常州金东方护理院　蒋红玉　袁　妮　赵静洁
!!!!!!!!!!!!

１４７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对老年急性脑卒中患者康复的影响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赵春玉
!!!!!!

１４８新冠肺炎疫情下ＳＨＥＬ模式在急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郁婷婷　王　洁　刘亚波　谢秀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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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９一例老年气管切开合并ＩＣＵ获得性衰弱风险患者的护理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医院　袁　翠
!!!!

１５０老年卧床患者压力性损伤护理新进展 常州市金坛金沙医院　卞　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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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互联网＋”视阈下三位一体合作型护理服务模式研究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卜弋卫生院　周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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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２高血压病患者社区管理融入人文关怀护理的效果分析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卜弋卫生院　张文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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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３基层医院老年血液透析患者个体化健康宣教的护理体会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卜弋卫生院　徐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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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４紧密型医联体护理管理下沉基层的作用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卜弋卫生院　徐南华
!!!!!!!

１５５基层护理人员的培训管理及考核模式探讨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高亚华
!!

１５６老年糖尿病患者家庭护理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王晓芳
!!!!!!!!!!!

１５７社区护士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中的作用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人民医院　王冰雪
!!!!!!!

１５８浅谈社区护士在新冠肺炎企业、隔离观察点等场所核酸采样工作 溧阳市卫生局　杨雪莲
!!!!

１５９论骨牵引针眼护理———安尔碘酒精与酒精的护理效果对比 溧阳市人民医院　周婷婷
!!!!!!

１６０不同冰敷方法对术前闭合性胫骨中下段骨折预防骨筋膜室综合症的效果比较
溧阳市人民医院　王　雯　罗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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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１乡镇卫生院临时改建成集中医学隔离点的院感防控策略 溧阳市南渡镇中心卫生院　赵　华
!!!

１６２晚期肿瘤患者社区临终关怀护理体会 溧阳市溧城镇清安卫生院　赵　晔
!!!!!!!!!!!

１６３应对新冠肺炎基层医疗机构护理防控管理方法与体会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　瑛　曹　佳
!!

１６４整合型医疗服务理念构建双向转诊“闭环”新模式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静娜　张　瑛　徐丽红　曹智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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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５家庭医生团队中的优质护理模式探讨 苏州市立医院　黄丽萍
!!!!!!!!!!!!!!!!

１６６家庭护理结合呼吸训练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
苏州市立医院　张　英　颜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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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７饮茶对社区老年衰弱人群运动能力的影响
苏州大学　奚　婧　王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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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８饮茶和药食同源代茶饮对２型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水平影响的即时效应
苏州大学　张佳佳　胡闭月　王　丽　苏州硒泰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　健

!!!!!!!!

１６９药食同源代茶饮对社区２型糖尿病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
苏州大学　胡闭月　张佳佳　王　丽　苏州硒泰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　健　郭仁妹　黄　洁

!!!!!!

１７０盛泽镇居民心肺复苏术培训前后知信行情况调查分析
江苏盛泽医院　张建凤　周琴　沈雪琴　周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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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１输液室为主导多学科合作－提高狂犬病暴露患者狂犬疫苗接种依从性
江苏盛泽医院　梅艳萍　张建凤　卫林娥　吴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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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２区域医疗共同体模式下护理精准帮扶成效探索与研究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　瑛
!!!!!!

１７３优质护理联合支气管肺炎临床路径对患儿应用价值分析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　乐
!!!!!

１７４案例教学法运用于急诊科护理临床带教中的意义分析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杨建萍
!!!!!!

１７５精准健康教育在糖尿病患者住院期间的运用观察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邵桂芳　朱　芳
!!!!

１７６延续护理对输尿管结石术后携带双“Ｊ”管出院患者并发症及满意度的影响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海春　黄　凌　王　真　徐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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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７品管圈活动在提高患者痰标本正确采集率的应用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丁微微　周　莉　周兰兰　胡恒丽　朱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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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８中医多元护理技术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便秘（脾肺气虚型）患者中的运用
昆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黄文洁　张开宇　陈婷婷　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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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９ＣＱＩ活动对心血管内科老年住院患者自备口服药服药准确率的效果观察
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　蔡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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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０１例腰大池引流联合鞘内注药治疗颅内感染患者的护理 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　华燕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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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两种不同的降低患者术前焦虑方法有效性对比 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　李晓娟
!!!!!!!!!

１８２基于医护组合团队模式下的社区慢性病管理
苏州市姑苏区金阊街道白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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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３信息化健康教育在高血压慢病分级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苏州市姑苏区金阊街道白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小鸽　黄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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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医联体帮扶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基层对留园社区护理质量管理持续改进的分析
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街道留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莉莉　江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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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基层糖尿病专科护士在社区２型糖尿病患者护理管理中作用的探讨
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街道留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　曦　何　瑛　李莉莉

!!!!!!!!!!

１８６养老服务与长期照护模式的研究 苏州市吴江区第五人民医院　陈建芬
!!!!!!!!!!!!

１８７居家护理干预对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和用药依从性临床效果观察
苏州市吴中区第五人民医院　马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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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８延续性护理在起始使用胰岛素的２型糖尿病病人出院后的临床报告分析
苏州市吴中区?直人民医院　杨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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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心理护理改善住院恶性肿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报告分析
苏州市吴中区?直人民医院　杨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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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０晚期癌症病人临终关怀护理体会 苏州市吴中区?直人民医院　孙雪花
!!!!!!!!!!!!

１９１护理干预对提高社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观察 苏州市吴中区?直人民医院　孙雪花
!!!

１９２一例初发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延续护理个案分享
苏州市吴中区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周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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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品质链在呼吸内科护理质量管理中应用分析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许晓霞
!!!!!!!!!!

１９４南通市２９家基层医院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管理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贾小辉　许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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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呼吸康复技术在新冠肺炎普通型病人护理中的应用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晓燕　贾小辉　吴　霞　孙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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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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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霞　林春花
!!!!

１９７ＣＤＩＯ教育模式在科室质控员培养中的作用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高月红　朱海燕
!!!!!!

１９８老年慢性病人延续护理信息支持现状调查 南通大学　杨雯雯　耿桂灵
!!!!!!!!!!!!

１９９新冠疫情防控下签约居民的舒适护理探索 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　萍
!!

２００延伸护理干预对冠脉介入支架植入术患者出院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海安市人民医院　曹秋月
!!!

２０１骨科老年病人术后谵妄护理对策 如皋市中医院　朱一玲
!!!!!!!!!!!!!!!!!!

２０２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期间老年患者的心理分析及对策 如皋市中医院　蔡红芳　朱一玲　石晓红
!!

２０３社区护理干预对慢性乙肝患者出院后康复的影响 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　沈淑华
!!!!!!!!

２０４居家延续性护理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压的影响 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　姚海娟
!!!!!!!

２０５社区护理干预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效果 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　黄玉蓉
!!!!!!!!!!!

２０６基层医院与社区护士在感染防控中的作用 如东县岔河镇中心卫生院　叶海燕
!!!!!!!!!

２０７基层护理人员的培训管理及绩效考核模式探讨 如东县岔河镇中心卫生院　叶海燕
!!!!!!!

２０８社区延续性护理对糖尿病患者并发症控制的影响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孙琳琳　吴方荣　赵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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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９门诊在防控新冠肺炎工作中的对策探讨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刘　敏　沈　慧　潘道勇　钱宝明　滕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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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０社区康复护理对老年慢阻肺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疗效分析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　李贤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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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１高血压护理中护患沟通的积极作用分析 淮阴区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姚井花
!!!!!!!!

２１２多样性护理在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探讨 淮阴区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姚井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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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社区中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模式分析 淮阴区果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焦　青
!!!!!!!

２１４随访干预对２型糖尿病患者疾病控制的效果观察 淮阴区果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焦　青
!!!!

２１５社区护士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
淮安市清江浦区武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倪月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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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６洪泽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健康观察与感控管理实践与探索
洪泽区高良涧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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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７社区医院老年患者的安全管理及风险预警护理对策
淮安市北京南路卫生服务中心　王丽娜　肖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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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８预见性护理在社区医院老年住院患者跌倒中的应用
淮安市北京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　卓　肖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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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９糖尿病个案管理模式的研究进展 涟水县人民医院　童　欣
!!!!!!!!!!!!!!!!!

２２０延续性护理干预对２型糖尿病患者提高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的效果分析
涟水县人民医院　童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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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１高血压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对其睡眠质量及其不良情绪的影响研究
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严　慧　王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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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２基于案例的精神科护理不良事件原因分析及防范措施
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刘天艳　邵志梅　陈　美　周国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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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３“新冠”疫情防控下的精神科病房管理
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刘天艳　邵志梅　陈　美　周国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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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４高危妊娠孕妇分娩前护理需求及护理干预的应用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孙　平
!!!!!!!!!

２２５小儿肠套叠空气灌肠复位后居家护理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成　敏
!!!!!!!!!!!!!!

２２６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工作实践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程群芳
!!!

２２７老年高血压病人延续性护理效果分析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赵　静　蔡　明
!!!!!!!!!!

２２８以核心能力为理论框架对提高社区产科门诊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效果评价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刘永鑫　蔡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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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９老年患者人文关怀的护理研究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医院　潘　亚
!!!!!!!!!!!!!!!

２３０营养干预在营养不良老年住院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医院　冒晨霞
!!!!!!!

２３１二胎开放对老年人心理影响以及护理方法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医院　辛莹莹
!!!!!!!!!!

２３２人文关怀在老年病人护理过程中的运用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医院　钱　惠　胡　霞　朱　慧
!!!

２３３出院计划服务在结肠造口患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倪小红
!!!!!!!!

２３４专科护理小组在老年永久性膀胱造瘘病人延续护理中的应用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李　霞　姜晓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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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５基层医院终末期患者安宁护理体会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蒋艳红　李燕艳　陆丽娟
!!!!!!

２３６基层医院护理工作现状及对策 苏北人民医院　蔡秋香
!!!!!!!!!!!!!!!!!!!

２３７ＰＤＣＡ循环法在医联体医疗废物管理中的应用与成效 苏北人民医院　左四琴
!!!!!!!!!

２３８临床路径教学法在神经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苏北人民医院　薛　冰　袁晓红
!!!!!!!!

２３９医院－社区－自我管理联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干预模式的思考
苏北人民医院　臧宝华　戴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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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０全程责任制护理管理模式对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尿失禁的影响
苏北人民医院　袁晓红　曾　燕　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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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１早期综合护理干预在降低脑血管病介入术后肺部感染的效果初探
苏北人民医院　袁晓红　薛　冰　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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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２感知唤醒护理对神经重症昏迷患者觉醒意识及神经功能的影响
苏北人民医院　陆　娟　王秀蓉　黄小燕　倪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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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３项目管理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应用 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臧宝华　王美英　陈　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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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运用ＳＨＥＬ模式对护理不良事件原因分析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田晓莉
!!!!!!!!!!!

２４５肝硬化专科护理微查房提升护士肝硬化专科护理实践能力的研究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吴艳丽　李梦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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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６分析肝硬化腹水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季　慧　常　清　吴艳丽
!!!!!

２４７精准护理在优抚精神分裂症患者居家管理的应用
扬州五台山医院　冯春霞　徐建丽　肖　燕　张玉梅　马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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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８社区护士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中的作用探讨 扬州市江都区樊川中心卫生院　周　君
!!!!

２４９基层护士角色定位与沟通的实践体会 扬州市广陵区汤汪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佳莉
!!!!!

２５０体验式教学法在《社区护理学》慢性病病人的护理与管理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扬州大学　郑桂香　俞　萍　胡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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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１乡镇医院医疗器械集中消毒供应的实施现状 仪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魏国兰
!!!!!!!!!

２５２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现状分析与解决路径 仪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魏国兰
!!!!!!!

２５３基层医院护理安全管理难点及风险防范对策 仪征市大仪中心卫生院　李雪梅
!!!!!!!!!

２５４中风患者社区护理过程中的人文关怀 仪征市真州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任红梅
!!!!!!!!

２５５护士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中的作用 仪征市真州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蔡昕言
!!!!!!!

２５６医联体建立中护理质量改善的效果观察
仪征市胥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　娟　魏国兰　贾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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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７护理风险管理对老年卒中跌倒高危患者的防控效果分析 高邮市人民医院　居长会
!!!!!!!

２５８从专病化角度论护理电子病历系统的设计及应用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朱媛媛
!!!!!!!!

２５９护理干预在老年肺癌放化疗患者并发症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朱　癑　孙　英　戴　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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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０精准照护对老年肺癌化疗患者睡眠、生活质量的影响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孙　英　戴　芹　左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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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ＣＣＵ危重患者的防控管理实践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严静萍　高　燕　贾　悦　刘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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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２卫生行政部门主导下的护理对口帮扶的实践与体会
镇江市丹阳市荆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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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３新模式下护理人才培养及管理经验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医院　李美华
!!!!!!!!!!!!!

２６４老年慢病管理实践与体会 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医院　陆　?
!!!!!!!!!!!!!!!!

２６５信息化建设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医院　张　莉
!!!!!!!!!!!!!

２６６舒适护理干预在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探讨 沭阳仁慈医院　陈　玲
!!!!!!!

２６７神经内科护理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的临床效果研究 沭阳仁慈医院　李会珠
!!!!!!!!!!!

２６８对急性心肌梗死病人采用急诊护理路径的效果评价浅析 沭阳仁慈医院　赵东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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