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数超过400万 护理工

作更加贴近患者和临床

“2018 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数超
过 400万，占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近 50%，
每千人口护士数达到3人。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的护士近 70%，护士专业素质和
专科护理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
副局长焦雅辉说，在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医改
进程中，护理工作快速发展、成绩显著。

据介绍，我国优质护理服务已实现
“全覆盖”，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护理服
务明显改善，护理工作更加贴近患者、
贴近临床、贴近社会。与此同时，智慧
护理、“互联网+护理服务”等新型服务
模式不断创新，护理服务供给增加，护
理服务更加专业、便捷、多元化。

随着社会老龄化加速，老年护理问
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组数据显
示了我国老年护理工作的发展足迹——
2018 年底，我国已设立护理院（站）约
800个，康复医院 800余个。到 2020年，
要争取支持每个地市设立一所护理院。

焦雅辉介绍说，国家卫健委正在制
定医疗护理员的培训大纲和服务规范
的要求，文件颁布以后，通过全社会的
努力加大老年医疗护理员培训培养的力
度和速度，进一步通过医疗护理员解决
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的日常医疗护理
需求问题，重点解决“谁照顾”的问题。

下基层、调薪酬 各地多

措并举攻坚难点

每周五，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医
院产科护士长吴宝玉就会来到合肥市
庐阳区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社区
的妈妈们进行孕婴保健服务。

这是吴宝玉和社区妈妈们的“周五
之约”。从2017年8月起，吴宝玉作为高
年资护士下基层试点工作的首批护士，
在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宝玉母
婴工作室”，把“互联网+”模式运用到工
作中，充分利用“互联网+社区孕婴健康
模式”，撑开、撑大社区孕婴健康保护
伞。目前已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暨
高年资护士服务包，工作室已经服务
1800多名孕产妇。

“宝玉母婴工作室”的发展，是安徽
省高年资护士下基层试点工作的一个
缩影。

据了解，为促进优质护理服务向基
层延伸推广，安徽省启动创新城市医联
体试点工作，已有78名高年资护士分别
下沉合肥市庐阳区、芜湖市、蚌埠市 22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此项活动与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相结合，根据居民
实际健康需求，设计个性化健康服务
包，以顺应居民健康服务新期盼。

“高年资护士下基层的试点，让我
们这些‘老护士’更能发挥专长。”吴宝
玉说，现在医院已经派出更多护士下沉
社区，“希望今后基层护士的待遇也能
快速提升，让护士们愿意到基层来。”

吴宝玉的期盼，也是广大护士群体

的共同心愿。

在山西，在卫生健康部门和有关部

门的共同努力下，护理服务价格调整联

动机制得以建立。2017年，全省医疗服

务价格进行了调整，分级护理价格调整

幅 度 最 大 ，在 原 来 的 基 础 上 增 幅 达

200%。

据山西省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阴彦

祥介绍，山西省已上调领军临床专科分

级护理费价格，一、二、三级护理费分别

上调至50元、30元、20元，进一步体现护

士劳动价值，调动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正如焦雅辉所说，在各地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当中，护理价格基本上已纳入

第一轮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范围，相关护

理价格基本上都得到了调整。

短板如何补齐？科学配
置人力、融合“互联网+”值得
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护士总
数逐步增长，已扭转医护比倒置的局
面，但总量依然不足。焦雅辉说，我国
护士的人力资源指标与欧美发达国家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还有大力发
展的空间。

国家卫健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等多部门 2018 年印发《关于促进护
理服务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指
导意见指出，到 2020 年，护理队伍得到
长足发展。注册护士总数达 445 万，每
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 3.14 人，医护比不
低于 1：1.25，基层医疗机构护士总量超
过100万。

护士队伍建设是护理工作发展的
根本。如何补齐短板、达到既定目标？
大力加强护士队伍建设、科学合理配置
护士人力是应时之需。

焦雅辉指出，要坚持以岗位需求为
导向，加强护士培训培养，提高护理服
务能力；不断完善护士执业管理制度，
拓宽护士职业发展路径。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应用，护理
服务业仍有长足发展潜力。据了解，国
家卫健委将指导各地加快推动发展护
理服务业，持续深化优质护理服务，不
断提高护理服务水平，同时开展“互联
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规范引导“互
联网+护理服务”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电）

珠峰南坡迎来“最挤”登山季
据新华社微特稿 进入5月中旬，世界最高峰珠穆朗

玛峰南坡登山线路将迎来繁忙的登山季。就目前气象情
况和已知登山人数来看，今年可能会有约750人在6月前
从南坡集中登顶，或创下这条登顶线路“最挤”登山季的
纪录。

法新社11日援引尼泊尔旅游部门消息报道，尼泊尔
政府今年已向 378 名申请人颁发登顶珠峰许可证，超过
2017年创纪录的373份。尼泊尔境内珠峰登顶商业团队
组织者预测，这些登山者几乎都需要高山向导带队登
顶。这意味着，未来几周只要天气条件许可，将有差不多
750人会从尼泊尔一侧珠峰南坡挑战登顶。

目前这些登山者已在珠峰南坡大本营准备妥当，在
未来数天至5月底前，只要天气好即发起登顶。一些有经
验的登顶组织者担心，今年登山季出现有利登顶天气的
天数非常有限，这势必造成众多登山者在集中时段挑战
登顶，致使登顶线路过度拥挤。

不过，珠峰南坡登山旅行社“亚洲徒步”登顶组织人
达瓦·史蒂文认为，目前预测天气对可登顶天数的影响为
时过早。随着越来越多旅行社拓展珠峰登山旅游项目，
近年来挑战登顶珠峰的登山者数量迅速增长。据尼泊尔
数据统计网站“喜马拉雅数据库”统计，自1953年人类首
次登上珠峰以来，已经有4000多名登山者成功登顶这座
世界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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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垃圾食品或引发抑郁
据新华社微特稿 都知道吃垃圾食品不利健康。英

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吃汉堡包、薯条等垃圾食品或引发
抑郁。

格拉斯哥大学研究人员给老鼠喂食富含饱和脂肪的
食物，结果发现，饱和脂肪酸随血液进入老鼠大脑中的下丘
脑区域。这一区域与情绪控制有关。饱和脂肪酸直接影
响到下丘脑的关键信号通路，会致使抑郁症状增多。研
究人员还发现，减少磷酸二酯酶的释放，与肥胖相关的抑
郁症状会随之减少。磷酸二酯酶参与不同的信号传导。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旗下刊物《转
化精神病学》上发表报告说，尽管实验对象是老鼠，但他
们的研究结果或可解释为什么抗抑郁药对肥胖人士的效
果不如体重正常者。

从南极到北极，即便是乘坐飞机或船
都不是易事。而白斌，一位普通的中国跑
者，却用双脚从南极跑到北极。

5 月 8 日，在历时 433 天、奔跑 2.4 万公
里后，白斌从南极中国长城科考站抵达位
于北极圈内的加拿大图克托亚图克。记者
联系到白斌时，他正在加拿大温哥华休
息。回忆起这一年多的奔跑历程，他话语
间显得激动而感慨。

“这是一次极其艰辛而又难得的人生
旅程，虽吃了不少苦，但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也是苦中有乐。”谈起挑战，今年 49 岁
的白斌坚毅的话语更充满享受。

白斌出生在贵州省思南县一个小山
村，自幼酷爱跑步的他时常奔跑在乌江边
崎岖的上学路上，加上长期习武锻炼，让他
在奔跑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耐受力。

因热爱而坚持，在坚持中又不断挑
战。来自普通农民家庭的白斌就这样一次
次在极限奔跑中重塑着自己成长的轨迹，
不断朝着向往的生活前进：最初整日与计
算机相伴的“IT男”变成了常年风餐露宿却

乐此不疲的极限跑者。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白斌此次能

挑战成功，离不开多年来的一次次磨炼：
从云贵高原跑步到西藏；从伊斯坦布尔沿
着丝绸之路到西安，他历时 150天“跑步回
中国”……

这些年来，白斌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
验。尤其早年在西藏集训时，一次攀登雪
山遭遇意外，他险些被冻死。然而，困难并
未阻挡他前行的脚步，反而让他越挫越勇，
不断突破自己，用奔跑的姿态向人类的极
限一次次发起挑战。

“比起之前的极限奔跑，这次‘跑地球’
除了完成奔跑任务，自己还要与团队共同
应对各种无法预测的困难，对身心挑战巨
大。”白斌说，这是一次“没准备好”就开始
的极限挑战。

的确，挑战从最初就遭到质疑，而后又
遭遇资金链断裂、后勤保障不足等。“在路
上很多困难根本无法预测，更谈不上准
备。其实想好去干就行了，什么都计划好，
反而什么都干不成。”白斌说，只要自己不

放弃，没什么能够击垮自己。
2018年3月2日，由白斌国际体育和人

众人发起，好朋友李镇宇负责策划、执行后
期保障，白斌负责跑步任务，一项以两人姓
氏命名的“李白跑地球”极限奔跑挑战正式
启动。

白斌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这趟行程：
他途经智利、阿根廷、秘鲁、巴拿马、墨西哥
等 14 个国家的 219 个城镇。其中，极地严
寒、赤道炙烤、热带雨林毒蛇猛兽、南美国
家动荡……没一项不威胁生命。尽管如
此，白斌和团队凭借超强意志和机智勇敢
闯过了一道道“关口”，并保持每日 55公里
的奔跑，最多一天跑了133公里。

白斌说，“跑地球”不能中断，但在巴拿
马通过达连地堑时，面对这一世界上最未
知也最危险的区域之一，他不得不选择皮
划艇从海上跨越“天堑”。

“地堑里雨林密布，既有毒蛇猛兽出
没，也有非法武装藏匿，想要徒步穿越根本
不可能，只能走‘海路’。”白斌说，海上漂泊
了 9天，也是最困难的时刻，一望无际的加

勒比海上，荒无人烟，食物不足，几乎一天
只能吃一顿，多是香蕉、面饼等。

这期间，白斌还因被晒伤导致腿部细
菌感染，幸而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治才逐渐
康复。那时医生提醒他不能跑步，但为了
完成任务，他硬是走了40多公里。

白斌说，自己能挑战成功离不开团队，
更有一路上沿途国家百姓和华裔的支持。
聊到这些，这个自称“死过多次”的男人也
感慨：“我是踩着他们的肩膀实现自己的梦
想，他们是这一路上最美的风景。”

“一路上，虽然语言不通，文化也有差
异，但人类挑战极限、追求梦想的精神跨越
了种族和国界，带着这种信念上路，让很多
不可能成为可能。”白斌说。

追梦人永远没有终点。“这次从南极到
北极的跨越并不是终点，我还有更多极限
目标想实现，比如快攀珠峰、环地球奔跑
等。”白斌说，自己马上 50 岁了，时间不等
人，有梦想要立马行动，让有限的人生实现
无限可能。

（据新华社电）

两名小队员正在比拼。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5月11日，2019中国击剑俱
乐部联赛东部区域赛（南昌站）在南昌国体中心打响。

本次赛事设U10、U12、U14、U16四个组别，在为期三
天的赛程中，将决出花剑、佩剑、重剑的个人赛和团体赛
冠亚季军。来自上海、杭州、武汉、苏州等城市的2000余
名选手前来亮剑。

据悉，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诞生于2009年，旨在为全
国击剑爱好者提供比赛、交流、学习的机会，至今已走过
了十个年头，已成为青少年击剑运动中覆盖人群最广、影
响力最大、关注度最高的国内体育赛事。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赛事组织者借鉴了奥运会竞赛场馆分区运行的理
念，赛场分设竞赛区和观众区，只有运动员、裁判员和教
练员才获准进入赛场，家长和群众需到二楼观众席观赛，
从而让运动员不受干扰，观众更加规范有秩序进场观赛。

2019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
南昌站打响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 通讯员吕海）5月11日至12日
2019“一带一路”中国宁波国际攀岩大师赛在宁波举行，来
自江西省攀岩队的选手邱海梅获得女子速度赛季军。

邱海梅在女子速度赛预赛中以 8.598 秒的成绩进入
半决赛，在半决赛中出现失误，以 9.441 秒的成绩输给对
手未能进入冠亚军决赛，此后她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投入
争夺季军的比赛中，由于乌克兰选手犯规失去继续比赛
资格，根据比赛规则，邱海梅不战而胜，最终获得季军。
江西省攀岩队的选手林鹏辉获得男子速度赛第五名。

邱海梅邱海梅赛赛后庆祝后庆祝。。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国际攀岩大师赛江西选手摘铜
关注国际护士节

400万“白衣天使”
的暖心守护

ICU里的“90后”男护士
21 岁的付锐林，是青海省第五人民

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一名男护士，也是
第五人民医院护士群体中最年轻的一
位。他在重症监护室里工作时，认真又
熟练的模样，压根看不出这个小伙从事
重症监护工作尚不满一年。

3年前，付锐林还不像今天这般成熟
稳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不爱学习、
混日子的‘问题少年’”。

2013年9月，15岁的付锐林因为中考
失利，进入青海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
系，开始5年制的学习。“我不知道还有男护
士这个职业，学习起来很别扭。”刚入校的
付锐林非常抵触这个专业。

这种抵触心理伴着付锐林度过了在
省卫校读书的前两年。

直到 2016 年，付锐林陪朋友参加青
海省第二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原本
只是出于“义气”，可在朋友督促下，付锐
林竟然拿下了青海省第二届红十字应急
救护大赛三等奖。

自此之后，他不断练习，加强技能训
练，活跃在各类护理技能大赛上。渐渐
地，他成了护理系的佼佼者，也“喜欢上
了这个职业带给自己的获得感。”

2018年7月，付锐林以优异的成绩从
青海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进入青
海省第五人民医院工作。

工作之初，付锐林跟随科室的前辈
做简单的护理工作，直到 2019年 1月份，
重症监护室转来一名急重症病人，付锐
林全程参与抢救。“看着自己和同事们将
一个生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觉得很有
成就感。”

也就是这次抢救中的优异表现，他
逐渐得到前辈们的认可。付锐林开始独
立值班，照料危重病人，逐步成为重症监
护室里的年轻骨干。第五人民医院重症
监护室主任余长昇说：“护士这个工作要
经常干些体力活，小付护理工作基本功
扎实，也不怕吃苦，21岁的小伙子能在这
个岗位上做奉献不容易。”

当谈起怎么看待男护士这个职业
时，付锐林脸上露出些许孩子般的笑意，

“很多人这样问过我，以前和初中同学聚
会，人家会问我做什么？我不好意思说
是做护士，害怕误解嘲笑。但现在，我会
很自豪告诉别人，因为我是在救死扶伤，
这是一份很神圣的职业。”

（据新华社电）

全国注册护士总数超过400万、每千人口护士数

达到3人……一年一度的“5·12”国际护士节，见证着

我国护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变的是

不断改善的护理服务，不变的是“白衣天使”的暖心

守候。

交接班护士走访患者。 新华社发

延伸阅读

一名护士在给新生儿喂奶一名护士在给新生儿喂奶。。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433天、24000公里、600个马拉松，耐力跑者白斌完成史无前例挑战——

从南极奔向北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