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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大学生人文关怀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王若楠,刘摇 芳,姚摇 洁,李晓伟,张摇 蜜

[摘要]目的:探讨护理专业大学生人文关怀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 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对陕西省咸阳市某高校

444 名本科护生进行问卷调查,包括护生一般资料调查表、关怀能力量表和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量表中文版。 结果:444 名护生

的人文关怀能力总分为(187. 83 依 19. 89)分,其认知、勇气和耐心维度得分均明显低于国际常模(P < 0. 01)。 不同年龄、年级、
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与父母关系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不同性别护生的人文关怀

能力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护生人文关怀能力与父母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均呈明显正相关关

系(P < 0. 01),与父母拒绝教养方式均呈明显负相关关系(P < 0. 01)。 关怀能力各维度中,认知、勇气和耐心与父母情感温暖

均呈正相关关系(P < 0. 05 ~ P < 0. 01),与父母拒绝均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 ~ P < 0. 01),认知与父亲过度保护呈正相关关

系(P < 0. 05),勇气与父亲过度保护呈明显负相关关系(P < 0. 01)。 高、低关怀能力护生的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温暖和母

亲拒绝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结论:护生人文关怀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存在相关性,情感温暖的教

养方式对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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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and parenting style of nursing college students

WANG Ruo鄄nan,LIU Fang,YAO Jie,LI Xiao鄄wei,ZHANG Mi
(School of Nursing,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Xianyang Shanxi 71204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of nursi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444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in a medical college in Xianyang using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caring ability scale and Chinese version of simplified parenting style scale. Results:The total score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of 444 nursing students was (187. 83 依 19. 89), and the scores of cognition, courage and patienc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international norm(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among the nurs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ges,grades,one鄄child status,family location,and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of different sex nursing studen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motional warmth of their parents(P < 0. 01),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arental rejection(P < 0. 01). The dimensions of caring
ability,cognition,courage and patienc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s忆 emotional warmth(P < 0. 05 to P < 0. 01),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jection of parents(P < 0. 05 to P < 0. 01). The cogni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verprotection of father
(P < 0. 05),and the courag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verprotection of father(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the
p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m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and maternal rejection between high and low caring ability student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is correlated with the
parenting style,and the emotional warmth of parenting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Key words] nursing;nursing college student;bachelor degree;humanistic care ability;parenting style

摇 摇 护理人文关怀能力是指护理工作者将自身内在

的人文素养外化为自主服务病人的能力[1]。 “以人

的健康为中心冶的护理模式要求护理人员不仅要有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应有较高的人文关怀能

力[2]。 护生是临床护理工作的生力军和重要后备

力量,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高低对临床护理服务水

平的提升至关重要[3]。 近年来,护理学者为了寻求

更加科学有效的人文关怀教育方法,对护生人文关

怀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开展了不同层面的调查研

究。 邹宁等[4]研究发现,家庭教育对护生的人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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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能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正向影响可帮助护

生养成独立自主的性格、对病人负责的态度和乐于

助人的心态,使护生在关怀和照护病人过程中更有

勇气和信心。 研究[5]表明,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在

日常生活中对子女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教育方式和行

为倾向,既可以通过定向目标的教养方式直接对子

女的成长产生影响,也可以通过非定向目标的教养

方式对子女的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且在家庭

教育中起决定性作用。 目前,国内关于父母教养方

式与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相关性研究报道较少,为
了进一步明确父母教养方式对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

影响,为完善护理人文关怀教育方式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对父母教养方式与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相关

性进行探讨。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陕西省咸阳

市某医学院校全日制护理学专业本科生作为研究对

象。 纳入标准:全日制护理学专业在校本科生;知情

同意,自愿参加。 排除标准:近期有严重生理疾病

者;近期接受心理治疗者;调查期间休学及请假者。
纳入研究对象共 444 名,年龄 19 ~ 21 岁,政治面貌

均为团员。 其中男生 39 人(8. 8% ),女生 405 人

(91. 2% );大一年级 148 人(33. 3% ),大二年级 145
人(32. 7% ),大三年级 151 人(34. 0% );独生子女

90 人(20. 2% ),非独生子女 354 人(79. 8% );城市

户口 136 人(30. 6% ),农村户口 308 人(69. 4% );
与父母关系融洽 384 人(86. 5% ),与父母关系一般

60 人(13. 5% )。
1. 2摇 调查工具摇
1. 2. 1摇 护生一般资料调查表摇 由研究者根据文献

资料及预调查结果自拟,包括性别、年级、是否独生

子女、是否担任过班干部、家庭所在地、与父母的关

系等。
1. 2. 2 摇 关怀能力量表 ( Caring Ability Inventory,
CAI)摇 采用我国研究者吴冰修订和翻译后的 CAI
中文版[6 - 7]。 CAI 由认知(14 个条目)、勇气(13 个

条目)和耐心(10 个条目)3 个维度共 37 个条目构

成。 量表采用 Likert 7 级计分,每个条目从“完全反

对冶到“完全赞同冶分别计 1 ~ 7 分,正向计分条目 24
个,反向计分条目 13 个,总分 37 ~ 259 分,分数越高

表示关怀能力越强。 CAI 中文版的 Cronbach忆s 琢 系

数为 0. 87,各维度 Cronbach忆 s 琢 系数为 0. 80 ~
0. 8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6。

1. 2. 3摇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量表中文版摇 采用蒋奖

等修订并翻译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8]。
该量表包括拒绝(6 个条目)、情感温暖(7 个条目)
和过度保护(8 个条目)3 个维度共 42 个条目(父亲

版和母亲版各 21 个条目)。 采用 Likert 4 级计分

法,“从不冶“偶尔冶 “经常冶 “总是冶分别计 1 ~ 4 分,
得分越高,表示父母越倾向于对子女使用该维度对

应的教养方式。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74 ~
0. 84,重测信度为 0. 70 ~ 0. 8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在 0. 78 ~ 0. 85 之间。
1. 3摇 样本量计算摇 按照总体均值估计样本量公式

n = [(u琢 + u茁)滓 / 啄]2 + 1 / 2u琢2 计算样本量。 对符

合纳入、排除标准的 30 例调查对象作预实验调查,
调查结果得出 滓 =1. 426,啄 = 0. 219。 认为 琢 = 0. 05
有统计学意义,则 u琢 = 1. 96,u茁 = 1. 28,n = [(1. 96
+ 1. 28) 伊 1. 426 / 0. 22]2 + 1 / 2 伊 1. 962 = 446(人)。
因此,本研究拟收集的最大样本量为 446 名。
1. 4摇 调查方法摇 本研究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法,由研

究者本人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目的和填写问卷的注

意事项,匿名填写且当场收回。 共发放问卷 446 份,
回收有效问卷 44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 6% 。
1. 5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

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护生关怀能力得分情况 摇 444 名护生的人文

关怀能力总分为 (187. 83 依 19. 89) 分,条目分为

(5. 08 依 1. 31)分。 认知、勇气和耐心维度得分均明

显低于国际常模[9](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各维度得分及与国际常模的比

较(x 依 s;分)

项目 n 认知 勇气 耐心

本研究 摇 444 73. 44 依 10. 26 55. 47 依 10. 99 58. 92 依 6. 69

国际常模 1 388 80. 22 依 7. 56 68. 25 依 11. 57 63. 11 依 4. 19

t — 14. 99 20. 50 15. 64

P — <0. 01 < 0. 01 < 0. 01

2. 2摇 不同人口学资料护生的关怀能力比较摇 不同

年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与父母关系

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不同性别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见表 2)。
2. 3摇 护生父母教养方式得分情况 摇 444 名护生的

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情感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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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过度保护、拒绝(见表 3)。

表 2摇 不同人口学资料的护生关怀能力比较(x 依 s;分)

项目摇 n CAI 总分 t P

年龄

摇 < 20 岁

摇 逸20 岁

230
214

182. 78 依 18. 75
179. 72 依 17. 25

1. 18 > 0. 05

年级

摇 大一 148 186. 23 依 18. 35

摇 大二 145 183. 34 依 18. 24 0. 95吟 > 0. 05

摇 大三 151 184. 36 依 18. 05

性别

摇 男

摇 女

39
405

179. 23 依 17. 35
189. 21 依 18. 25

2. 021 < 0. 01

是否独生子女

摇 是

摇 否

90
354

178. 21 依 17. 34
181. 45 依 17. 76

1. 55 > 0. 05

家庭所在地

摇 城市

摇 农村

136
308

182. 56 依 18. 23
183. 78 依 18. 47

0. 64 > 0. 05

与父母关系

摇 融洽

摇 一般

380
64

186. 89 依 18. 23
184. 27 依 18. 15

1. 07 > 0. 05

摇 摇 吟示 F 值

表 3摇 护生父母教养方式得分(n = 444;x 依 s;分)

项目 维度得分 条目得分

父亲拒绝 8. 41 依 2. 70 1. 40 依 0. 55

父亲情感温暖 17. 64 依 3. 82 2. 72 依 0. 81

父亲过度保护 16. 98 依 2. 70 2. 12 依 0. 97

母亲拒绝 8. 74 依 2. 70 1. 45 依 0. 65

母亲情感温暖 20. 56 依 4. 45 2. 96 依 0. 84

母亲过度保护 17. 12 依 2. 74 2. 17 依 0. 81

2. 4摇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

摇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护生人文关怀能力与父母情

感温暖教养方式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P < 0. 01),
与父母拒绝教养方式均呈明显负相关关系(P < 0.
01)。 关怀能力各维度中,认知、勇气和耐心与父母

情感温暖均呈正相关关系(P < 0. 05 ~ P < 0. 01),与
父母拒绝均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 ~ P < 0. 01),认
知与父亲过度保护呈正相关关系(P < 0. 05),勇气

与父亲过度保护呈明显负相关关系(P < 0. 01)(见
表 4)。
2. 5摇 不同关怀能力护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得分比较

摇 参考国际护士关怀能力评分标准[10],关怀能力得

分较高护生 28 名(6. 31% ),关怀能力中等水平护

生 62 名(15. 99% ),关怀能力得分较低护生 354 名

(79. 73% )。 对高、低关怀能力护生父母教养方式

各维度得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2 组护生的父亲情

感温暖、母亲情感温暖和母亲拒绝得分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见表 5)。

表 4摇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 r)

项目 关怀能力 认知 勇气 耐心

父亲拒绝 -0. 201** -0. 161* -0. 245** -0. 101*

父亲情感温暖 0. 346** 0. 326** 0. 187** 0. 223*

父亲过度保护 0. 016 0. 112* -0. 124** 0. 079

母亲拒绝 -0. 251** -0. 126** -0. 256** -0. 132**

母亲情感温暖 0. 410** 0. 327** 0. 268** 0. 276**

母亲过度保护 0. 008 0. 063 - 0. 092 0. 079

摇 摇 *P <0. 05,**P <0. 01

3摇 讨论

3. 1摇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处于较低水平状况摇 本研

究结果显示,护生人文关怀能力总分为(187. 83 依
19. 89)分,关怀能力得分为 126 ~ 245 分,与国际护

士关怀能力标准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人文关怀能

力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认知、耐心、勇气,低
于国际常模各维度得分,与徐志芳等[11 - 13]研究结果

一致。 分析原因可能为以下两点:其一,此次调查对

象多数属于非独生子女,有研究[14 - 15] 表明,非独生

子女从小与兄弟姐妹相处,在生活中较少得到父母

的偏爱,更懂得如何照顾关心他人和替他人着想,关
怀和照顾他人的意识感较强;其二,此次调查的对象

为本科护生,本科护生在学校对人文关怀的理论知

识学习较多,对人文关怀相关知识有足够的认知水

平,但是本科护生在临床实践的时间较短,经验不

够,缺少处理未知事物的勇气和能力。 因此,护生对

人文关怀的认知水平较高,主动关怀他人和处理未

知事物的勇气能力较低。
目前,我国护生人文关怀的学习仍以教师讲授

为主,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与沟通,造成护生对人文

关怀课程学习的主动性不足,对培养自身人文关怀

能力的重视度不够[16]。 国外部分国家对护生的人

文关怀教育起步较早,课堂教育方式相对生动、活
泼,以老师和学生共同探讨学习为主,同时也注重实

践教育,如讲述人文关怀事迹、伊朗手术室护生移情

角色扮演和人文关怀亲身体验活动[17 - 19]等。
3. 2摇 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有助于提高护生人

文关怀能力摇 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是一种对子

女的日常行为表现出包容、理解与尊重的教养方式。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与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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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能力及关怀能力中的认知、勇气和耐心均呈正

相关关系。 路肖惠等[20]研究表明,父母在教养子女

时采用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子女易形成善良、温和

的性格,亲社会能力会提高,对关怀他人的认知度和

耐心程度亦会增加。 田桂香等[21 - 22]研究发现,父母

通过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给予护生较多的温暖与关

怀,可增加护生的主观幸福感,提高护生在临床中工

作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因此,
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对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有

较明显的促进作用。

表 5摇 不同关怀能力护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得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父亲拒绝 父亲情感温暖 父亲过度保护 母亲拒绝 母亲情感温暖 母亲过度保护

高关怀能力 28 7. 71 依 3. 65 20. 93 依 3. 68 17. 18 依 2. 99 7. 57 依 2. 23 23. 86 依 3. 43 17. 39 依 2. 79

低关怀能力 354 8. 51 依 2. 61 17. 88 依 3. 73 16. 99 依 2. 73 8. 90 依 2. 75 19. 91 依 4. 40 17. 34 依 2. 76

t — 1. 51 4. 17 0. 35 2. 49 4. 64 0. 09

P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 0. 01 > 0. 05

3. 3摇 父母拒绝的教养方式阻碍护生关怀能力的提

升摇 父母拒绝的教养方式是指子女犯错时,父母运

用责备、训斥和处罚的形式对待子女,或者是对子女

的日常行为进行过于严格的管教和监督[23]。 贾利

茹等[24]研究表明,父母采用拒绝的教养方式对待子

女,子女易形成自卑、内向的性格,不善于与他人交

流,亲社会能力会下降,缺少主动关爱他人的勇气。
张静平等[25]研究发现,父母采用拒绝的教养方式容

易使护生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而护生的这种不良

情绪直接影响其工作质量及病人的身心健康,使护

生工作的积极性下降,从而阻碍其关怀能力的提升。
因此,父母采用拒绝的教养方式对护生人文关怀能

力的提升会产生负面影响。
综上,本科护生的人文关怀水平仍需提升,情感

温暖这一教养方式对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提升有较

大的促进作用。 护生接受人文关怀教育的主要场所

为学校,教师给予护生温情的教学态度,使护生在愉

悦的教学氛围中得到关爱与理解,有勇气去面对临

床中的困难,对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提升有积极影

响[26]。 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应强调情感温暖的教育

方式,将教师的情感温暖教育方式与父母的情感温

暖教养方式相结合,共同作用于护生的人文关怀教

育中,有效提高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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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技能型护理人才培养改革探讨:以黄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汪家龙,曹摇 虹

[摘要]目的:参照教育部、卫生部启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冶,分析现今护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提出“卓越护理技

能型人才培养计划冶的改革思路、措施,探索以提升护生综合素质为导向的培养模式改革。 方法:采取方便抽样法分别从黄山

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届和 2018 届高职护生中各抽取两个班,其中一个为“卓越护理班冶,另一个为对照班。 “卓越护理班冶依据

“卓越技能型护士培养计划冶模式进行培养,对照班依据校普通护理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培养。 比较两个班级的专业核心课程

综合成绩以及专业承诺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评价。 结果:除 2017 届卓越护理班护生《儿科护理学》成绩与对照班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外,两届卓越护理班护生其余的核心课程成绩均高于对照班护生(P < 0. 05 ~ P < 0. 01)。 “卓越护理计划冶
培养前,2017 与 2018 两届卓越护理班的护生专业承诺水平及职业决策能力各项目评分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培养后,2017 与 2018 两届卓越护理班的护生专业承诺水平及职业决策能力各项目评分均高于对照班护生(P < 0. 05 ~
P < 0. 01)。 结论:改革创新培养模式是卓越技能型护理人才培养的保障。
[关键词] 卓越护理;培养模式;教学改革

[中图法分类号] R 192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20. 05. 027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raining reform of excellent skilled nursing personnel:a case
of Huang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ANG Jia鄄long,CAO Hong
(Department of Medicine,Huang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Huangshan Anhui 24509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insufficiencies in nursing talents training,propose the reform ideas and measures in training
nursing talents with excellent skills,and explore new mode to foster the nursing talents with excellent skills according to the " Physicia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 of Excellence" initia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Ministry of Health. Methods:Two classes in
2017 and 2 classes in 2018 from th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Huang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re selec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and divided into the " excellent nurse class" and " control class" ,respectively. The excellent nurse class
was trained using the " Excellent Nursing Skills Talents Training Program" ,and the control class was trained using general nursing
cultivating mode.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core professional courses,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nd evaluation of career decision鄄
making self鄄efficienc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The difference of the performance of " paediatric nursing" between
the excellent nursing class and control class in 2017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the performances of other core courses
in two excellent nursing class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class(P < 0. 05 to P < 0. 01). Before the cultivation of " nursing
excellence pla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忆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level and career decision鄄making ability
between two excellent nursing classes and control classes in 2017 and 2018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 05) . After

摇 摇 cultivation,the scores of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level and career
decision鄄making ability in two excellent nursing class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classes in 2017 and 2018(P < 0. 05
to P < 0. 01 ). Conclusion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cultivating mode are good guaranty in trai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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