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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
进一步辐射到全国各地。截至 2020 年 3 月 3 日，通过
国家卫生健康委 NRS 系统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
80 302 例。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一线，女护士是救援队
伍中一支最为庞大的生力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一条新华社视频“护士妈
妈”，并这样称赞护士：医卫工作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承受着最大的压力。这段感人的视频展现了护士
拯救生命的爱与力[1]。 她们的奉献精神和身心健康问
题都倍受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拟从女性护士的职业
健康角度加以分析阐述。

1 疫情的危害性和救治过程中护士的工作状态
1.1 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

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 这意味着这次突发疫情的严重程度和不同
寻常，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公共卫生风险超出了一
国范围，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紧急性、严重性、高度不
确定性和社会危害性，引发了群体性的焦虑和恐慌情
绪。 为了迅速阻击疫情，湖北省集结了几乎全省所有
相关的医疗资源，全国各地也纷纷派出多支医疗队前
往救援， 而外地驰援湖北的 4 万多名医务人员中，女
性护士约占三分之二[2]。
1.2 新冠肺炎救治一线女护士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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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护理工作至关重要，护士
面临着很大的护理压力。 在隔离病房，女护士往往身
担数责，不但要承担患者的治疗，还要护理患者的生
活日常，一些病重和年老患者的进食、上厕所也由她
们来负责照顾。护士的工作每天分上午班、下午班、夜
班，24 h“三班倒”，尤其在护理重症病人时需要长时
间连续观察与监控病情变化，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
需要高度专注和情感投入。

因为防护服紧缺而且穿脱不方便，部分女护士整
个班次 4 h 甚至 8 h 不敢喝水，不上厕所，或者只能用
一次性纸尿裤等， 尤其是生理期不能及时更换卫生
巾， 给这些年轻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也增加了生殖道感染的机会。

为防止家庭感染，一线救援人员大多集中在宾馆
住宿， 连续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尤其在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风险高且条件艰苦，需给
患者定时翻身、护理，长时间陪护，缺少休息和睡眠是
普遍现象。

2 新冠肺炎救治一线女护士的心理应激与创伤后应
激障碍
2.1 心理应激与心理应激源

2019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与严重急性呼
吸 综 合 征 病 毒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 -
CoV）相似度高且更具传染性 [3]，给一线救援人员带来
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担心自己、家人和同事被感染。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
家考察组发布信息 [2]，截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全国
476 家医疗机构有 3 387 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
一线护士目睹一批批感染者或同行同事被送入病房、
抢救或死亡，心理压力很大，加上长时间超负荷的连
续工作导致的过度疲劳，穿戴防护用品和过度消毒带
来的不适感和人际距离感，以及网络上满屏的负面信
息，使得她们处于超高的心理负荷之中。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童俊认为：新冠肺炎一线医
务人员（女护士）的心理应激主要表现为长期过劳导
致的身心疲惫，面对大量涌入的患者感到压力、无助
和恐惧，对自己和家人患病的担忧与愧疚；对何时是
尽头的不确定感、压抑和耗竭；看到同事被感染后的
悲哀和无助等[4]。

卢靖等研究发现，SARS 流行期间发热门诊护士
工作压力源主要来自：护士人手少、倒班频繁、工作强
度大、休息和饮食得不到保证；防护不足，面对身边的

同事被感染而担心自己及家人的安全；隔离病房患者
多表现出急躁、抱怨、愤怒、恐惧的情绪，甚至攻击行
为，护士是这些不良情绪和行为的直接施害对象；这种
强应激引发护士紧张、抑郁、焦虑、悲伤等不良情绪[5]。
2.2 长时间心理应激可增加精神与行为异常的风险

研究显示， 长时间的应激还影响到饮食与睡眠，
有些护士出现情绪低落和情绪失控、对生活和工作失
去信心等精神症状[6]。 应激障碍“指向内”则表现为情
绪低落、习得性无助、回避、烦躁、失去自信心等自我
否定的情绪，“指向外”则表现为激惹性增高、易怒、吵
架、侵犯他人等精神症状与攻击行为。 长时间的创伤
后应激障碍可影响工作效率，降低社会功能，严重影
响到护士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因此，及时有效的心理
危机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2.3 新冠肺炎救治一线女护士的心身疾病风险

剧烈的、持续的应激状态和情绪反应可引起精神
和行为问题，同时伴随着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功能
的变化，致使机体生理功能的改变乃至多种疾病的产
生，影响身心健康[7]。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护
士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遭遇负向事件
的女职工心理健康问题阳性率（33.7%）明显高于未遭
遇负向事件的女职工（11.4%）。 遭遇负向事件后发生
心理健康问题的危险性是未遭遇负向事件者的 2.8
倍[8]。

长时间的应激障碍可引发严重的生理问题，如慢
性疲劳、失眠、头痛、肌肉酸痛、胃溃疡等心身疾病。一
项针对卫生系统承担应急救援任务的专业人员的回
顾性调查发现，有 14.7%的救援人员在救援工作结束
后出现心身疾病，表现为皮肤过敏、大量脱发、经常咳
嗽、内分泌失调、慢性咽炎、口腔黏膜溃疡、慢性头痛、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或慢性肠炎、腰酸背痛等。 救援人
员心身疾病的发生率与事件的严重程度、 复杂程度、
危险程度存在相关性[7]，突发事件越严重，应急救援人
员的心身疾病发生率越高，病情可能越严重。

3 疫情中及疫情后的心理干预对策建议
3.1 对一线女护士及早开始心理危机干预

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促进与心理危机干预是避
免护士在日后出现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保障她们
身心健康和护理工作质量的必要手段。

任清涛等[9]对现场救援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
发现，在干预前影响因素由强到弱依次为持续工作时
间、神经质型性格特征（EPQ-N）、现场接触时间、消极
应对等； 保护因素由强到弱依次为外向型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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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Q-E）、工龄、应激史。 干预后 1 个月，影响因素由
强到弱依次为持续工作时间、EPQ-N、消极应对、现场
接触时间； 保护因素由强到弱依次为心理危机干预、
EPQ-E、社会支持及利用度、积极应对、应激史。 干预
后 6 个月，影响因素由强到弱依次为消极应对、EPQ-
N、持续工作时间、现场接触时间；保护因素由强到弱
依次为心理危机干预、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及利用度、
EPQ-E、应激史。

因此， 疫情中的干预措施应当从多个层面入手，
包括采取分批轮换的方式减少持续工作时间、增加与
外界的沟通交往、建立社会支持、提供心理热线或在
线咨询、鼓励护士积极应对、提供可口的饭菜保证她
们的营养摄入等，也包括对她们的家庭提供适当的支
持与帮助，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对于性格内向、不善
表达的女护士要重点关注， 给她们提供情绪表露与情
绪发泄的机会， 情绪表露可以使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
同时得到改善[10]。 一线护士的心理危机可能出现在救
治任务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救治任务结束之后，
因此疫情结束后应继续开展心理干预，跟踪、随访，关
心、帮助她们重拾生活信心，适应新的生活状态。
3.2 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演练与培训

建议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中重视护士
的参与，提升护士的护理工作能力、应急处置能力、情
绪控制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提升“灾前准备能
力、灾中处置能力、灾后恢复能力和反馈提升能力”[11]。

可以尝试放松训练和压力接种训练以降低焦虑，
改善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的行为表现， 帮助缓解悲痛，
减轻日后生活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10]。
3.3 树立职业信念，理解并尊重护士这个职业

目前护士队伍的学历参差不齐，个性特点千差万
别，工作方式、工作态度、工作动机和技术熟练程度也
有所不同，体现在护理服务的质量上有时不一定尽如
人意，患者及其家人、社会各界要给予护士这个职业
充分的信任、理解、包容与尊重[1]，杜绝鄙视、污辱和伤
害护士的语言和行为。
3.4 理性看待女性的生理特点，加强女性护士的劳动
保护

女性护士的生理结构、 生理机能有其特殊性，要
理性看待。新冠肺炎疫情隔离病房的女护士们无法与
外界接触，单位要尽可能地为她们提供一些生理期必
要的用品，避免生理期的尴尬与不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阻击战中，各地媒体争
相报道怀孕超过 30 周的护士主动请缨坚守在抗疫一
线的事迹，这类事迹非常感人，但是护士在孕期参加
救治工作风险大，应当从制度上加以杜绝。 回顾 2003

年 SARS 暴发期间 12 名孕妇感染 SARS-CoV，57%的
孕妇在孕期前三个月流产，妊娠中期的 5 名孕妇中有
4 名早产；2014 年，11 名孕妇感染 MERS-CoV， 有 10
名 （91%） 出现不良妊娠结局； 而 2019-nCoV 与
SARS-CoV、MERS-CoV 有相似的致病潜力[12]，因此应
避免孕妇从事一线救援这样的高风险工作，给予特殊
的照顾与保护。

我国《劳动法》第七章第五十八条[13]规定，国家对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职业病防治
法》第三十八条[14]规定，不得安排孕期、哺乳期的女职
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有危害的作业。 用人单位
要依法保护女职工的健康与安全，不得安排孕期和哺
乳期女职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有危害的工作。

《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15]对孕期和哺乳
期接触理化因素的作业有详细的规定，但对于生物因
素职业危害却只有一条“孕期禁忌从事抗癌药物、己
烯雌酚生产，接触麻醉剂气体等的作业”，而对其他生
物因素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
动范围》应当与时俱进地进行修订，增加“孕期女职工
禁忌从事接触生物有害因素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救援工作”的条文，强化特殊生理时期女职工的劳
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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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呈负相关（P < 0.05），表明较高的职业风险会对
护士的心理弹性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职业风险
作为一种医护人员的压力源，对临床工作人员的心理
压力有着明显的影响[23]。

多因素分析发现已婚对心理弹性水平具有正向
作用，人体工效学、心理社会和组织因素危害对其具
有负向作用。 已婚对于护士心理弹性具有积极意义，
可能与已婚护士可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可以有效缓
解来自工作的压力有关。 本次对风险的调查反映出，
医院护士人力资源不足，劳动强度大，频繁倒班，生活
无规律，给护士带来一系列负面的身体反应。 再加上
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护士心理压力变大，而个体
自身或环境的压力累积都是心理弹性的危险因素。按
照这一结果， 建议鼓励未婚临床护士积极寻找配偶，
并且积极控制职业风险中人体工效学、心理社会和组
织中的负面因素， 以有效提高临床护士的心理弹性。
医院各科室可以考虑护士自身需要，灵活、合理排班，
使其拥有更多的私人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家庭或社会
支持。 但本次研究中，此两种自变量对心理弹性的预
测结果值还是比较小， 可能因心理弹性本身的复杂
性、影响其因素多元化有关，故须进一步研究其他方
面对心理弹性的影响，加以干预，以提高护士的心理
弹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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