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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实习是本科护生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

实际的重要过程，也是护生与临床护士两个角色转化的必

由之路。实习初期（≤3个月）是护生正确理念、职业素养

和临床实践塑成的首要阶段，该阶段护生由学生转化为实

习护士，对实习生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缺乏相应认识，易出

现角色模糊情况，且护生在临床实习中若缺乏方向感和角

色定位，就会影响临床实习效果［1］。角色模糊（Role Ambi⁃
guity）是角色认知的一部分，指个体对所体验到的角色环

境的不确定性，即对一个给定的角色缺乏清晰的理解［2-3］。

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是指个人对所从事职业的目

标、社会价值及其他要素的认知，而护生职业认同即对护

理职业的看法和态度，以及决定其职业行为倾向趋势的心

理状态［4］。研究表明［1，5］，角色模糊是影响护生实习满意

度及临床实践能力的重要因素。Zhang等［6］认为，当护生

对本人的角色有不确定感时，常常被动学习且缺乏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和自信，易妨碍人际沟通，影响实习的满意度

和实践的效果，从而降低职业的认同。所以研究本科护生

实习早期的职业认同情况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未来拥有

本科学历的护理高素质人才，其对职业认同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毕业后从事护理工作的意愿及我国护士队伍的稳

定性。本研究拟调查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角色模糊和职业认

同现状，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改善护生的角色认

知和职业认同提供相应参考依据，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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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使用便利抽样法，选用2019年7—9月间在十堰市三甲

医院实习的本科护生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1）护理

学专业。（2） 在读学历为本科。（3） 实习时间≤3个月。

（4）已知情同意且志愿加入。排除标准：不愿参加调查。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包括角色模糊量表、一般资料调查表、

职业认同评定量表。（1）一般资料调查量表。研究者按照

相关文献及研究目的设计了数个要素，包括性别、学历、

学制、实习时间 （周）、家庭所在地、是否为独生子女，

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2） 角色模糊量表。使用马剑虹

等［7］编制的角色模糊量表，该量表包括 8个条目，采用

LIKE5级评分法，“非常同意”计 5分，“非常不同意”计

1 分。得分越低，角色模糊程度越高，角色认知水平越

低，其中评分低于 3分则表明角色模糊为中等偏上水平，

角色认知为中等偏下水平［7］，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9。（3）职业认同评定量表。使用刘玲等［8］编制的职

业认同评定量表，共 30个条目，5个维度 （职业社交技

能、职业认知评价、职业社会支持、职业挫折应对和职业

自我反思）。被试者在 1～5等级上进行评定，均为正向计

分。量表总分为 30～150分，职业认同程度的高低以所得

总分为基础。其中30～60分体现职业认同水平低，61～90
分体现职业认同水平偏低，91～120分体现职业认同水平

中等，121～150分体现职业认同水平高。以各个维度的排

序及平均分为准。该量表有很高的信效度，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8，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17、
0.799、0.862、0.853、0.734。
1.2.2 资料收集办法 研究者在征得医院、学校和本人的

知情同意后，利用研究对象业余时间通过线上发布问卷进

行调查。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数据核查软件录入，其中凡漏填的条

目多于 3个或者所有条目则选择同一分视为无效问卷，在

剔除无效问卷后，将数据录入 SPSS 20.0软件，漏填的条

目取该条目的均值，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

述，计数资料使用例数和百分比（%）描述，角色模糊与

职业认同利用 Pearson相关分析法，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共收回问卷 116 份，有效问卷共 109 份，有效率为

93.06%。年龄（21.15±0.88）岁，男生 5人，女生 104人。担

任班干部 22人，没有担任 87人。独生子女 32人，非独生

子女 77人。家庭所在地：城镇 22人，县城 19人，农村 68
人。入学动机：出于自己的意愿31人，因为家人或他人的

意见42人，因为调剂14人，其他原因22人。

2.1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角色模糊得分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角色模糊得分为（3.62±0.57）分，

其中角色模糊水平最高的前三位条目为“我很清楚自己该

做什么”“我知道如何有效地安排工作”“我认为我已合理

安排了我的时间”，见表1。

2.2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得分

本科护生职业认同总分为（105.22±15.46）分，条目

均分为（3.51±0.52）分，职业认同处于中等程度，见表2。

2.3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角色模糊与职业认同相关性分析

因数据近似正态分布，故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角色模糊总分与职业认同总分呈正相关性 （r=
0.585），且与各维度均呈正相关性，其中，职业认知评

价、职业社交技巧、职业社会支持、职业挫折应对和职业

自 我 反 思 维 度 分 别 为 r=0.535、 0.573、 0.504、 0.575、
0.406，P＜0.01。
2.4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职业认同总分即因变量，角色模糊总分及各条目为自

变量，对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进行多元逐步的回归

分析。结果表明，角色模糊对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

的解释量为33.6%。数据见表3。

3 讨论

3.1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角色模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本科护生在校时已掌握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临床实习

是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的重要阶段，在这期间护生只有认清

自己的角色、坚定自己的信念，才有可能积极主动地进行

临床学习和操作实习，扎实自己的临床实践能力［5］。本研

究中表 1说明，本科护生实习初期的角色模糊处于中等偏

表1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角色模糊得分（x±s） 分

条目 得分

我认为我已合理安排了我的时间 3.52±0.80
我很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 3.85±0.71
我很清楚工作对我的要求 3.95±0.69
我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3.26±0.79
我的权利和责任是对称的 3.72±0.76
我知道如何有效地安排工作 3.48±0.81
我的工作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 3.59±0.71
我一般能协调不同人对我的不同要求 3.61±0.69
总分 3.62±0.57

表2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得分（x±s） 分

项目 得分 条目均分

职业认知评价 29.45±5.69 3.28±0.64
职业社交技巧 20.08±3.66 3.35±0.61
职业社会支持 22.40±2.80 3.73±0.47
职业挫折应对 22.15±3.24 3.69±0.54
职业自我反思 11.14±1.72 3.71±0.57
总分 105.22±15.46 3.51±0.52

表3 本科实习护生职业认同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 B β t P △R2 调整R2 F P

角色模糊 12.556 0.072 7.293 0.000 0.343 0.336 53.18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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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程度，这与刘静等［1］的研究结果相同。原因可能有，我

校在护生理论知识学习时期，注重与临床实际相结合，例

如实行一对一临床导师制带教方法，定时让护生进入医院

熟悉环境，了解护理人员的工作流程，使护生对本身的角

色定位有提前的了解。

研究发现，角色模糊水平最高的条目就是“我很清楚自

己该做什么”。起因可能是尽管护生已进入临床实习，但相

关条例规定实习护生不能单独进行操作，即使是在带教老师

的指导下很多操作的执行也是受限制的，使护生误认为自己

在专业领域的价值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对此，护理教育者可

以多带领护生在其监督下适当进行有意义的护理操作，做到

放手不放眼。在进行重大复杂的护理操作时也可让护生在旁

进行观摩学习，鼓励护生敢于操作敢于学习，让护生体验其

在护理领域的价值所在，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向。

3.2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的职业认同处于中等水平

表 2显示，本科护生实习初期的职业认同总分处于中

等程度，这与杨捷等［9］的研究结果相同。其中以职业社会

支持维度条目得分最高，其次为职业自我反思，可能与近

年来护理专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护理专业的认知度和

认可度提高有关，因此实习初期护生有一个好的职业社会

支持环境。

本研究中，职业认知评价维度得分最低，其次为职业

社交技巧维度。原因可能是护生刚进入临床实习，面临着

临床护理任务量大、节奏快和新环境不适应、心理卫生健

康水平低等问题，理论与实践不能很好地相融，易发生自

身价值得不到实现的错觉［10］，导致护生没有清晰的职业认

知评价。所以，护理教育者应重视对护生的职业认知培

养，例如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就业指导课、交流沟通

课、职业咨询课等。护理教育者还应注重学生在护理科研

方面的学习和实践，让护生在实践过程中增加对专业的认

知度和认同度，在实践过程发掘自身专业潜能，从而增强

其专业认同度。另外，职业社交技巧可能与个人的性格、

实践课的教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有关。内向性格、不善于

交流的人不利于职业社交。见习课主要是通过护生与病人

的沟通获得相关信息从而巩固知识，如果见习课没有落实

让每个护生都有一次与病人直接沟通交流的机会，就无法

让护生突破职业社交的恐惧。当前护患矛盾的日益增多，

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实习初期护生的社交恐惧。因此，护理

教育者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提高护生的职业社交才

能，以期提高护生实习质量，顺利完成临床实习。

3.3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角色模糊与职业认同的关系

结果表明，角色模糊总分与职业认同总分呈正相关，

与各维度均呈正相关，其中，角色模糊与职业社会支持相

关性最高，与职业自我反思相关性最低。在面临平等强度

的刺激时，个体不能有效利用社会支持或者是减少社会支

持的，特别容易发生消极懈怠，进而出现心理上甚至生理

上的反应［11］。得到过较高社会支持的护生其心理健康水平

也会相应的提高，临床实习早期所产生的焦虑症状也会逐

步消除，实习压力会逐步减轻，应对的方式会相应提高。

郝萍等［12］在对 1 092名护生的调查中指出，社会支持水平

高的护生可以减轻学习倦怠，表现较高的学业自我效能，

能出色地完成学业，能在护理专业领域发现自我价值所

在，更能清楚地认识自己将在护理领域中所要扮演的角

色，自然就会有较高的角色认知水平，角色模糊度也会相

应降低，因此二者的相关性最高。而职业自我反思更侧重

的是自身对职业的探索与思考，对刚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

而言，自我判断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缺陷，不能够通过

职业自我反思来达到提高角色认知水平的目的，因此二者

的相关性最低。护理教育者在护理操作教学中应严格把关

护生的操作技能，提高操作技能水平。在实习初期，要重

视护生的心理变化，及时做好心理沟通疏导，让护生学会

调整自我情绪。在临床带教过程中要重视护生动手能力的

培养，引导其正确的角色定位，降低角色模糊程度，进而

提高护生的职业认同。

3.4 角色模糊对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的影响

表 3显示，角色模糊对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具

有正向预测作用。如角色模糊水平低的护生，角色认知水

平高，对本身的角色定位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在进入临床

后不会产生与实际相差较大的落差感和心理冲突，对职业

的认同也不会有很大的偏差，护生才能更好投入到实习过

程中。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了解本科护生实习初期的角色模

糊水平来判断其职业认同情况。影响护生职业认同度的因

素除了角色模糊之外，学历、学校类型、报考志愿等因素

也会对护生的职业认同产生影响［13］，所以角色模糊对本科

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只有 33.6%的解释量。但是，角色

模糊对护生职业认同的提高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角色模糊水平高低直接影响护生职业认同和实习质量的好

坏。对此，为改善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角色模糊水平和提高

职业认同水平，护理教育者可以增加学生在校期间与临床

接触的机会，让护生在进入临床实习前期就增加护生对临

床的认识，提前定位好护理角色，降低角色模糊水平。利

用榜样的力量，充分发扬优秀护理人员的带头示范作用，

选拔优秀临床教师骨干和有规范化培训的带教老师，通过

带教老师的言传身教来感化临床实习护生，用自身的专业

素养影响护生，增强其职业认同度。

4 小结

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角色模糊与职业认同呈一定正相关

性，对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具备一定的正向预测作

用，提高角色模糊水平是增强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水平

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之一，而结果也表明本科护生实习

初期角色模糊及职业认同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本科

护生实习初期职业认同的提高，也应成为护理教育者着手

提高护生实习质量和稳定护理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任务。

本研究只讨论了本科护生实习初期角色模糊与职业认同的

关系，后续将进一步从学历、报考志愿等方面探讨其对职

业认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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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疗程较长，病情发展迅速，且病情易反复，患者需长期

服药，易诱发懈怠、焦虑等负性情绪，严重影响患者积极

性，不利于疾病恢复［7］。加之心血管内科患者多为老年

人，其免疫系统、抵抗力下降，增加疾病治疗及护理难度。

本研究结果说明一体化护理干预在心血管内科患者中

的应用效果良好，对于提高自我效能、遵医行为、生活质

量具有重要价值。余一知等［8］研究指出，一体化护理模式

应用于老年冠心病合并心力衰竭患者中，能够提高其依从

性，缓解负性情绪，改善生活质量，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一体化护理充分结合以往护理工作经验，从患者生理、心

理等各角度出发，制定具有人性化的护理方案，使护理内

容更加全面、细致。本研究通过成立一体化护理小组，能

够保障临床护理服务更具专业性，对于提高护理质量及护

理人员专业技能具有正性作用。一体化护理通过入院后根

据患者疾病特征制定护理方案，并实施早期健康教育，能

够使护理服务更加专业，纠正患者以往不正确认知，提高

其认知水平。心理疏导在一体化护理措施中必不可少，通

过增加护患沟通时间，可使护患关系更加密切，利于消除

患者焦虑等不良情绪，使其心理达到最佳舒适度，可充分

调动其治疗及护理依从性，保证患者身心健康发展。一体

化护理强调注重饮食干预，利于患者培养正确的饮食习

惯，能够促进其机体各功能恢复，从而更好地促进患者更

快康复。一体化护理重视用药及日常生活护理干预，有助

于患者坚持遵医嘱服药，能够使其逐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

惯，可提高患者遵医行为，对于规避诱因，控制病情具有

促进作用［9-10］。环境干预是为患者提供安全、舒适住院环

境的关键，利于提高其舒适度。一体化护理通过出院后随

访能够帮助患者获得更好的居家护理指导，提高其自我效

能，利于改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一体化护理应用于心血管内科患者中，能

够提高患者遵医行为及自我效能，促进其恢复，改善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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