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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提炼，涵盖重点考点】

第一节　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一、礼仪的起源

礼仪的形成源于俗。在远古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下，人们形成

了群居的生活。在长期的群居生活中，这种祭神活动逐渐成为人们共同生

活的习惯，此即为风俗，又称习俗。这种习俗经长期使用并统一规范，形

成了礼。

★
1 二、礼仪的发展

（一）远古时期礼仪

1．萌芽时期　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晚期（大约旧石器时期）。

2．草创时期　公元前 1 万年左右新石器时期，原始礼仪渐具雏形。

（二）奴隶社会礼仪

1．形成时期　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8 世纪的夏、商、周三代，中国

由原始社会末期向早期奴隶社会过渡。礼仪被典制化，其内涵也得以扩充和

完善，奠定了华夏礼仪传统的基础。

2．发展、变革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相继涌现出孔子、孟子、荀子

等思想巨人，提出了“礼治”、“仁政”、“隆礼”、“重法”等学说和主张，

★　代表重点内容，后同。

第一章

护理礼仪概述

第一章　护理礼仪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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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中国礼仪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古代礼仪文化的

基础。

（三）封建社会礼仪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礼”逐渐演变至“礼仪”，其主要作用

是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

西汉时期，对封建礼仪制定影响最大的是叔权通和董仲舒。叔权通制定

的礼制突出了尊君抑臣，区分出尊卑等级序列的要旨，而董仲舒提出了“三

纲、五常”之说。这一学说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准则。

宋代程颐、朱熹的“天理”论提出“三从、四德”的道德礼仪标准。

明清时期大力推崇礼教，制定了祭祖、祭天、祈年等仪式仪程，规范了

“君臣之礼”、“尊卑之礼”、“交友之礼”等社会活动，礼仪日益完善。

（四）现代礼仪

1911 年，清王朝土崩瓦解，孙中山先生和他的追随者破旧立新，用民

权代替君权，用自由、平等取代宗法等级制；普及教育，废除祭孔读经；

改易陋习，剪辫子，禁缠足等，从而正式拉开现代礼仪的帷幕。民国期间，

西方的一些礼仪如握手礼等传入中国，开始流行于上层社会，后逐渐普及

民间。

（五）当代礼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礼仪和礼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尊

老爱幼、讲究信义、以诚待人、先人后己、礼尚往来等中国传统礼仪中的精

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将掀

起礼仪建设的新高潮。

★三、礼仪的概念、特点

（一）礼仪的概念

礼仪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礼仪，从广义上讲是一个

时代的典章制度；从狭义上讲，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受历史传统、风

俗习惯、宗教信仰、时代潮流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既为人们所认同，又

为人们所遵守，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礼的精神及要求的行为准

则或规范的总和。

通常，与“礼”相关的词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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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貌　侧重于表现人的品质和素养。指在人际交往中，通过言语、动

作向交往对象表示谦虚和恭敬。

2．礼节　指人们在交际场合相互表示尊重和友好的惯用形式，是礼貌

的具体表现方式。它与礼貌的相互关系是：没有礼节，就无所谓礼貌；有了

礼貌，就必然有具体的礼节。

3．礼宾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以交流为目的，以交际为手段的一项社

会活动统称为礼宾。对内称之为礼宾工作，对外称之为国际礼宾。

4．礼俗　指人们在社会当中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

5．礼制　指人们通过文字的设定，约束社会公民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必

须遵照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

6．礼仪　是对礼节、仪式的统称。指在人际交往中，自始至终地以一

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敬人的完整行为。

礼貌是礼仪的基础，礼节是礼仪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礼仪的特点

1．共同性　社会的每个成员均离不开一定的礼仪规范的制约。在生活

中，许多礼仪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很强的普遍性。

2．传承性　礼仪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一个剔除糟粕、继承

精华的过程。

3．差异性　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的礼仪文化亦不同。

4．变异性　礼仪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5．时代性　礼仪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

6．限定性　礼仪主要适用于交际场合，适用于普通情况下一般的人际

交往与应酬。在这个特点范围之内，礼仪肯定行之有效。离开了这个特定的

范围，礼仪则未必适用。

四、礼仪的功能

1．礼仪有助于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2．礼仪规范着人们的社交行为。

3．礼仪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4．礼仪有利于国人增强民族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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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礼仪与医患的关系

一、医护礼仪的概念和特征

医护礼仪指的是建立在对患者的尊重、关心、理解、爱护的基础上，通

过医护工作者的言谈、举止、表情、工作态度等，在临床工作实践中表现出

来的一种美德和行为规范。

★二、礼仪与医患的关系

医生、护士职业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医生、护士职业的评价，

更直接反映了医疗水平的高低，同时也会影响患者的康复。通过对职业礼仪

修养的培养及服务理念的教育，让医护人员了解自己在服务体系中的位置，

全面掌握服务患者的应知应会。

（一）心理感应的关系

在医患交往的大多数场合，施礼并非纯粹的礼仪之举，而是附着于各类

医疗工作来传情达意。患者也常常根据医护人员的礼仪以及自己受到的礼遇，

来分析和判断其中折射出的对方的心态、情感和意向，从而产生一定的或接

受或逆反的情绪体验。

（二）调节的关系

首先，行为调节作用体现在对交往者个人的印象整饰上。医护人员常常

借助于施行礼仪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印象整饰的目的；服务对象也常常

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感受，评价护理质量以及自己所受的礼遇状态，调整

自己在护患交往中的行为。

其次，行为调节作用体现在对医患、护患关系的调整、润滑和整合上。

第三节　医护人员学习礼仪的意义及方法

一、学习礼仪的意义

医护人员在接触患者的时候，为满足患者的身心健康要求，树立良好的

职业形象就显得更为必要。医护人员学习必要的专业礼仪知识，培养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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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修养，利于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妥善地处理各种医患关系，使双方的关

系更为和谐。

医护人员得体的举止、恰当的言谈等良好的礼仪行为会对服务对象的身

心健康起到药物无法起到的效果。礼仪知识的学习与运用是培养医护人员良

好的素质修养、造就坚强的意志与独立精神、树立良好专业形象的重要手段

之一，同样也能使自己拥有一颗圣洁、仁爱的心灵。

二、学习礼仪的方法

1．培养判断和观察能力。

2．采取多种途径学习。

3．进行规范性模拟训练。

4．反复实践。

【模拟试题测试，提升应试能力】

一、名词解释

1．礼仪　　2．医护礼仪

二、选择题

A1 型题

1．礼仪起源于（　　）

A．原始社会 B．春秋战国 C．秦汉时期

D．南北朝 E．奴隶社会

2．我国古代礼仪的变革时期为（　　）

A．夏商周 B．春秋战国 C．秦汉时期

D．南北朝 E．奴隶社会

3．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三纲五常”一直被人们奉为日常行为的礼仪

准则，它的提出者是（　　）

A．老子 B．董仲舒 C．孟子

D．王阳明 E．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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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原始社会的礼仪中，           礼仪最为突出（　　）

A．婚姻 B．丧葬 C．敬神　　　  D．建筑

5．言行的规范被称为（　　）

A．礼仪 B．礼节 C．礼貌　　　  D．礼宾

6．下列哪项不是礼仪的功能（　　）

A．塑造形象 B．沟通信息 C．积蓄能量　  D．增进友谊

7．下列哪项不是礼仪的特征（　　）

A．规范性 B．传承性 C．限定性

D．不变性 E．差异性

8．“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其内涵为礼仪的（　　）

A．遵守的原则 B．自律原则 C．从俗的原则

D．真诚的原则 E．平等的原则

9．古人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内涵为礼仪的（　　）

A．遵守的原则 B．自律原则 C．从俗的原则

D．宽容的原则 E．平等的原则

10．人与人相处是一门微妙的艺术，下列礼仪的基本原则中，        应当

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　　）

A．适度的原则 B．平等的原则 C．真诚的原则

D．宽容的原则 E．自律原则

三、简答题

作为一名现代护理人员，学好和掌握护理礼仪并运用于护理工作实践

中，有哪些现实意义？

（丁　勇）



【学习内容提炼，涵盖重点考点】

第一节　美 学 概 述

一、美学的概念

美学是一门研究美与审美及其本质和规律的科学。

二、美学的基本特征

1．形象性　美的事物总是形象的、具体的。

2．感染性　美的事物之所以具有感染力，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美的事

物中包含着一种令人愉快、喜爱的东西。

3．功利性　指美的事物具有某种对人类有益的实用价值的特征。美的

功利性并不局限在它的实用上、经济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愉悦。开阔了视

野，舒展了性情，启发了思想。

4．社会性　美具有社会属性。一方面美来源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表

现在它的社会效用上，人类之所以需要美、追求美，不仅在于经济实用，还

在于精神上的满足。

第二节　护 理 美 学

一、护理美学的概念

护理美学是将美学基本理论应用于护理实践的一门科学。护士以纯洁无

第二章

医护人员职业形象美

第二章　医护人员职业形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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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的精神投身于烦琐的工作，护理工作中饱含着美的韵律。

★二、护理美学的规则

1．养成良好的坐、站、行姿态

（1）坐姿：端正、娴雅自如、稳重大方的坐姿显示出护士的静态美。

（2）站姿：挺拔向上、舒展俊美、亭亭玉立的站姿展示护士挺拔俊秀。

（3）走姿：协调、稳健、轻盈、充满活力的步态走出护士的动态美。

2．创造安全、舒适、和谐与统一的护理环境

（1）安全：护理人员应设法确保患者安全的要求，包括：正确执行医嘱、

严格查对制度、加强各项安全防护措施。

（2）洁静、舒适：护理人员应注意保持病区的整洁、安静、舒适，这样

可消除患者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

（3）和谐与统一：医护间、护士间应相互支持，共同参与为患者服务。

医疗环境处处都要体现整齐、和谐，使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使患者在其中

心情愉快，唤起其对生活的热爱。

3．具有娴熟、精确的操作美

护理技术的精美体现在轻柔、娴熟、精确、细致。

（1）轻柔：护理人员在基础护理、专科护理中都应注意“四轻”，即说

话轻、走路轻、关门轻、操作轻。

（2）娴熟：各项护理技术均达到运用自如，即动作敏捷、轻巧、协调、

富于美感。

（3）精确：护理工作是一门科学，每一环节都存在精确美。

（4）细致：护理人员做每一件事都应做到精细、美观。

4．学习人文科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

第三节　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与素质

★一、高尚的医德

医德指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是医护人员必须遵守的准则和规范。它必

须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为基础，确立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