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对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了重要部署，

对发展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加快实现职业教育的现代化，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师德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和影响

力。为我国新时代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科学出版社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落实教育部最新《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试行）》要求，并结合我国医药职业院校当前的教学需求，组织全国多家医药职业院校编写了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课程建设规划教材》。本套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新形态教材　本套教材是以纸质教材为核心，通过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将各类教

学资源与纸质教材相融合的一种教材建设的新形态。读者可通过“爱一课”互动教学平台，用

手机扫描书页，快速实现图片、音频、视频、3D 模型、课件等多种形式教学资源的共享，并可

在线浏览重点、考点及对应习题，促进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

2．对接岗位需求　本套教材中依据科目的需要，增设了大量的案例和实训、实验及护理操

作视频，以期让学生尽早了解护理工作内容，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岗位适应能力。教材中知识

链接的设置，旨在扩大学生知识面，鼓励学生探索钻研专业知识，不断进步，更好地对接岗位

需求。

3．切合护考大纲　本套教材紧扣最新《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试行）》的相关标准，清

晰标注考点，并针对每个考点配以试题及相应解析，便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及早与护考接轨，

适应护理职业岗位需求。

“护理礼仪”是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是一门以公共礼仪为基础，研究护

理过程中护士行为规范的综合性应用学科。重视礼仪、学习礼仪、应用礼仪是提高护士综合素

质，提升护理品质的一项重要内容。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护理礼仪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掌握礼仪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技巧，培养护理专业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和行为习惯，为今

后学习各门专业课程及从事护理工作奠定基础。

《护理礼仪》是本套教材中的一本，按照本套教材统一要求编写。主要供护理、助产专业使

用，也可供其他医学相关专业使用。全书共 9 章，分别为绪论、护士仪容礼仪、护士服饰礼仪、

护士行为礼仪、护士言谈礼仪、护士交往礼仪、护士工作礼仪、护士求职礼仪、涉外礼仪。体

例上有案例、知识链接、自测题、实训指导等，帮助学生练习和拓展知识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科学出版社和各参编单位的大力支持，同时还参考引用了礼仪方

前　言 QIAN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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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大量有关书籍，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本书是全体参编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尽管我

们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付出许多辛劳，但由于能力和水平有限，难免有诸多不足，敬请广大师

生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不断完善。

编　者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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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1

第          章1第          章1
绪　　论

 第 1 节　礼仪的基本概念 

胸外科来了两名新护士，林燕和李怡。工作一周后，护士长考察发现，许多患

者愿意让李怡为自己服务。林燕和李怡技术考核都是优秀，这是怎么回事呢？通过

了解，患者回答：“林护士衣服总是脏脏的，说话又生硬，看样子就不怎么专业。李护士穿着干净清

爽，说话温柔和气，我们喜欢她为我们操作。”护士长决定找林燕谈谈礼仪要求。

问题：1．什么是礼仪？

 2．礼仪的原则有哪些？

案例 1-1

我国自古就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誉。在五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仅形成了

一整套完整的礼仪思想和礼仪规范，而且重礼仪、守礼法、行礼教已经内化为民众的自觉意识

而贯穿于心理与行为活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风气的现实反

映，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随着社会的进步，礼仪规范对现代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各行各业都把礼仪修养培训

作为行业员工上岗培训的首要内容。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行业，要充分意识到职

业礼仪规范对提高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性。因此，护理礼仪已成为护理教育的重要课程。

一、礼仪的概念

礼仪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得到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礼貌、礼节、仪表、仪式

的统称。礼仪包括“礼”和“仪”两部分。“礼”即礼貌、礼节，也指礼物；“仪”即仪表、仪

态、仪式、准则等。

1．礼貌　是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表示尊重和友好，通过语言和动作表现敬意的行为规

范，如尊称、主动打招呼、道谢等。它反映了时代的风尚与道德水准，体现了人们的文化层次

和文明程度。

2．礼节　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示尊重、祝贺、哀悼等惯用形式，是礼貌在语言、行为、

仪态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具有形式化的特点，主要指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礼貌行为。

3．仪表　是人的外在表现，包括容貌、服饰、仪态等。

4．仪式　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为表示敬意或隆重，举行具有专门程序的规范化活动，如各

种会议、项目的开幕式或闭幕式、颁奖仪式等。

从本质上讲，礼貌是礼仪的基础，礼节、仪表、仪式是礼仪的基本组成部分。礼仪是由一

系列具体的、表现礼貌的礼节构成，它不像礼节一样只是一种做法，而是一个表示礼貌的系统、

完整的过程，在层次上高于礼貌、礼节，其内涵更深、更广。礼仪的含义包括四个方面：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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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规范；第二，礼仪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时代潮流的直接

影响；第三，礼仪是个人学识修养、品质的外在表现；第四，礼仪的目的是通过社交各方面的

相互尊重，达到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状态。

（考点：礼仪的概念）

二、礼仪的分类

礼仪按照行业分为行业礼仪（或职业礼仪）和非行业礼仪，行业礼仪有政务礼仪、商务礼

仪、服务礼仪；非行业礼仪有社交礼仪和国际礼仪等。

1．政务礼仪　指公务员在执行国家公务时应遵守的礼仪规范或准则，又称国家公务员 
礼仪。

2．商务礼仪　指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人员在工作交往中应遵守的礼仪规范和准则。

3．服务礼仪　指各类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本职岗位上应遵守的礼仪规范或准则。

4．社交礼仪　指人们在一般性交际应酬场合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又称交际礼仪。

5．国际礼仪　指人们在国际交往中，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应遵守的礼仪规范或准则，又称

涉外礼仪。

三、礼仪的原则

遵循礼仪规律，坚持礼仪原则，是更好地学习、应用礼仪知识进行人际交往的一大关键。

1．遵守原则　在交际活动中，每一位参与者都必须自觉、自愿地遵守礼仪规则。否则，除

交际沟通失败外，还会遭受公众指责。这种不约而同地督促每位沟通交往者自觉自愿以礼仪规

范自己交往言行的现象，即为遵守原则。只有掌握、坚持这条原则，才能保障礼仪的逐步推广

和规范运用。

2．自律原则　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仪规范由“对待他人的做法”和“对待

自己的要求”两部分组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自我的要求，即运用中需要重视自我要求、自

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检点、自我反省，对待个人的自律要求是礼仪的基础和出发点。

3．敬人原则　要求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对交往对象要互谦互让、互尊互敬、友好相待、和

睦共处。始终恭敬重视对方，注重将敬人放在人际交往活动的首位。真正灵活掌握、运用礼仪

规范知识，引领、督促双方的人际交往，彼此诚挚相处、深情互见。

4．宽容原则　即在交往活动中，不仅要严于律己，更要宽以待人，多理解、体谅、容忍

他人，而不要求全责备、过分苛求、咄咄逼人。要有容人之短、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度量，“水至

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自觉给他人个人行为的自由，切实做到在严于律己的前提下宽以待

人，宽待容忍那些与众、与己不相同的行为。

5．平等原则　平等是礼仪的核心，对人应以诚相待，一视同仁，给予同等礼遇。这是人际

交往时获得对方接纳、理解、尊敬和友好的一件法宝，务必熟练掌握、坚持常用。

6．从俗原则　礼仪交往要求人们尊重对方、入乡随俗，而不要妄自尊大、自以为是，或歧

视甚至否定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习俗。人际交往时要正确认识和尊重因不同国情、民族及文化背

景所形成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客观现实，坚持入乡随俗，注意确保自己的言行与

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做法相同，杜绝自高自大、否定他人、唯我独尊的交往恶习，使礼仪规范运

用得心应手、生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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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真诚原则　要求人们在运用礼仪时，务必以诚待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得口是心

非、阳奉阴违。在社交场合，并非每个人都能有优美的姿态、潇洒的风度、得体的谈吐，但是

只要真诚相待，就能赢得对方的礼遇和信任。

8．适度原则　在与人交往时，首先要感情适度，既要彬彬有礼，又不能低三下四；其次要

谈吐适度，既要坦率真诚，又不能言过其实；最后要举止适度，既要优雅得体，又不能夸张造

作。坚持适度得体，注意经常优化交往技巧，努力做到把握分寸、符合规范、表达敬意，保障

人际交往的有效性。

（考点：礼仪的原则）

知识链接

曾 子 避 席

一次，孔子问坐在身边的弟子曾子：“过去的圣贤之王有至高无上的德行、高深的学问以教化

天下人民，所以君臣相安、人民安居乐业，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曾子听了，明白老师是要指点他

道理，于是起身离席，恭恭敬敬行礼答道：“学生愚钝，不知其中的深刻道理，请老师指教。”

这便是“曾子避席”的故事。在这里，“避席”是一种非常礼貌的行为，当曾子听到老师要向

他传授时，起身离席、行礼请教，是为了表示他对老师的尊重。曾子知书达理，向老师求教时的礼

貌、谦逊态度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

四、礼仪的作用

通常，礼仪以其独特的作用联络个人、维系社会，成为人们约定俗成地运用、遵守的行为

规范和习惯。这些作用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沟通作用　实践证明，任何成功的人际交往与交往双方相互热情问候、亲切微笑、文

雅谈吐、友善目光、得体举止等以礼相待的言行密切相关。因此，礼仪形成了人类交流感情、

达成共识、建立友谊和开展活动的群体生活纽带，是人们进行人际交往必须借助、利用的 
力量。

2．协调作用　作为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一种润滑剂和人际关系建立发展的适用调节器，礼

仪对于构建扶持一种新型人际关系，具有友爱、团结、平等及互助的重要作用。人们交往时只

要充分利用礼仪的这种作用，就可尊重取悦对方，缓和冲突矛盾，产生信任、好感，加强紧密

合作，进而达到个人亲切友好、平易近人，群体团结互助、营造友谊的目的。

3．维护作用　由于礼仪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志和客观反映，因而对维护社会

秩序和促进文明建设，具有法律不能替代的作用。礼仪的这种作用可有效地督促人们知书讲礼、

文明守纪，理性地促成家庭和睦、社会稳定，进而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对于良好的社会

风尚形成产生深刻、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4．美化作用　在人类生活经验中产生的礼仪规范，十分讲究人的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

统一。强调一个人塑造良好形象时，必须内外优化，整体配合，逐步形成内有美好心灵、外有

优美举止和美丽仪表的有机整体。只有在个人重视自身美化的基础上，才能使人们相处更和睦、

生活更温馨、事业更兴旺。

5．教育作用　实际上，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礼仪规范，历年来一直作为人类的教育工具，

巧妙地以合理劝阻、客观评价、典型示范和熏陶影响等教育方式引领帮助人们纠正不良行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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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逐步成为通情达理、助人为乐、精通业务、讲求奉献的好公民。此外，从教育角度而言，

严格按礼仪规范交往的个体本身还具有示范教育的作用，可直接给周围的人提供耳濡目染的教

育机会，有利于人们改正缺点、端正品行、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人民群

众的综合素质。

 第 2 节　护理礼仪的基本概念 

患者，女，55 岁，农民，小学文化。因多饮、多食、多尿伴体重减轻，来院就

诊，门诊以“糖尿病”收入院。责任护士李怡非常热情地迎接患者，耐心地与其沟

通，认真实施各项护理操作。但患者因患病焦虑及更年期综合征，情绪不稳定，易怒，多次刁难。

李怡均举止优雅、态度和蔼地解决了患者提出的难题。

问题：1．李怡的言谈举止符合护理礼仪的哪些特征？

 2．护理礼仪的作用有哪些？

案例 1-2

护理是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护士是人们心目中的“白衣天使”，是爱心、细心、耐心、责

任心的代名词。护理礼仪与修养，直接影响着护士职业形象和护理职业的发展，影响着护理质

量的提高和护理专业的发展。护理礼仪文化应当渗透于护理教育当中，使整个护士队伍群体素

质更为优质和提升，更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赖。

一、护理礼仪的含义

护理礼仪是护理工作者在进行医疗护理和健康服务过程中形成的被大家公认和自觉遵守的

行为规范和准则，属于职业礼仪的范畴，是一种专业文化模式。

护理礼仪来源于护理实践，又须直接应用于护理服务，是护士素质、修养、行为、气质等

各方面的综合反映。具体来说，它是护理人员在整个护理过程中，为了塑造个人和组织的良好

形象，所应当遵循的尊重患者、尊重患者家属、尊重其他工作人员的礼节，并注重自身仪表、

仪态、仪容等方面的规范和程序。护理礼仪是一般礼仪在护理工作中具体的运用和体现，对于

培养合格护士，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和优化护理整体综合素质作用重大，影响深远。

（考点：护理礼仪的含义）

知识链接

优秀护士的理想特征

外观整齐清洁，亲切自然；性格开朗，能给别人带来轻松愉快感；具有敬业精神；具有责任

感和工作主动性；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具有专业知识和娴熟的技能；有思想，有主意，有方法；

待人谦恭，懂得做人做事的礼节道理；人际关系良好，尊重患者、同事、亲友。言行品性可让人依

赖。善良，有同情心，肯帮助别人。

二、护理礼仪的特征

1．规范性　护理礼仪是护士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建立在相关法律、规章、守则和原则

基础上的，是护士待人接物、律己敬人、行为举止等方面规定的模式或标准。这种规范性，不

仅约束着护士自身的行为，也是衡量护士合格与否的尺度。例如，不少国家对护士的着装有统

护理礼仪WQ-6.indd   4 2018/4/12 星期四   下午 2:01:59



第 1 章　绪　　论 5

一规定，工作时必须戴帽，穿护士服和护士鞋等。

2．强制性　护理礼仪中的各项内容是基于法律、规章、守则和原则基础上的，对护士有一

定的约束力和强制性。护理人员提供的护理服务，实质上是由一系列专业性很强的护理操作技

术组成的，如给药、导尿等，其目的是满足患者生理和心理需求。而护理礼仪也正是在这些操

作实施过程中通过规范的举止和合适的语言得以体现的。因此，在日常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

必须约束自己的一些不正确、非专业的行为和语言。必须牢记，严格地遵循操作技术原则是为

服务对象提供良好护理服务的重要保证。

3．综合性　护理礼仪作为一种专业文化，是护理服务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人文和

科技的结合，是伦理学和美学的结合。护理礼仪体现的是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不仅反映在护

理人员的服饰仪表和外在精神面貌上，更是其内在的道德品质、思想素质、敬业精神和自身修

养的深层展现，在护理活动中体现出护士的科学态度、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护理礼仪强调对

患者的人文关怀和对生命的尊重，护理人员在服务患者的过程中必然会体现出科学的工作态度

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在为患者进行各项护理操作时必然展现出自身的语言美、风度美和技艺美，

从而让服务对象感到满意。

4．适应性　护士对不同服务对象或不同的文化礼仪具有适应能力。南丁格尔指出：人是各

种各样的，社会、职业、地位、民族、信仰、生活习惯、文化程度不同，所患疾病也不同，要

使千差万别的人都达到治疗和康复所需要的状态，这本身就是一项最精细的艺术。随着国际友

好往来增多，护理工作面对的患者其信仰、风俗、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护士要在工作中

尊重患者的信仰、文化、习俗，并在交流、接触、调整中相互融合适应。

5．可行性　护理礼仪要运用于护士实践中，应注重礼仪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要得到护理

对象的认可和接受。护理礼仪要求具体细致、通俗易懂、切实可行，易于学习和掌握，可广泛

应用于日常护理活动中，才有生命力和持久性。护理礼仪如果能恰到好处地应用到护理工作中，

必将有利于护理工作者建立良好的医护关系、护患关系，提高工作效率和护理质量。

（考点：护理礼仪的特征）

三、护理礼仪的作用

南丁格尔曾说过：“护士其实就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护士走路的艺术、谈

话的艺术、操作的艺术，都会给患者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而我们希望的是带给患者未来、幸

福、安宁和健康。”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医疗模式的转变，人们对健康需求及对医疗

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护理礼仪已成为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塑造个人形象，密切护患关系　从表面上看，护理礼仪只是一种职业行为，但实际上

却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人的全部文化修养的外在体现，既反映了护士职业“以人为本，

关爱生命”的原则，又体现出对他人的尊敬、友好。护理礼仪作为护士尊重患者的形式，也是

护士获得患者尊重的重要途径之一。护理人员行为举止有礼、谈吐文雅、外表端庄、处事大方、

办事沉着及对护理事业执着的追求都能彰显其人格魅力，成为美的载体，获得患者的尊重、信

赖与合作，唤起患者对生活的向往，产生美的享受和追求，给患者以精神上的鼓舞，增添其战

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康复，成为密切护患关系的桥梁。

2．树立职业形象，提高护理质量　护理礼仪是护士职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护士素

质、修养、行为、气质的综合反映。良好的护理礼仪能使护理人员在护理实践中充分体现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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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心、自信心、责任心。护士个人在工作场所的言谈举止、衣着服饰，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行

为，而是与所在医院的声誉紧密联系，甚至影响到社会对护士职业的评价，影响到护士在社会

中的地位。同时，将护理礼仪融入临床护理工作的始终，可强化护理行为效果，提高护理质量，

还可以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提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3．融洽医护关系，营造和谐环境　人际交往，贵在团结与和谐。医护工作是互相配合、共

同完成疾病治疗，并以促进患者康复为最终目标的工作。繁忙工作中对同事的一句问候、一个

微笑、一句关切的话语，都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而仪容整洁、精神饱满、行动干练，可获得

同事的信任，有利于彼此的协作。因此，运用护理礼仪，对同事以礼相待，关心、体贴和尊重

他人，可以营造和谐愉悦的工作环境。

四、护理礼仪修养的培养方法

“做人先学礼”，礼仪教育是我们人生的第一课。良好的气质和礼仪，绝不是先天就具备的，

而是通过后天不断地学习和训练才逐渐形成的。要学好护理礼仪，必须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

动性，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采取多种途径对礼仪修养进行培养。

1．加强道德修养培养　作为社会道德的一种载体，礼仪修养始终离不开道德修养。有德才

会有礼，修礼必先修德，两者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凡要提高礼仪修养水平，则必先大力加强

道德修养，尤其对护理礼仪修养更是如此。因为护士只有通过强化道德修养，树立高尚的职业

道德，才能具备优良的礼仪修养，切实密切护患关系，塑造护士良好形象。所以，每个护士都

应高度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严格遵守护理职业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礼仪

修养，以礼仪化的言行自觉维护“白衣天使”的崇高声望和荣誉。

2．注重礼仪知识学习　礼仪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门学科，它和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美

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都有密切关系。一个人只有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才能深刻理

解礼仪的原则和规范；只有具备较高的文化层次，才能在不同场合更加自如地运用礼仪。因此，

要提高自己的礼仪修养，必须注重礼仪知识和相关知识的学习，提高文学、艺术欣赏能力和审

美能力，提升综合知识素养水平和文化底蕴。并将所学知识内化为文明素质和修养，将日常的

语言美、举止美、仪态美转化为内在美、气质美、风度美，做到“知书识礼”，使护士美好形象

的塑造得到升华，成为深受患者、同行和社会欢迎和放心的执业护士。

3．开展护理礼仪的行为规范训练　学习护理礼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应该

从基本的行为规范开始。例如，护士站姿、走姿、坐姿、蹲姿、端治疗盘、持病历夹、推治疗

车和行礼问候等姿态的训练，需要循序渐进地反复训练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在养成优雅端庄

的行为举止、具备良好的语言沟通技巧之后，才能将其应用于护理实践中。　

4．应用于护理专业课程学习　除在护理礼仪课程中加强对护理礼仪行为规范的训练外，还

应将护理礼仪应用于护理专业其他课程的学习中，尤其是“内、外、妇、儿、基”护理课程的

学习，要主动将护理礼仪修养和沟通技巧渗透到各项护理操作中去，进行场景模拟练习，强化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5．规范临床护理礼仪实践　在提高护理礼仪修养时，要以积极的态度，坚持理论联系实

践，将自己学到的护理礼仪知识积极运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之中。护理礼仪本身就是一门应用科

学。因此，学习护理礼仪，务必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要注重实践，将知识运用于实践，

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这是学习礼仪的最佳方法。离开实践，修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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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应该在临床工作中，时时处处自觉地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礼仪的准则来规范自

己的言行举止。要提倡以老带新，互帮互教，团队协同，共同提高。

总之，礼仪之邦传承礼仪，现代社会注重礼仪。我国的护理礼仪与生俱来就具有中华文化

的内涵及民族特色，现已成为中华礼仪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自 测 题

一、名词解释

1．礼仪

2．护理礼仪

二、填空题

1．礼仪的作用包括　　　　　、　　　　　、　　

　　　、　　　　　、　　　　　。

2．护理礼仪的作用包括　　　　　、　　　　　、

　　　　　。

三、选择题

A1/A2 型题

1．礼仪的概念不包括
3 3 3

（　　）

 A．礼貌 B．礼数

 C．礼节 D．仪表

 E．仪式

2．护理礼仪属于（　　）

 A．政务礼仪 B．商务礼仪

 C．职业礼仪 D．国际礼仪

 E．社交礼仪

3．护理礼仪的特征为（　　）

 A．强制性 B．专业性

 C．服从性 D．灵活性

 E．操作性

4．患者，女，72 岁，宫颈癌末期，怨恨家属对其

照顾不周，经常无故发怒，护士应遵循的护理

礼仪原则是（　　）

 A．从俗原则 B．真诚原则

 C．宽容原则 D．自律原则

 E．遵守原则

5．患者，男，56 岁，农民，胃癌术后。护士在探

视时间与其进行交谈。谈话过程中，护士手机

来电，护士立即接听电话，患者感到伤口阵阵

疼痛，并很烦躁。护士违反
3 3

了下列哪项护理礼

仪原则（　　）

 A．适度原则 B．从俗原则

 C．平等原则 D．敬人原则

 E．真诚原则

四、简答题

1．礼仪的原则有哪些？

2．护理礼仪的特征有哪些？

3．如何培养护理礼仪修养？

（李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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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节　头 面 仪 容 

李怡是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护士。今天是她第一天上班，爱美的她早早来

到科室，穿戴整齐。戴帽子时特意别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靓丽发夹，还留了一小缕头

发沿着面颊搭下来，修饰自己略显圆润的脸蛋，并且化了个突显五官的精致妆容。可是护士长却批

评了她，说她不懂得护士的仪容礼仪。

问题：1．什么是仪容礼仪？

 2．化妆礼仪的要求有哪些？

案例 2-1

仪容，通常是指人的外貌或容貌，主要包括头部和面部。在人际交往中，每个人的仪容都

会引起交往对象的特别关注，并将影响到对方对自己的整体评价。在个人的仪表问题之中，仪

容是重中之重。

仪容礼仪主要包括仪容自然美、修饰美和内在美。仪容自然美是仪容礼仪的第一层次，通

常一个人天生丽质，必然让人觉得赏心悦目。仪容的修饰美是指个人依据礼仪规范和自身条件

对仪容进行必要、恰当的人为修饰。通过化妆修饰、发式造型、着装佩戴等手段，弥补和掩盖

在容貌、形体等方面的不足，并在视觉上把自身较美的方面展现出来，使外形得以美化。仪容

的内在美，是人的思想、品德、情操、性格等内在素质的具体体现。内在美是岁月的沉淀，须

经后天的培养，它完善了仪容美的整体内涵，是仪容美的最高境界。真正意义的仪容美，是以

上三者的高度统一。

一、发 型 礼 仪

发型是仪容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美和修饰美的结合。

（一）发型礼仪的要求

1．干净整齐　头发干净整齐是发型礼仪中的一项基本要求。如果头发油、头屑多还有异

味，就会给人一种不爱干净的负面印象。头发的清洗要科学有效，根据清洁度、发质特点、环

境和温度来选择清洗频率。一般来说，油性头发要比干性头发清洗频率高；头屑多、环境污染

重的清洗频率应高；天热比天冷的清洗频率高。清洗时，水温应控制在 40℃左右。洗头前先梳

发，洗发液先挤在手心揉搓至起泡后再涂于头发上，用指腹轻轻揉搓发根至发梢，然后再用清

水清洗干净。最后用适量护发素按摩发尾处并冲洗干净。

2．合理养护　头发与五脏密切相关，中医言“发为血之余，发为肾之华”。如果肝肾虚，

就会精血不足，头发自然也就不好。而头发与肾脏的关系则尤为密切。所以平时可以多吃一些

黑芝麻、黑豆、核桃、黑米等食物，强肾润发。也可以向医生咨询选用一些何首乌、枸杞子之

22第          章第          章

护士仪容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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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中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学会劳逸结合，释放压力，尽量保持心情愉悦放松，避免过

度思虑和焦躁。可以进行一些体育锻炼，适度的腰部锻炼对于固肾润发也有好处。

3．发质健康　好的发质可以传递给人一种健康整洁的印象。现代社会女性为了追求时尚，

大多数人都会电焗及烫染头发，这样容易损伤发质，使头发变得枯燥、分叉、打结，看起来既

不美观也不健康。生活中应尽量减少电焗及烫染对头发的伤害，让自己发质健康、发色自然。

（二）发型的选择

1．发型与脸型　常见的脸型包括瓜子脸、圆脸、方脸、长脸、菱形脸、三角形脸、倒三角

形脸等，修饰原则是发型不与脸型重复。发型的轮廓必须配合脸型的轮廓，两者合以椭圆形为美。

（1）瓜子脸：俗称鹅蛋脸，是非常理想的一种脸型。拥有这种脸型的女性尤其显得端正典

雅，适用于任何发型。切记不可太过复杂，以免影响本来脸型之美。

（2）圆脸：圆脸比较圆润丰满，最好选用头顶较高的发型，或者侧刘海和直线条的发型来

拉长脸部，两侧略收紧，使脸型向椭圆靠拢。女性头发在颈部可多留一些，最好把额头露出。

男性可以让顶发直立蓬松来达到拉长脸型的效果。

（3）方脸：方脸的主要特征为脸型方正，额头和下颌均较为开阔，给人以刚毅之美，缺点

是不能展现女性的柔美。选用发型时要注意把顶部做高打造蓬松效果，两侧鬓角自然包裹下颌

呈弧形，削弱方的感觉，打造圆润柔和之感。女性应以多层次、柔和的发型来弱化脸部僵硬的

线条。男性顶部也可同样做到头发蓬松，刘海一定要尽量保留偏斜向刘海，并且将脸颊旁边的

头发做蓬松，减少直线的感觉。

（4）长脸：古代贵妇喜欢长脸型，因为这种脸型有种难以言说的贵族气质。但是长脸型的

人容易显老，原因是眼角到嘴角的距离过长，额头露出较多。为了弥补这种脸型的不足，额前

垂下刘海是很关键的补救措施，这样在视觉上可以缩短脸的长度。切忌把发顶打蓬垫高，或者

剃成光头，适合在脸颊两侧加宽发量，长发烫成波浪修饰面部两侧的直线条。不宜把头发剪太

短，这样看起来脸会显得更长。

（5）菱形脸：又称“枣核形脸”。前额下颌轮廓狭窄，颊骨宽阔而高，给人的感觉非常灵

巧。脑门处可以用齐刘海来补偿缺陷，让上面看起来宽一些。女性应避免平直的造型使颧骨突

出，可以用蓬松的波浪增加脸型的柔和感，适合稍微凌乱富有浪漫感的发型。男性可以让顶部

头发蓬松，注意刘海不要分缝。

（6）正三角形脸：额部较为狭窄，腮部较为宽阔，呈上小下大的典型特点，给人的感觉比

较稳健。此种脸型的发型应该把发顶部收紧，两侧放松，自然包裹宽阔的腮部和下颌，刘海可

选用斜分，弱化上小下大的正三角形脸型。

（7）倒三角形脸：又称“心形脸”或“甲字脸”。这种脸形与正三角形脸正好相反，特点

是额部较为宽阔，两腮比较狭窄，呈倒置的三角形，给人的感觉是瘦小灵巧。下颌线条很迷人，

发型应着重缩小额宽，并增加脸下部的宽度，女性头发长度以中长或垂肩长度为宜，发梢卷曲

蓬松可以达到增宽下巴的效果。男性要注意头顶头发不要太蓬，两侧头发做得蓬松即可。

2．发型与体型

（1）矮小身材的发型：身材矮小者，给人以小巧玲珑的印象，此种身形的人不宜留长发，

也不宜把头发搞得粗犷、蓬松。可选择短发或利用盘发增加高度，设计应精致。

（2）高瘦身材的发型：这种身材比较理想，适合留长发，不宜盘高发髻，也不宜将头发削

剪得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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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矮胖身材的发型：矮胖的人要尽可能弥补自身的缺点，在发型的设计上要强调整体发

势向上，应选用有层次感的短发、前额翻翘式等发型，不宜选择长波浪、长直发。

（4）高大身材的发型：这种身型的人应该尽量减少给人粗鲁的印象。优先选择简洁的短发，

切忌发型花样繁复。

另外，选择发型也要注意脖子的特点。脖子长的人适合稍长的、波浪大的发型；脖子短的

人要把头发扎起，暴露脖子，使其显长。

3．发型与服饰

（1）隆重的晚礼服：穿礼服一般是出席比较正式且隆重的场合。披肩式的发型往往显得不

够庄重，因而搭配此类服饰以盘发为好，精心打理的挽发也使人体的颈项显得尤为修长，衬托

出着装者优雅的服饰气质。

（2）正式场合的套装：职业女性在着职业装时发型应干练利落，不宜披头散发或者扎高马

尾、高丸子头等。

（3）运动风格的服饰：穿此类服装时，发型多以利落的短发或是马尾辫为主，这样的发型

不但具有活力也便于运动。

4．发型与年龄、职业　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选择的发型自然有所不同。青年学生，应以

简洁、清爽的发型为主，不宜烫发和染发；老年人可选择大卷的短发，给人感觉慈祥、亲切；

职场男女可选择端庄、干练的适合职业特点的发型，忌轻佻、另类的发型和发色。　

二、面 容 礼 仪

面容是指人的容貌，是一个人精神面貌的外观体现。干净清爽是面容礼仪的基本要求。

每个人都应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如果面容不洁、满脸油污甚至浑身异味，那必然会破坏

美感。

1．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际交往中彼此注意最多的部位，也是面容礼仪中要注

意的重要部位。注意及时清除眼睛的分泌物，如有眼疾需及时治疗并在家休养，回避社交活动。

不宜当众滴眼药水、擦眼屎等。

2．眉毛　眉毛要修剪成形，杂乱的眉毛给人不洁的印象，过短的眉毛也容易让人觉得滑

稽。如果眉型不好，可以通过化妆来弥补。

3．鼻子　注意鼻腔清洁和定期清理鼻头。在公共场所注意不要挖鼻孔、擤鼻涕、挤鼻部黑

头等。男性要注意勤剪鼻毛。感冒时最好戴好口罩遮住口鼻出行。

4．口腔　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上班前不宜吃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比如葱蒜、韭

菜、臭豆腐等。上班期间不要咀嚼口香糖，吃东西后记得检查牙齿表面有没有异物残留。谈笑

时，不要发出不雅的声响，如咳嗽、清嗓、打嗝等。若不慎发出声响，要向身边的人致歉。

5．耳朵　平时注意清洁耳朵，洗发后及时擦拭外耳道内污水，及时清理耳中的分泌物，修

剪较长的耳毛。

6．颈项　是面部的延伸，平时保养面部时注意也要保养颈部。避免颈部皮肤松弛暗沉与面

部皮肤形成较大反差，在做好清洁的同时，做好护肤和防晒。

三、化 妆 礼 仪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得不说，美始终具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震慑力，尤其是人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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