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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在护理工作中的心理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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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要护士肩负着救死扶伤的光荣使命。护士素质不仅与医疗护理质量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是护理学科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良好的素质修养是护士从事护理工作的基

本条件，是提高整体护理质量的重要保证。医院医疗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急、危、重等所有类型的病人的生死存亡，身体健康，也直接反映一个医院医疗水平的高低；医疗服务水
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一个医院的服务文化。所以，护士的道德水平和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医院的医疗护理质量，也关系到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更关系到急、危、重等所有类型
的病人的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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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后，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密切关系
的生活方式疾病和精神疾病有了明显的增长，医学对心理学需要也更为迫切。护理工

作也从单纯身体护理走向整体护理，不仅对病人身体疾病护理，也重视评定、处理病人

的心理问题，并帮助病人获得良好社会适应。护士的心理素质在临床医疗护理质量中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医学模式的改变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护理质量的要求也不

断提高。护理工作已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疾病的护理而需要身心的整体护理。良好的护

士素质既有助于提高护士自身形象，又是提高护理质量的保证，因此提高护士素质很有

必要。

１ 护士心理学知识的专职化、专业化的意义
１．１ 心理护理中存在的问题
（１）心理护理的工作程序不规范、流于形式，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心理护理是按

护理程序的方法和步骤，即评估、计划实施、评价，针对病人的生理、心理、文化、社会适

应能力进行有计划、有目标、有评价的心理护理。目前，在相当数量的医院内开展病人

心理护理并非是按照这个步骤工作模式进行的，未能因人而异施以心理护理，没能达到

心理护理的最终目标－建立健康心理。
（２）护士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及沟通技巧，缺乏与患者交流的时间。
（３）缺乏系统的质量控制管理，尚未建立有效的心理护理的质量控制体系，在管理

方面对健康教育工作的要求和评价也基本局限，护患心理交流传递层面缺乏效果评价。

１．２ 建议
（１）设立心理护理专门机构，形成局域
网络，在护理部下设心理健康教育科，由受过高等护理教育并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心

理学教育专家在该科进行心理护理理论、方法的深入研究，制定心理护理的模式及评价

方法，对各科室进行指导及质控，在各病区设立一名心理护理带教，由受过专门心理护

理培训的本科学历的护士担任负责本病房心理护理的管理。（２）将心理护理相关课程
纳入中等、高等继续教育各层次护理教育中。心理护理应渗透到每位临床责任护士日

常工作中去，责任护士应与专职护士一起做好病人心理护理。

２ 传统医学模式的影响

２．１ 影响 生物医学模式长期影响医疗服务系统，使护理工作者只重视与躯体疾病
有关的生理变化，与躯体疾病有密切关系的心理社会因素和病人及家属对疾病的反应

却往往被忽视。

２．２ 建议 护理理论家Ｗａｔｓａｎ等认为［１］，护理的目标是帮助病人达到身体、心理及
心灵更高程度的协调，而目标的达到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的过程及关怀表达，病人

感受的关怀越深，其对护理的满意程度就越高，要提高护理质量，护理人员必须重视对

病人的心理护理。

２．２．１ 住院病人对护理人员心理护理评价 病人认为某些表达性护理行为，如护士
的善良、温和、周到，对病人的尊重等行为具有很高程度的心理护理，有时护士虽然在病

人身旁边，但态度淡漠、情感上与病人距离甚远，因而病人不能感受到心理上的关怀，因

而护士怎么做，较做什么可能更为重要。另外，准时发药、护理技术熟练这些工具性行

为为病人能够接受良好的心理护理奠定了基础。护士进行护理时的态度是病人更加关

注，更加敏感和看重的部分，可以说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的关怀性并无绝对的先后

之分，而二者的有机结合，方能给病人以最大限度的关怀。

２．２．２ 护士和病人对心理护理评价的比较 对某些心理护理的评价，护士与病人的
观点较为一致，护士认为重视病人、尊重病人、耐心倾听其想法等行为对病人具有最高

程度的心理关怀，表明护士开始注重对病人社会心理方面的护理，至少具备了这样的意

识，这与整体护理的开展，护理人员学习现代护理理论，具备了现代护理理念，更加重视

了护理服务中的对象－病人本身有关，也可解释为护士认为护理技术熟练是理所当然
的，因而更注重运用心理方面的护理行为去实施对病人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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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导管灌注联合三才疗法治疗乳腺增生的
疗效观察及护理

廖琴翅
（娄底市妇幼保健院　湖南　娄底　４１７０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乳腺导管灌注联合三才疗法治疗乳腺增生的疗效观察与护理方法。方法 选取我院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间收治的 ７６ 例乳腺增生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随机分组法原则，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各 ３８ 例病例，对照组采用三才疗法治疗，观察组采用乳腺导管灌注与三才疗法联合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与平均治疗时间。
结果 ①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②观察组治疗时间低于对照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采用乳腺导管灌注与三才疗
法联合治疗，同时实施护理干预，有利于将患者疼痛症状缓解，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乳腺导管灌注；三才疗法；乳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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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增生疾病属于一种常见疾病，很多女性患有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以往单纯药
物治疗仅仅能够缓解患者疼痛，并未取得理想疗效。在本文主要分析乳腺导管灌注联

合三才疗法治疗乳腺增生的疗效观察与护理方法，现将研究情况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我院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间收治的 ７６ 例乳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根

据随机分组法原则，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各 ３８ 例病例，对照组采用三才疗法治疗，患
者年龄在 ２３ 至 ５３ 岁间，平均年龄（３７．１９ ±３．３９）岁，病程在 ０．３ 至 ６ 年间，平均病程
（３．２９ ±１．２９）年。观察组采用乳腺导管灌注与三才疗法联合治疗，患者年龄在 ２１ 至 ５６
岁间，平均年龄（３６．６３ ±４．２３）岁，病程在 ０．４ 至 ６ 年间，平均病程（３．１５ ±１．７２）年。所
有患者均为女性，经 Ｂ超或钼靶检测证实为单纯性乳腺增生，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上无
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单纯三才疗法。采用ＷＨ２９０ －Ⅰ型乳腺治疗仪对患者进行治疗，以乳腺大

小为依据，实施疏散治疗，同时利用音乐对患者情绪进行调节，给予针灸穴位治疗，穴位

主要包括膻中、窦穴、胸乡、鹰窗、期门、乳根等，每个穴位穴疗时间为 ３０ 分钟，便可转至
另一穴位治疗。贴身电极不换位，治疗 ２０ 分钟后交换电极，每次治疗时间为 ４０ 分钟，每
天 １ 次，持续治疗 １０ 天为 １ 疗程，根据患者疾病情况，接受 １ 至 ４ 个疗程的治疗。疗程
间可间隔 ３ 至 ５ 周，经期不给予治疗。

观察组：乳腺导管灌注与三才疗法联合治疗。三才疗法与对照组一致，并给予乳腺

导管灌注治疗。①将治疗液滴注于储液盒内，共滴注 １００ｍｌ，并连接电子输液泵。②取
配置过的 １５ｍｌ治疗液，于导管内注入，留着备用。③将乳头作为中心，选取直径在 １０ 至
１５ 厘米间的范围内实施消毒。④将乳头提起，根据相关要求，选取乳孔，把钝头针置入
乳孔中，若感到有阻力，则需提振乳头或者捻转针头，利用乳头固定器将针头固定，防止

脱落。⑤连接治疗仪器与储液盒连接管，将注泵电源打开，对治疗时间、增加量、治疗量
等参数进行设置，启动仪器，点击自控键，开始治疗。⑥若报警器熄灭或者有警报发出，
则需再次点击自控键，待第二次指示灯灭时，则表明治疗结束，需立刻拔出针头，为乳头

碘伏消毒，完成治疗。持续治疗 １０ 天为 １ 疗程，根据患者病情，治疗 １ 至 ３ 个疗程，经期
间不接受治疗。

１．３ 护理方法
①患者入院前，护理人员需告知患者与乳腺增生相关的知识，使患者对该疾病有一

定了解，乳腺增生疾病的转归与患者抑郁、焦虑等情绪存在较大关联，若患者情绪长期

处于不佳的状态，则会使疾病加重。让患者保持乐观的心情，对生活节奏进行调节，注

重多休息，加强人际交往。②饮食护理。患者要避免食用辛辣、油腻、生冷食物，饮食需
清单，减少摄入动物蛋白与动物脂肪，限制饮酒量，多食用绿色蔬菜、水果等，推荐食用

红枣、山楂、豆腐、海带等食物。③保证良好作息。患者作息时间要规律，养成良好生活

习惯，平常可进行扩胸运动，患者不能穿过紧内衣，尽量选择宽松的衣服。④乳房保健。
每晚均可进行局部按摩，利用双手轻轻按压乳房，顺时针按摩 ３０ 至 ５０ 次，然后逆时针按
摩 ３０ 至 ５０ 次，对血液循环具有促进作用。

１．４ 治疗效果评价标准［１］
治愈：患者疼痛症状消失，经 Ｂ超或钼靶检查发现无肿块，停止治疗后，３ 个月内无

复发。有效：患者疼痛症状减轻，经 Ｂ超或钼靶检查发现肿块直径明显缩小。无效：患
者临床症状无减轻趋势，经 Ｂ 超或钼靶检查发现肿块直径与治疗前相较无变化，甚至
加重。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对上述两组患者各项记录数据进行分类和汇总处理，采取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０ 对

上述汇总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组间率对比采取 Ｘ２ 检验
（或者采用 Ｔ检验）；对比以 Ｐ ＜０．０５ 为有显著性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效果
通过研究得知，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７．４％，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８１．６％。观

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对比存在较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表 １）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３８ ２９（７６．３％） ８（２１．１％） １（２．６％） ３７（９７．４％）
对照组 ３８ ２１（５５．３％） １０（２６．３％） ７（１８．４％） ３１（８１．６％）
Ｘ２ ／ ６．３６ １．０４ ４．５２ ４．５２
Ｐ ／ Ｐ ＜０．０５ Ｐ ＞０．０５ Ｐ ＜０．０５ Ｐ ＜０．０５

　　２．２ 患者治疗时间
从两组患者的治疗时间上看，观察组治疗时间低于对照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数据见表 ２ 所示。
两组患者的治疗时间（表 ２）

组别 例数 平均治疗时间（ｄ）
观察组 ３８ ２０．３９ ±４．２９
对照组 ３８ ３１．２５ ±５．３２
Ｘ２ ／ ７．６２
Ｐ ／ 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乳腺增生在女性中非常常见，且发病年龄逐渐降低，在乳腺类疾病中，乳腺增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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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居于首位，严重影响着女性的正常生活与工作［２］。三才疗法在该疾病的治疗中比
较常用，且能够取得一定疗效，不过近几年，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乳腺导管灌注

也被应用于该疾病的治疗中。

乳腺导管灌注治疗就是指将小钝头针插进患者病变乳孔中，以患者疾病情况为依

据，输入药物灌洗，将淤积分泌物清除，使乳管得以疏通，这种治疗方式安全性较高，不

会对患者身体造成太大影响［３］，同时配合三才疗法，对患者乳房部位的血液循环有着明
显促进作用。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采用乳腺导管灌注与三才疗法联合治疗后，取得了

较为显著的疗效，患者的治疗时间明显缩短，且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这表明这种治

疗方式非常可靠，值得临床推广应用。在实施治疗的同时，患者还需接受有效的护理干

预，对疾病知识能够有进一步了解，做好乳房保健工作。

综上所述，乳腺导管灌注与三才疗法联合治疗在乳腺增生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

辅以有效的护理干预，有利于改善患者病情，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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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重症医学科的应用体会
李玉洁

（九三医院 　 四川　 江油　 ６２１７００）
【摘要】　目的：探讨优质护理服务在重症学科的应用效果。方法：针对我院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我院收治的 ８０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归性分析整理，所有患者的

年龄在 ５９ 岁至 ７９ 岁不等，对 ８０ 例患者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各 ４０ 人。对对照组采用我医院常规的护理方案，而对观察组患者本研究在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基
础上进行优质护理服务，最终对所有患者采用调查问卷访问，并最终回收整理。结果：在对观察组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后，４０ 例患者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
满意度显著的优于对照组患者，Ｐ ＜０．０５。结论：对重症医学科的患者采用优质护理服务可以显著的提高患者对于护理人员护理质量的满意度。

【关键词】　优质护理；重症；应用；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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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优质服务的护理理念是一种创造性的个性化的整体有效的护理方法，其最终的目

的就是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使其在生理、心理以及外界环境上均得到最优的护理服务，

让他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保持一种舒适的状态，最大限度的降低不舒适的程度［１］。随着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要求也已经不仅仅只是治疗疾病，

而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得到优质的护理。本研究采用优质护理在重症医学科中应用，最

终取得显著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材料
本研究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均来自于我院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收治的 ８０

例患者，所有患者中男性患者占 ５３ 例，女性患者 ３７ 例，患者的年龄在 ５９ 岁至 ７９ 岁不
等，平均年龄在 ６６ 岁。所有患者均为急性危重患者，其中 ３１ 例患者为急性脑血管意外，
１６ 例患者为急性重症胰腺炎，３３ 例患者为急性左心衰。所有患者均无法生活自理。最
终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将 ８０ 例患者平均分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各 ４０ 例，最终通过统计
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０ 分析表面，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并无显著学差异，结果具有可比性。

１．２ 优质护理方法
１．２．１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护理人员在对危重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首先要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向患者

详细的介绍重症科室病房环境，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详细的掌握患者的基本情况以

及患者的心理动态变化，最终根据患者的身心需求，给予患者具有优质的护理，及时的

了解患者所做出来的表情、口型以及手势，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询问患者自己理解是否正

确，在确定理解正确的前提下要详细、细致的为患者讲解、阐述问题的答案［４］。此外，还

要对患者得情绪进行细致得观察，对患者不稳定得情绪及时得解决［５］。在患者情绪暴
躁得情况下，要保证温和得态度，快速得化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取得患者得信任以及依

赖，对于已经绝望的患者，护理人员要对患者开展心理疏导以及健康宣教，为患者讲解

疾病得类型、原理，同时为患者讲解疾病治疗后得效果以及预后得质量［６］。对于患者得
恐惧感、孤独感强烈得患者，在满足患者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要保证温和娴熟得护理方

式，使患者对护理人员感受安全感以及家人般得关怀。

１．２．２ 做好常规护理工作，密切观察患者得疾病
通常情况下，重症学科得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往往需要进行长时间得吸氧、输

液、心电图等一些常规的护理工作，对于患者的病房应该要定期的进行通风、消毒并做

到要随时保证病房的清洁。此外，患者由于疾病的特征，往往需要长时间卧床，因此在

患者卧床期间要为患者保持良好的体位，定期的给予患者进行翻身、拍背等可以辅助患

者排痰的操作，使患者随时保持呼吸通畅。同时要为患者进行定期翻身，这样就可以防

止患者由于长时间保持一个体位而出现褥疮或者压疮等并发症［７］。患者疾病过于严重
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病情变化速度极快，因此必须加强对患者的病房巡视工作，密切

的观察患者的基本情况，定时的为患者检查血常规、心电图等基本检查，如果患者出现

异常应该立刻的上报给医生，使其可以得到快速的处理。

１．２．３ 强化护理人员服务意识，定期培训
以往的护理人员在对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往往只是按照医生的嘱咐进行对患者护

理，只是为了工作而护理，其往往严重的缺乏护理的主动性。而本研究优质的护理往往

是时刻的为患者着想，主动的去为患者提供必要的护理服务。在开展优质护理的过程

中要对护理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增强护理人员的服务意识，保证护理人员可以将患者视

为自己的长辈。这样就能保证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避免不必要情况的

发生，极大的缓解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降低医疗纠纷［８］。
１．２．４ 维护患者的尊严
在常规的护理工作中，要注意患者的暴露次数以及暴露的时间，要为患者安排特殊

的检查、导尿、换药、大小便护理等，同时要尊重患者的隐私，采用围帘遮挡，避免患者长

时间暴露而产生不安的心理。对于治疗依从性较差的患者要为患者耐心的讲解，一定

不要采用不理睬或者训斥的方式，这样就可以避免伤害患者的自尊心。同时，在与患者

交流的过程中，对患者要进行尊称，例如称呼患者为老师等等，避免直接呼唤床号，此

外，还要耐心的听取患者的主诉，尊重患者的宗教习俗［９］。
１．２．５ 观察指标
对不同组患者进行不同的护理方式后，对患者进行全面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的总

分为 １００ 分，分不同的调查内容。最终，将对照组与观察组的平均分进行统计学分析。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所有数据的处理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 软件进行分析，计数方法采用 ｔ检测。
２、结果
本研究在对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实施不同的护理方式后，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采用

我院常规护理方法的对照组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平均分在 ７８ 分，而采用我院制定的
优质护理的观察组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的平均分为 ９６ 分，通过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０
分析结果显示，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平均分显著差异，结果表明，经过观察组患者对

于护理的满意度更高。

３、结论与讨论
重症医学科的患者往往都是疾病非常严重的患者，在护理的方法上需要更加的严

格，这是由于患者的疾病往往会变化非常的快，发展及其迅速，这种情况下，护理人员要

为患者提供绝对的高质量护理服务［１０］。应该将传统的以疾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不断
的转向以人为本的护理模式的转变，这样不但可以转变护理人员的护理理念，同时还能

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满意度。本研究通过对患者采用

优质护理，最终结果显示该护理方法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护理效果，极大的提高了患者对

护理的满意度，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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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护理在老年患者中的做法与体会
刘　燕　郝桂英

（内蒙古包头市第四医院骨科　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３０）
【摘要】　 目的：探讨老年骨科的护理特殊性。方法：回顾自己对 ８８ 例老年骨科病人的护理体验。结果：８４ 例老年骨科病人护理质量优良，无并发症发生。１ 例死于原发病。

结论：掌握老年骨科病人的特殊性，实施有效的护理，能显著提高老年骨科的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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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水平及医保体制的不断完善，老年人的健康与护理
已成为护理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课题。因此，关爱老人、了解老人、重视老年患者的心

理和生理健康就成为当今护士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１ 临床资料我院骨科自 ２０１ 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共收治 ８８ 例老年患者。其中，６ｌ
～７０ 岁 ６２ 例，７１ ～８０ 岁 １４ 例，８０ 岁以上 １２ 例。治愈 ８３ 例，占 ９４．３％。回访 ７６ 例，功
能恢复良好。

２ 老年患者常见心理问题
２．１ 焦虑老年人住院后对疾病过分担心，能否治愈，手术是否成功，有无并发症及后

遗症，昂贵的医疗费等使他们，常表现出焦虑、抑郁情绪，往往要求放弃治疗。

２．２ 对治疗存在恐惧感老人大都是因为车祸或不慎摔倒致伤，导致生活不能自理，
对医院环境生疏，骨牵引、打石膏、穿刺等都易产生恐惧感。

２．３ 担心出院后无人照顾多数老年人对功能锻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恢复过程不
了解。担心出院后不能正确功能锻炼，又加上出院后身边无人给予指导，因此，患者不

愿意出院。

２．４ 多疑对别人的言语表情及周围环境敏感多疑，老以为别人在议论他的病情。一
再追问医生：病情严不严重，能不能治愈，今后生活能不能自理等。怀疑亲友及医生隐

瞒病情，怀疑医生和护士的技术水平与治疗效果，始终处于焦躁不安状态。

２．５ 过分敏感希望受到周围人员的关心重视，认为自己年长，社会、生活经验丰富，
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一旦自尊心受挫，往往迁怒于医护人员，百般挑剔。

３ 护理方法与经验
３．１ 护理人员应及时了解老人的心理需要，观察其心理反应；主动与老人打招呼，耐

心倾听老人的陈述，对老人的健忘和哕嗦给予谅解。指导鼓励老人正确看待疾病，介绍

比他（她）年龄更大的同类型成功病例，增强其治疗信心。

３．２ 适宜环境环境性质决定患者的心理状态，它关系到治疗效果及疾病的转归。所
以，要为康复患者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整洁的环境。

３．３ 文明礼貌，亲切体贴在患者心中留下好印象，尤其患者刚入院时。护士应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