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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2200(2009)07-0640-03

高龄离休患者实施快乐因子刺激疗法的效果观察

孙素侠。王艳

·护理学·

【摘要】日的：探讨快乐因子刺激疗法提高高龄离休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方诀：以老年病科>180岁离休住院患者50例为观

察对象，收集其人生经历中值得自豪和愉快的业绩作为快乐因子，通过交谈的方式将快乐因子反复刺激患者，观察其接受刺

激前后生理、心理反应，评估其生活质量。结果：快乐因子反复刺激前后患者生活质量评估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1)。结论：快乐因子治疗是一项简单、有效的护理新方法，对提高离休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明显作用。

[关键词】心理护理；高龄离休患者；快乐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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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factor stimulation therapy for elderly patients who have retired from work

SUN Su—xia，WANG Yah

(Department ofC,eratology，The First AgUi腑a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u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a new psychological nursing tIIempy happy factor stimulation in eleva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patients who had retired from work．Methods：A total of 50 elderly patients with an age of over 80 in the geront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The happy factors we collected were their achievements in their early life．We stimulated their

pride and joy by chatting with them about them．Their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hempy．and their qtIality of life was evaluated．Results：There w鼬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ppraisal sco雌before and after the happy

factor-stimulation therapy(P<0．叭)．Conclusions：Happy factor stimulation therapy is simple and effective in elevating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elderly patients who have retired from work

[Key words]pychological nursing；elderly retired patients；happy factors

老年人由于生理功能的衰退，加上患有多种慢

性病导致其心理、社会功能的退化，生活质量低

下⋯。为做好离休老年人的保健工作，本文对50例

I>80岁的离休患者进行快乐因子刺激治疗，发现该

方法治疗后患者生理、心理有明显反应，生活质量显

著提高，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我院2007年4月至2008年9

月期间人住老年病科的i>80岁高龄离休干部50例

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8例，女2例。职业：均是离休

干部。文化背景：大学12例，中小学31例。疾病：

陈旧性多发腔隙脑梗死20例，出血性脑卒中1例，

糖尿病8例，冠心病8例，肺部感染、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11例，帕金森病2例。均非急性期，神志清楚，

生命体征平稳。排除环境及医务人员不熟悉等因素

对患者生活质量评定的影响。
1．2 方法

1．2．1选择快乐因子以患者的职业、家庭、文化

背景、人生阅历为重点，通过交谈及观察，向患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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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属、亲友收集有关能使患者感到自豪、满足和愉

快的人生经历，制作成50例患者快乐因子小册子。

1。2。2治疗步骤 以每位患者的快乐因子为交流

主题，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职护士每天刺激患者，交

谈20—30 rain，交谈时要互动，营造高层次的服务理

念和人文关怀，指导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康复运

动，15天为1个疗程。

I．2．3生活质量评定标准参考张鹏宇等旧1设计

的评价标准。共分4个方面，分值最低0分，最高

20分。(1)表情：无表情，0分；有表情，1分；能见微

笑，2分；能主动讲述，3分；讲述时有眼神交流，

4分；讲述时配合眼神、手势等动作交流，5分。(2)

注意力与记忆力：交流时注意力涣散，0分；能保持

10 rain注意力，1分；能保持20 min注意力，2分；能

回忆一些往事，3分；能记忆护士名字，4分；能回忆

新记忆，5分。(3)自理能力：躺在床上，0分；能取

半坐卧位，1分；能坐轮椅，2分；能下床活动，3分；

能自理大小便，4分；能自理日常生活，5分。(4)需

要层次：仅需进食排泄，0分；要求更换体位，1分；要

求起床，2分；要求下床活动，3分；要求到户外活动，

4分；要求读书看报，5分。50例患者接受1疗程治

疗前、后由病区专职护士按上述标准进行生活质量

评分。

1．3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

 



2结果

2．1 高龄离休患者常见的快乐因子及其分布 由

于每个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人生经历不同，因

而个人的愉快因子有很大差异，但有一些共性的事

件，如职业生涯中所取得的丰功伟绩(36例)、儿孙

的成绩和孝JI质(38例)、年轻时的趣事(32例)、人生

中一些重要转折(31例)、单位领导的关怀与照顾

(17例)、夫妻双方的体贴(16例)、其他关爱(11
例)等占较大比例。

2．2快乐因子刺激前、后患者生活质量比较刺激

前后患者在表情、需要、注意力与记忆力、自理能力

方面均有明显改善(P<0．01)(见表1)。

表l 高龄离体患者快乐因子刺激前后生活质量评估结

果比较(厅=50；孑4-s)

3讨论

3．1 快乐因子对高龄离休患者的正性作用 生理

学认为当机体受到愉快事件刺激时交感神经兴奋，

释放兴奋性神经递质，使大脑处于兴奋状态，此时脑

血流增加、代谢增加、神经细胞活性增高，对预防痴

呆和脑萎缩有益【3J。人体处于愉快的状态下，不仅

可使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处于正常，而且还会释放某

些有利于人体健康的、抗衰老的因子，也可称之为

“快乐因子”。老年人离休后由于角色转变，在心理

上常常出现不适应，如职业生涯的结束、生活节奏放

慢、经济收入减少，巨大的落差会产生失落感，再加

上疾病缠身，喜欢回忆、唠叨，非常希望与人交

谈M o。护理人员可利用患者的这一特点对其进行

有针对性的护理。曾有学者怕1对100名进行长达

40年的调查，发现50名心情舒畅者身体好，衰老延

迟，仅2名患慢性躯体疾病；而另50名心理不健康

者中有18名患重病死亡，可见愉快刺激可使衰老延

迟。从本组资料看帮助患者回忆愉快的往事，对其

心理起正性作用，因为快乐的回忆无论什么时候展

现都会使人快乐。从表1可以看出，经过1个疗程

的快乐因子刺激治疗，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3．2反复刺激对高龄离休患者的意义随着生理

64l

机能衰退，脑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改变，临床上以记忆功能下降最为常见和突出。再

加上高龄患有多种慢性病，微小病变均可进一步加

剧记忆功能的减退。有研究旧1认为，进人大脑的信

息只有经过反复作用才能被长期保存下来，而被保

存下来的信息都是对个体具有重要意义的。也有学

者认为旧J，人的记忆特点是不愉快的经验易被压

抑、忘却，而快乐的经验容易被铭记，被更长时间保

存、追忆。上述论点有力地支持了本方法的科学性。

因此，用快乐因子反复刺激患者，促使记忆再生，可

以预防痴呆和提高生活质量。

3．3 实施快乐因子应注意的问题

3．3．1 给予亲情般的关怀交谈中发现20例为相

对空巢老人(子女在一个城市，但不生活在一起)，

4例为绝对空巢老人(子女全在外地或国外)。他们

非常寂寞与孤独，希望与人交谈，也希望有人听其讲

话。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子女紊隋

的慰藉，子女儿孙不在一起，老人享受不到天伦之

乐，而老人最看中的就是亲情。从表1可以看出子

女是快乐因子中最主要的内容，本组有75％的患者

一谈起儿、孙便十分高兴。对于这样的老人更应给

予热情关爱。因此，护士应鼓励其子女常回家看看

或给老人打电话，报告自己的成绩及晚辈们成长的

信息。与这类患者交谈时，应多以老人的子女孙辈

信息为主要内容，如子女孙辈的孝顺及成绩等，与老

人一起分享子女的信息，同老人一起回忆与子女在

一起的快乐时光，使老人得到满足与快乐"’8 J。

3．3．2注意沟通技巧，提高尊重服务对待老年患

者，必须尊重。尊重是人性化的概念，在提供尊重服

务时，一方面使患者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另一方面也

展示了当代护士谦虚、有礼有节的职业风范。本组

均是离休患者，由于多年离开领导岗位，社会角色的

转换，从而出现角色行为的增强或消退等一系列表

现，且离休患者层次较高，离休前大多担任领导职

务，更注重称呼。医护人员应给予相应的职务尊称，

使他们得到心理上的满足感。

3．3．3提供休闲娱乐环境为患者提供温馨、愉快

的休闲娱乐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运动。运动

之所以能缓解压力，让人保持平和的心态，与腓肽效

应有关。腓肽是身体的一种激素口J，被称为“快乐

因子”。当运动达到一定量时，身体产生的腓肽效

应能愉悦神经，甚至可以把压力和不愉快带走。此

外，适当的运动锻炼，有利于消除疲劳。整天呆在病

房里，单调而枯燥。长时间单调刺激易引起生理、心

理疲劳，而运动能使刺激强度得到变换，起到改善、

调节脑功能的重要作用。另外休闲娱乐室也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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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下肢深度烧伤足下垂的康复护理

王飞，赵凤娟

·护理学·

[摘要]目的：探讨康复护理对下肢深度烧伤患者足下垂的预防作用。方法：按住院时间先后将64例下肢深度烧伤患者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2例，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性康复护理。结果：观察组踝关节活动度范围、背屈

及趾屈活动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未发生足下垂。对照组发生16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

论：康复护理可预防下肢深度烧伤后足下垂。

[关键词]灼伤；并发症；足下垂；康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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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for the prevention of foot drop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deep burn of lower limbs

WANG Fei，ZHAO Feng-juan

(Depa厅ment ofNursing，晚ngb．死涮People’s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m-e to foot drop in patients who suffering from deep

bum of lower limbs．Methods：Sixty—two patients with deep bum of lower limbs we陀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l=36)and

observation group(忍=36)．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aken routine nursing and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aken routine nursing

with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Results：The motion range of ankle joint，dorsal flexion and plantar flex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1)．There was no patient with foot drop in observation group while 16 patients with foot dmp

in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of thes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ce(P<0，01)．Conclusions：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could

prevent foot drop in patients with deep bum of lower limbs．

[Key words]bums；complications；foot drop；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足下垂是下肢深度烧伤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常导致患者只能足趾着地，有的甚至无法行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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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患者痊愈出院后的生活质量。为预防下肢烧伤

患者足下垂的发生，笔者对32例下肢深度烧伤患者

从入院初到出院后进行全程康复护理，取得较好效

果，现作报道。

们之间互相交流提供了场所，在这里老人们可以互

相交流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对国

际时局的评价以及使用某种药物的效果等，是老人

们排解寂寞的好去处。

3。3，4注意某些禁忌用语护士在与老人交谈时，

必须掌握用语规则，不能讲诸忌讳的话；也不能用命

令式的口吻与老人谈话；想让老人终止某些话题时，

用语应婉转，不能立即中断；当老人说错话时不能马

上纠正；老人重复唠叨时仍应耐心听。总之要“一

切为病人，为病人一切”，始终让老人沉浸在愉快和

满足之中。

快乐因子治疗方法主要通过交谈起治疗作用，

专职护士除运用聆听、触摸、沉默等交谈技巧外，还

要不断地给予赞同、夸奖和鼓励。同时还应注意以

上几个方面。本文通过对50例高龄离休老人应用

该方法后，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由此可见快乐因子刺激

疗法是—项简单、有效的护理新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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