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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心理护理干预在胃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葛摇 婧,梁彩侠,王摇 贤

[摘要]目的:探讨人性化心理护理干预在胃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择普外科择期胃癌手术患者 280 例,随机分

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140 例;对照组围手术期常规术前准备、宣教及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包
括术前访视与心理疏导、术中心理护理及术后回访。 比较 2 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结果:干预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为

90. 7%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4. 3% (P < 0. 01)。 结论:人性化心理护理干预提高了胃癌手术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减少了术后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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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心理护理就是护士在日常护理工作中,应用心

理学的方法和理论为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

境,帮助患者消除或缓解由于疾病或其他方面问题

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及心理问题,使患者心情愉快地

接受治疗及护理,以保证患者全面的身心康复。 在

护理工作中,手术室护理由传统的术中护理模式发

展为围手术期护理,通过人性化心理护理干预消除

患者的焦虑和恐惧,尽量放松心情并能很好地配合

麻醉及手术,真正地做到以患者为中心[1]。 为探讨

人性化心理护理干预在胃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

果,我们在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将人性化心理护理干

预措施运用到胃癌手术患者中,取得良好的疗效,现
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4 月,选择

我院普外科 280 例胃癌手术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

对照组各 140 例。 对照组男 121 例,女 19 例,年龄

36 ~ 82 岁;干预组男 106 例,女 34 例,年龄 36 ~
87 岁。 2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手术及麻醉等方面均

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围手术期常规术前准备、宣教及

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人性化心理

护理。
1. 2. 1摇 术前访视与心理疏导摇 手术前 1 d,手术室

巡回护士根据手术通知单进行术前访视,认真核对

手术患者的病历,了解一般病史、生理、心理发育情

况,文化程度、职业、手术史、过敏史、既往病史和生

命体征,有无感染症状及各种检查单等。 首先自我

介绍,态度和蔼用恰当的语速与患者交流,让患者与

护理人员有亲近感。 核对床号、姓名、住院号,交待

术前注意事项,如禁食、禁水,术前晚要保证充足的

睡眠并注意保暖。 介绍手术室的一般布局及手术当

日的流程、手术大致需要的时间、手术体位与麻醉方

式以及既往手术成功的病例,增加患者对手术的信

心并能更好地配合手术。 患者若有疑问,护理人员

要耐心地倾听,及时反馈,缩短与患者间的感情距离

取得患者及家属的信任,使患者从心理和身体上做

好充分的术前准备。 访视时间不宜过长,以 10 min
为宜,避免引起患者的疲惫与紧张。
1. 2. 2摇 术前心理护理及术中配合摇 术前将室温调

至 22 ~ 25 益,湿度调至 50% ~ 60% ,为患者提供安

静、整洁和舒适的手术环境。 患者进入手术室后至

手术开始期间,会产生紧张、畏惧心理,巡回护士面

对患者,首先自我介绍,增加亲近感,避免因环境和

穿手术衣变化,患者出现陌生与恐惧的心理。 与患

者交流时,要态度和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术

中、术后的注意事项,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有利于

患者配合治疗。 患者移至手术床之前,动作要轻柔,
防止坠床。 再次核对床号、姓名、住院号、诊断、手术

部位等。 主动与患者交流,进行每一项护理操作,特
别是浸入性操作前,要向患者解释将要进行的操作

内容及目的。 在施行麻醉前,巡回护士协助麻醉师

为患者摆好体位,手术室护士可以适当地运用抚触

技术,轻轻地抚摸患者额头,或握住患者的手,增加

患者的安全感,获得最佳的麻醉效果。 麻醉实施后

放置胃管和导尿管减少患者的痛苦,实行人性化护

理。 根据手术的需要和患者的具体情况安置患者适

当的体位,尽可能使患者感到舒适;同时还要保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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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隐私。 手术过程中,巡回护士要加强巡视,在不

影响医生手术治疗的前提下及时在受压的骨隆突部

位给予按摩,防止压疮的产生,注意病情观察,随时

补充手术台上所需物品,不谈论与手术无关的话题,
注意患者保暖。
1. 2. 3摇 术后回访摇 手术结束后,配合医生包扎好切

口,胃癌术后患者仍处于全身麻醉状态,因此在患者

离开手术室前应确定各种引流管路固定完好,输液

管通畅。 为患者穿好衣裤,盖好铺盖,注意保暖;搬
运患者动作平稳轻柔,安全地把患者送至麻醉恢复

室,向麻醉恢复室的护士交代术中情况及术后注意

事项。 术后回访要在术后 3 d 内完成,回访时询问

患者的疼痛情况,检查切口有无渗出,询问患者手术

当日的亲身感受,对患者的积极配合表示感谢,增加

患者对疾病康复的信心。 给予患者术后健康指导,
耐心地向患者交代有关切口的护理、饮食和休息情

况,以促进患者早日恢复。 倾听患者及家属的主诉,
鼓励他们说出内心的想法,请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

作给予一些相关的建议与意见,有助于护理工作质

量的改进和提高。
1. 3摇 效果评价摇 比较 2 组患者护理的满意度,采用

我科自行设计的病人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进行

问卷调查,包括术前访视、术中配合、术后回访护理

工作满意度调查。 评分为 90 分或以上为非常满意,
80 ~ 89 分为满意,70 ~ 79 分为一般,低于 70 分为不

满意[2];护理满意度 =满意 +非常满意。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干预组患者在接受人性化心理护理干预后,主
动配合明显, 术后并发症少, 护理满意度高达

90. 7%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4. 3% (P < 0. 01) (见
表 1)。

表 1摇 2 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测评比较(n)

分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 % uc P

干预组 140 110 17 12 1 90. 7

对照组 140 50 40 30 20 64. 3 7. 37 < 0. 01

合计 280 160 57 42 21 77. 5

3摇 讨论

摇 摇 目前,在临床护理中采取有效的人文关怀是一

种新的护理方法[3],通过一系列的人文关怀,如术

前访视、术中护理、术后回访等将单一的护理内容扩

展到全面护理干预,体现了人文关怀对生命的尊重

及对健康的重视,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以病人为

中心冶的文化主题;提高了疾病治疗的效果,创造良

好的环境,有利于患者疾病的康复;且能有效降低护

患纠纷的发生,提高患者满意度[4]。 手术对患者来

说是一种躯体上和心理上的刺激,心理护理的实施

打破了手术室传统的封闭式工作模式,可作为一种

全新的护理理念[5]。 手术室护士通过对患者进行

术前访视,使医护人员和患者在手术室再次相见不

会让患者产生陌生感,术中有效的人文关怀也减轻

了患者对手术疼痛的恐惧及担忧;术后的回访不仅

保证任务能优质高效的完成又要更多地对手术患者

负责。 护理人员的心理护理工作大幅度地降低了患

者的焦虑感,使患者原来的紧张心理得到缓解,确保

手术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术后康复[6]。
本研究对干预组采用人性化心理护理干预后,

患者主动配合明显,术后并发症少,护理满意度高达

90. 7%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4. 3% 。 说明有效的人

文关怀对胃癌手术患者病情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

用。
心理护理工作使手术室护士工作扩展到病房,

服务于患者,充分调动了护患双方的主观能动性,使
患者得到极大的受益,实现住院患者护理工作的连

续性。 这就要求我们手术室护理人员不断完善心理

护理措施,积累工作经验,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以及

语言方面的修养,坦诚与慎言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健全知识结构,提高语言的辅助治疗[7],从而

提高整体护理质量,拓宽护理人员心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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