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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 - 责任交互式护理模式在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康复中的作用

高学军

[摘要]目的:探讨亲情 -责任交互式护理模式对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足部功能恢复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将 2015 年

收治的 30 例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设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同时将 2014 年收治的 30 例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设为观察

组,采用亲情 -责任交互式护理模式。 比较 2 组病人的足部功能恢复情况、住院时间、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及并发症的发生情

况,并对出院病人进行随访。 结果:2 组病人均未出现并发症,观察组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 (P < 0. 01);观察组病人足部功能

恢复优良率高于对照组(P < 0. 01),出院时观察组病人的健康知识掌握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将亲情 - 责任交互式

护理模式运用于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能促进其伤口愈合,使足部功能早日恢复,且病人对该护理模式的满意度更高,值得进

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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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family responsibility interactive nursing mode on the function recovery
of multiple fractures of metatarsal

GAO Xue鄄jun
(Department of Nursing,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2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family responsibility interactive nursing mode on the function recovery of multiple
fractures of metatarsal,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degree. Methods:Sixty patients with multiple fractures of metatarsal in 2015(30 cases)
and 2014(3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nursed with the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y interactive nursing mode,respectively. The foot function recovery,
hospitalization time,health knowledge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Results:No complication in two groups was found.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foot function recover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and the mastering healthy knowledg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 P < 0. 01).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amily responsibility interactive nursing mode in the multiple fractures of metatarsal can promote the wound healing,
and quickly recover the foot function. This nursing mode has higher satisfaction in pa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
[Key words] metatarsal fracture; family responsibility interactive nursing mode;foot recovery

摇 摇 多发性跖骨骨折在临床十分常见,如何有效促

进该类病人足部功能的早日康复,逐渐成为临床护

理研究的热点[1]。 亲情 - 责任交互式护理模式是

在护理责任制方法的基础上,以鼓励、引导家属一起

参与病人的护理措施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护理模

式[2]。 本研究对我院骨科收治的 60 例多发性跖骨

骨折病人分别采用常规护理模式、亲情 - 责任交互

式护理模式进行护理效果比较,探究亲情 - 责任交

互式护理模式在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足部功能恢复

中的护理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本研究选取 2015 年收治的 30 例

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设为对照组,2014 年收治的 30
例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设为观察组。 其中,对照组

男 21 例,女 9 例;年龄 14 ~ 57 岁;跖骨干骨折 23
例,跖骨基底部骨折 7 例,且均为闭合性骨折;手术

距外伤时间 5 h 至 7 d。 观察组男 23 例,女 7 例;年
龄 18 ~55 岁;跖骨干骨折 21 例,跖骨基底部骨折 9
例,均为闭合性骨折;手术距外伤时间 7 h 至 6. 5 d。
60 例病人均给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2 组病人在

年龄、性别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病人入住双号病房,按照常规护

理方式进行护理干预。 观察组病人入住单号病房,
采用亲情 -责任交互式护理模式,具体实施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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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护理。 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往往由于受到

意外伤害而承受较大的精神压力,护理人员在行心

理护理干预过程中,应将对话沟通、心理安慰等心理

护理工作向家属进行宣教,并注意指导家属密切观

察病人的情绪波动,充分发挥家属对病人性格了解

的有利条件,随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鼓励病人树立

早日康复的信心[3]。 (2)个体教育。 入院后,护理

人员向家属认真讲解家属参与护理的重要性、已经

取得的效果以及具体的实施方法,使家属能够与护

理人员共同提高病人康复配合护理的积极性。 (3)
集体教育。 护理人员定期组织同病房、病情相似的

病人和家属开展活动,畅谈治疗护理心得体会,拉近

病人之间的距离。 (4)足部护理。 护理人员应定期

观察病人足部的康复情况,并为家属详细介绍多发

性跖骨骨折的护理方法,让家属逐渐参与基础护

理[4]。 (5)饮食护理。 指导家属安排病人在受伤后

的 1 ~ 2 周内,食用清淡不油腻、容易消化且富含胶

原纤维等的食物;伤后 3 ~ 4 周食用含大量蛋白质、
维生素、磷和钙质的食物;伤后 5 周以上多食补肝益

肾之食品,如动物肝、肾、排骨等。
1. 3摇 观察指标摇 护理后观察 2 组病人足部功能恢

复情况、平均住院时间、健康知识掌控情况以及并发

症的出现情况,并对已出院病人进行随访,获得其恢

复情 况 数 据。 其 中, 足 部 功 能 恢 复 情 况 按 照

Marylandl 足部功能评分系统[4] 进行疗效评定,该评

分系统共 11 个题目,其中,优:95 ~ 100 分;良:75 ~
89 分;可:50 ~ 74 分;差: < 50 分。 优良率 = (优例

数 +良例数) /总例数 伊 100% 。 健康知识掌握程度

评分采用自制的健康知识水平调查问卷,并参照甘

艳军[5]的设定方法进行评定,由病人入院时以及出

院时进行填写。 该问卷共 15 个题目,每道题目评分

根据答案“完全了解冶“一般冶“完全不了解冶分别赋

值 3 分、2 分、1 分,总分 45 分。 得分越高,说明病人

对健康知识了解越多。 在正式调查开始前 2 周选择

10 例病人进行预调查,测得问卷的信度为 0. 862,效
度为 0. 894。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秩和检验和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并发症发生情况及住院时间比较摇 2
组病人均未出现并发症。 观察组病人的住院时间为

(32. 25 依 2. 60) d,少于对照组的(35. 34 依 2. 70) d
(P < 0. 01)。
2. 2摇 2 组病人足部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摇 对术后 2

个月病人进行随访,根据 Marylandl 足部功能评分系

统对病人的足部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估,观察组足

部功能恢复优良率 93. 3% ,高于对照组的 66. 7%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足部功能恢复情况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 % 字2 P

观察组 30 20(66. 67) 8(26. 67) 2(6. 67) 0(0. 00) 28(93. 33)

对照组 30 15(50. 00) 5(16. 67) 8(26. 67) 2(6. 67) 20(66. 67) 2. 59 < 0. 01

合计 60 35(58. 33) 33(21. 67) 10(16. 67) 2(3. 33) 48(80. 00)

2. 3摇 2 组病人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评分比较摇 入院

时,2 组病人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 出院时,观察组病人健康知识

掌握程度评分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评分比较(分;x 依 s)

分组 n 入院时 出院时

观察组 30 14. 53 依 6. 54 37. 98 依 10. 23

对照组 30 13. 12 依 5. 67 14. 52 依 5. 84

t — 0. 89 10. 91#

P — >0. 05 < 0. 01

摇 摇 #示 t忆检验

3摇 讨论

摇 摇 亲情 -责任交互式护理模式不同于常规的护理

模式,通过培养家属协同护理的能力,调动了病人及

家属的积极性,保证了护理工作的连续性,有效提高

了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的自我护理能力[6 - 7]。 多发

性跖骨骨折在治疗时必须正确地复位并保持复位后

的位置,加以精心的护理,加强康复训练干预,才可

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亲情 -责任交互式护理模

式可以使病人及家属了解基本的护理操作方法和技

巧,掌握康复功能锻炼的原则与方法,从而加快多发

性跖骨骨折病人的康复,缩短病人住院时间,为家庭

护理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8]。
本研究结果显示,亲情 - 责任交互式护理模式

与常规的护理模式相比,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多发性

跖骨骨折病人足部功能的恢复。 2 组病人术后足部

功能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在开展家属参

与护理干预过程中,通过心理护理、个体教育、集体

教育、足部护理、饮食护理等方面的指导,引导家属

共同参与护理,体现了相互协同护理的特色。 因此,
出院之后家属对于护理工作的参与,以及病人自身

的重视使病人的康复水平远高于普通的护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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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 此外,2 组病人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评分的差

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10]表明,采用亲情 - 责任

交互式护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提高病人的健康知识水

平,而且通过个体教育方法与集体教育方法的有效

结合,把饮食方法、治疗配合及锻炼方法等相关知识

讲述给病人及其家属,方便他们获得更多关于多发

性跖骨骨折病人康复的信息,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

病人的自我保健能力。 可见,亲情 - 责任交互式护

理模式是一种放眼长远的新理念,对病人的身心健

康有着长远的帮助。
此外,由于病人家属对于病人的性格更为了解,

对于其心理和情绪方面的波动也可以更准确地把

握、更全面地干预,同时病人对于家属的信赖感较

高,进一步提升了家属护理质量[11]。 亲情 - 责任交

互式护理模式不仅改变了过去的护理习惯,而且进

一步加强了护理人员、病人、家属三者为一体的协同

作用,骨科疾病应以病人为中心,根据病情对病人进

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护理,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这对病人足部骨折的早日愈合、功能的恢复以及自

我效能水平的提高等均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将亲情 - 责任交互式护理模式运用

于多发性跖骨骨折病人,能促进其伤口愈合,足部功

能早日恢复,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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