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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对结肠癌根治术病人希望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永侠1,白摇 茹2,陈摇 娜1,王万霞2

[摘要]目的:分析延续性护理干预对结肠癌根治术病人术后希望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行结肠癌根治性手术病人 84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2 例,其中对照组采取常规出院指导和随访方法,而观察组给予延续性护理干预,随访时

间 3 个月;分别于出院时和随访结束时采用 Herth 希望量表、QLQ鄄C30 生命质量测评量表评估病人希望水平和生活质量情况,
对比 2 组病人康复情况差异。 结果:出院时,2 组病人 Herth 希望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随访 3 个月时,2 组

病人 Herth 评分积极行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观察组积极态度、亲密关系和希望总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 <0. 05 ~ P < 0. 01)。 随访结束时,QLQ鄄C30 量表中,功能领域评分观察组社会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 01),而躯体功

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和情绪功能 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症状领域(纳差、疼痛、便秘、腹泻、恶心和呕吐等)评分

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结论:对结肠癌根治术病人实施延续性护理,有助于提高希望水平和生活质量,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关键词] 结肠肿瘤;根治性手术;延续性护理;生活质量

[中图法分类号] R 735. 35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9. 11. 029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level of hop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radical resection of colon cancer

CHEN Yong鄄xia1,BAI Ru2,CHENG Na1,WANG Wan鄄xia2

(1. Department of Nursing,2.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level of hop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radical resection of colon cancer. Methods:Eighty鄄four patients treated with radical resection of colon canc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4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discharge guidance and following鄄up metho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nursed with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followed up
for 3 months. The postoperative level of hop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Herth Hope Index and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鄄Core 30(QLQ鄄C30) at discharge and end of following鄄up,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rehabilit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At discharge,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HHI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 At 3 months of
following鄄up,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positive action scores Herth score of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but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positive attitude,intimate relationship and hop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At the end of following鄄up,the social function score in QLQ鄄C30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whil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hysical function,role function,cognitive function and emotional fun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and the scores of the symptom fields( including poor appetite,pain,constipation,
diarrhea,nausea and vomiting)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treated with radical resection of colon cancer can improve the hope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colon neoplasms;radical resection;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quality of life

摇 摇 结肠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手术

治疗一直是首选方法,而根治性手术在结肠癌病人

的综合治疗方案中尤为重要,能有效延长病人总体

生存时间。 当然,在寿命得到延长的基础上,病人的

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也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结肠癌

手术病人术后生活质量难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同时也会出现心理应激、负性情绪,不利于术后

康复。 希望水平反映的是病人对未来某些目标的信

念,往往表现为战胜疾病的自信心,是对实现自我能

力的体现,对病人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结肠癌术

后病人住院期间能够得到专业的护理和康复指导,
但院外由于知识和能力、资源缺乏,生活质量和希望

水平问题开始凸显,而延续性护理作为护理工作的

延伸,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肿瘤外科自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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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起实施结肠癌术后病人延续性护理策略,取得

一定效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选取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我院收治行结肠癌根治性手术病人 84 例作为研

究对象,所有病人均经组织病理学明确诊断为结肠

癌,并实施根治性手术。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 42 例为对照组,2018 年 6 - 12 月 42 例为观察组。
其中,观察组中男 26 例,女 16 例,年龄 28 ~ 84 岁;
肿瘤发生的部位:右半结肠癌 20 例,横结肠癌 2 例,
左半结肠癌 5 例,乙状结肠癌 15 例;病理类型:腺癌

37 例,黏液腺癌 2 例,差分化腺癌 2 例,低分化腺癌

1 例;有淋巴结转移者 15 例,无淋巴结转移者 27
例。 对照组中男 26 例,女 16 例,年龄 36 ~ 78 岁;肿
瘤发生的部位:右半结肠癌 20 例,横结肠癌 1 例,左
半结肠癌 4 例,乙状结肠癌 17 例;病理类型:腺癌

38 例,黏液腺癌 3 例,差分化腺癌 1 例;有淋巴结转

移者 13 例,无淋巴结转移者 29 例。 2 组病人的性

别、年龄、肿瘤部位以及临床分期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纳入和排除标准摇
1. 2. 1 摇 纳入标准 摇 (1)组织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

为结肠癌;(2)符合结肠癌根治性手术指征,手术过

程顺利、术后未出现严重并发症;(3)预测总体生存

时间逸3 个月;(4)具有良好的理解、沟通能力,能配

合完成随访和调查问卷;(5)取得病人和家属的知

情同意。
1. 2. 2摇 排除标准摇 (1)肿瘤临床分期晚或合并心、
肺、肾功能不全等手术禁忌证者;(2)既往罹患其他

脏器恶性肿瘤性疾病人;(3)合并认知功能不全、焦
虑、抑郁等心理、精神疾病病人;(4)合并其他影响

生活治疗和身心健康的疾病人。
1. 3摇 护理干预摇 对照组病人采取常规出院指导和

随访方法,包括指导按时按量服药、识别药物的常见

不良反应、饮食和生活指导、告知定期复诊等,同时

定期电话随访,询问并记录院外康复情况,随访 3 个

月结束后再次至我科行问卷调查。 观察组病人给予

延续性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包括:
1. 3. 1摇 组建延续性护理小组摇 研究开始前组建延

续性护理小组,明确小组成员分工,包括大肠肿瘤研

究方向的主任医师 1 名,负责病人术后病情评估、制
定随访计划和跟进病情进展;具有丰富临床护理经

验的肿瘤专科主管护士 1 名,负责设计延续性护理

的实施步骤和具体方法细节、制定健康教育指导手

册、定期组织成员交流、监督和改进延续性护理方案

等;具有良好护理技能和一定沟通技巧的的护士 3
名,负责执行延续性护理计划、定期随访、组建延续

性护理小组微信群,负责将结肠癌病人接收入群,
并医在微信群里负责解答病人或家属的提出的问题

等;经过问卷调查知识培训合格的护士 1 名,负责开

展 Herth 希望量表、QLQ鄄C30 生命质量测评量表评

分工作。
1. 3. 2摇 出院前准备工作摇 出院前详细登记病人信

息,为每一位入住病人建立个人信息档案,内容包括

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家庭地址、病人和主要陪护人

员的联系方式以及一般病情资料等。 自制结肠癌根

治手术自我保健宣教手册,内容包括饮食、生活、功
能锻炼等基本知识,同时在醒目部位留有病区医生

办公室和负责延续性护理主管护士的电话,告知病

人和家属术后随访的方式,并督促加入延续性护理

小组微信群,取得病人和家属的认可和支持,提高随

诊的依从性。
1. 3. 3摇 出院宣教摇 根据发放的结肠癌术后自我保

健手册内容,对病人进行一对一的出院宣教,指导病

人结肠癌的预防和保健知识,包括生活中常接触的

致癌物、腌制食品以及改变排便习惯等,告知如何做

好饮食、作息规律,注意观察排便习惯和大便情况,
识别结肠癌复发的报警症状以及术后常见并发症的

识别和简单处置方法等。 教育病人如何进行自我评

估,包括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评价,当自我察觉到

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不适时及时向家属、病友和医护

人员寻求帮助。
1. 3. 4摇 电话随访和复诊摇 出院后第 1 月内,护理人

员每 2 周联系病人和陪护人 1 次,询问病人一般情

况,了解切口愈合程度,有无活动后切口疼痛感,了
解饮食和排便情况,有无大便带血、带有黏液脓液

等,关注是否严格遵医嘱服药,有无药物不良反应

等,重点询问病人院外康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并为其提供解决方案。 出院 1 个月后,每月随访 1
次至出院后 3 个月。 期间,病人还应每月至我科复

诊 1 次,医护人员对病人状况进行综合评估。
1. 3. 5摇 心理干预摇 护士用耐心、尊重的心态和关切

的语气与病人沟通,取得病人的信任,拉近护患之间

的心理距离。 多向病人介绍结肠癌成功治疗的案

例,用榜样的作用帮助其树立积极、乐观、向上的心

态,指导病人如何通过呐喊、哭泣等途径宣泄自我的

不良情绪。 教育病人培养兴趣爱好,从而扩大交际

范围,帮助病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分散注意力,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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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摆脱肿瘤带来的心理阴影。
1. 3. 6摇 社会支持摇 病人的社会支持是提高希望水

平和生存质量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病人家庭成员

和病友支持两方面。 随访期间反复与病人家属沟

通,告知家属多陪伴病人,不光重视病人的物质生

活,也应给予精神支持和鼓励,让病人感受到自我在

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体验到家庭的温暖。 建立结

肠癌病友微信群,由延续性护理小组成员负责解答

病友的问题,也可以病友间进行交流互动,分享结肠

癌术后自我管理和康复的经验,为病人之间搭建相

互交流的平台,帮助减轻压力、相互鼓励。
1. 4摇 评估量表摇 分别于出院时和随访结束时采用

Herth 希望量表[1]、QLQ鄄C30 生命质量测评量表[2]

评估病人希望水平和生活质量情况。 Herth 希望量

表包括采取的积极行为态度、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

态度以及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的态度 3 个维度,每
个维度分为 4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方法,希望总分

为 3 个维度总分的平均得分,分别统计每个维度得

分和希望总分,评分越高,表明希望水平越高。
QLQ鄄C30 量表包括功能领域和症状领域、总体健康

状况、生命质量三个领域总计 30 个条目,采用 4 级

评分方法,功能领域、总体健康状况和生命质量领域

评分越高则生命质量更优,而症状领域评分越低,生
命质量越差。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希望水平的比较摇 出院时,2 组病人

Herth 希望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随访 3 个月时,2 组病人 Herth 评分积极行动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观察组积极态度、亲
密关系和希望总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2. 2摇 2 组病人生存质量比较 摇 随访结束时,QLQ鄄
C30 量表中,功能领域评分观察组社会功能评分高

于对照组(P < 0. 01),而躯体功能、角色功能、认知

功能和情绪功能 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2);症状领域(纳差、疼痛、便秘、腹泻、恶心和

呕吐等)评分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结肠癌根治手术后,不光是疾病和手术本身带

来的躯体不适症状,而且病人消化道结构发生改变,

摇 表 1摇 2 组病人出院时 /随访 3 个月 Herth 希望量表评分结

果(分;x 依 s)

分组 n 积极行动 积极态度 亲密关系 希望总分

出院时

摇 观察组 42 11. 69 依 3. 72 12. 04 依 2. 59 11. 28 依 3. 05 11. 67 依 3. 10

摇 对照组 42 11. 20 依 3. 50 11. 92 依 2. 20 11. 46 依 3. 11 11. 53 依 2. 97

摇 摇 t — 0. 62 0. 29 0. 27 0. 21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随访 3 个月

摇 观察组 42 12. 04 依 3. 88 15. 13 依 4. 87 14. 45 依 3. 62 13. 87 依 4. 14

摇 对照组 42 11. 94 依 3. 48 12. 47 依 2. 75 11. 31 依 3. 04 11. 91 依 3. 10

摇 摇 t — 0. 12 3. 08* 4. 30 2. 46

摇 摇 P — >0. 05 < 0. 01 < 0. 01 < 0. 05

摇 摇 *示 t忆值

表 2摇 2 组病人 QLQ鄄C30 量表功能领域评分对比(分;x 依 s)

分组 n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认知功能 情绪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42 65. 20 依 11. 48 73. 23 依 13. 92 58. 41 依 8. 83 71. 08 依 14. 25 59. 83 依 10. 93

对照组 42 61. 34 依 10. 19 67. 84 依 12. 07 55. 22 依 8. 91 65. 11 依 13. 88 52. 88 依 9. 50

t — 1. 63 1. 90 1. 65 1. 952. 057 3. 11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1

摇 表 3 摇 2 组病人 QLQ鄄C30 量表症状领域评分对比(分;
x 依 s)

分组 n 纳差 疼痛 便秘 腹泻 恶心和呕吐

观察组 42 26. 56 依 6. 89 21. 06 依 5. 34 30. 62 依 7. 71 22. 78 依 5. 58 19. 43 依 5. 41

对照组 42 30. 43 依 7. 22 24. 14 依 5. 88 36. 20 依 7. 94 27. 14 依 6. 29 22. 87 依 6. 00

t — 2. 51 2. 51 3. 27 3. 36 2. 76

P — <0. 05 < 0. 05 < 0. 01 < 0. 01 < 0. 01

饮食习惯亦随之变化,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不同程

度的影响生活质量。 除此之外,病人对肿瘤疾病康

复的担忧以及“结肠癌标签冶的负面影响下,病人难

免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对生活失去希望甚至

产生“厌世心理冶,给康复和预后带来极为不利的影

响[3]。 随着结肠癌筛查普及、手术技术进步以及辅

助放化疗的改进,结肠癌根治手术病人总体生存时

间已经有所延长[4],当前,病人的生存质量和心理

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病人和家属的重视,如何帮助

提高病人生存质量和希望水平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结肠癌病人住院期间能够得到专业、系统的护理干

预,而随着病人出院,传统的护理模式下,护患之间

的关系就已结束,优质的护理无法有效顾及病人的

社区生活,成为影响病人生存质量和心理健康的重

要因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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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指的是通过一系列护理设计、实施,
重点是对病人回归家庭后的持续指导和随访,确保

病人在不同康复场所(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均

能获得良好、科学的护理干预和知识,从而实现院

内、院外的护理延续[6 - 7]。 延续性护理强调连续性

和一体性,是适应新型医疗模式的护理方法,尤其适

用于慢性疾患和肿瘤病人,近年来的研究报道逐步

增多。 高明月等[8]对 39 例胃癌手术病人实施延续

性护理健康教育,并于传统护理方法进行对比,发现

病人院外的遵医行为明显改善,同时使用焦虑评分

量表(SAS)、抑郁量表(SDS)评分亦明显下降,进而

指出延续性护理能有效缓解病人的负性情绪、帮助

提高生活质量。 郭艳艳等[9] 指出,延续性护理对改

善胃癌根治手术病人术后希望水平效果明显,有助

于提高生活信心。 但是,当前国内对于延续性护理

在结肠癌病人中的应用仍鲜有报道,在此基础上,我
科自 2018 年 6 月份以来对 42 例接受根治性手术的

结肠癌病人实施延续性护理,并进行为期 3 个月的

随访。 结果显示,延续性护理干预组病人 Herth 希

望评分总分和积极态度以及亲密关系评分均高于采

用传统方法的对照组,说明病人对于康复、未来的信

心明显提升。 从生活质量角度而言,病人疼痛、腹
胀、腹泻、恶心和呕吐消化道症状领域评分明显降

低,病人躯体症状得到有效缓解,而功能领域包括情

绪功能、社会功能评分均显著提升,病人生理、心理

和社会三方面的状况得到改善,生存质量得以优化。
延续性护理在能够让病人得到专业的护理的同

时,也能调动病人的积极主动性,帮助提高自我护理

的能力,而且通过病友交流、家庭鼓励,病人的信心

和希望得到增强,从而为更好的恢复提供保障。 由

此可见,对结肠癌根治术病人实施延续性护理,有助

于提高希望水平和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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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数的准确用法

1摇 约、近、左右、上下等概数不能并用

要正确使用数字前后的“约冶“近冶“左右冶“上下冶等表示概数的词,它们不能同时用在一个

数字的前后。
[示例 1]A、B 两端的电压约 10 V 左右。 (应去掉“左右冶)

2摇 最大、最小值不应采用概数

“最大冶“最小冶不应与概数连用。
[示例 1]最大血压为 170 ~ 190 mmHg。 (应去掉“最大冶)
[示例 2]最大直径为 0. 5 ~ 5. 0 cm。 (应去掉“最大冶)

3摇 避免混乱的描述

[示例 1]用时最多不到 3 h。 (应去掉“最多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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