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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这是因为平卧位及侧卧位等传统分娩体位虽然

可以帮助胎儿转换胎位,但不能够充分利用重力作

用,外阴更容易发生撕裂,侧切的概率会更高[9 - 10]。
而观察组产妇在自主体位和运动中,能够依据自身

的舒适感调整分娩体位,在坐位、站位时胎儿的纵轴

和母体产道中轴基本相符,重力刺激下,宫颈压力显

著增加,有力节律的宫缩能够加快产程并扩张宫口,
同时产妇会阴部组织肌肉松弛,利于胎儿娩出。 而

且,如散步、慢舞、爬楼梯、小马步等持续运动会使得

骨盆各骨骼之间和骨盆形状发生连续性变化,让胎

头与骨盆处于持续动态匹配过程。
综上所述,自主体位和运动分娩能够转移产妇

注意力、舒缓情绪、减轻分娩疼痛、缩短产程,提高阴

道试产成功率,产科医护人员要更新分娩观念,使分

娩过程人性化与舒适化,鼓励产妇本人及家属配合

应用自主体位和运动分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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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性延续护理对农村颅脑手术出院后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苏小燕,马摇 兰,王摇 赛

[摘要]目的:探究联合性延续护理对农村颅脑手术出院后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选择脑出血和颅脑损伤行颅内血肿清

除术后出院的农村病人,根据护理方式分为给予常规出院护理的对照组和给予除常规护理外联合延续性护理干预的观察组,
各 41 例。 将 2 组病人出院 6 个月后的 Barhtel 指数及生活满意度评分的数据资料进行比较。 结果:出院时,2 组病人的 Barhtel
指数水平及生活满意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在出院 6 个月后,观察组病人的 Barhtel 指数水平和生活满意率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联合基层医务人员的延续性护理能提高农村颅脑手术出院后病人的生活质量,是一种有效

的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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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对于行外科治疗的脑出血及颅脑损伤病人,术
后多会伴有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不仅

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还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

重的负担[1]。 虽然在住院期间,多数病人危及生命

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但许多病人在出院后仍面临

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因此仍需要很高的健康照护

需求。 我院神经外科病人多来源于周边乡镇农村,
病人及家属普遍存在文化程度偏低、医疗卫生意识

不强、行动力及依从性较差等情况,对于健康教育知

识的学习能力差,家属对其照顾不具有规范性[2]。
我科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因脑出血和颅

脑损伤行颅内血肿清除术后出院的农村病人为研究

对象,联合基层医务人员(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

医务人员),对颅脑手术出院病人进行联合延续性

护理干预,形成医院 - 病人 - 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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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三者联动的(医共体)服务模式,取得良好的护理

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行颅脑手术(自发性脑出血及颅

脑外伤行颅内血肿清除术)出院的病人 85 例,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将病人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 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1)住院时间 3 ~ 30 d;(2)年龄

14 ~ 80 岁;(3)出院时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
分 < 80 分;(4)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同意书;(5)
出院后能通过电话或微信联系上。 排除标准:(1)
同时患有癌症、免疫性疾病;(2)有酗酒或药物成

瘾;(3)有精神疾病;(4)入出院时 ADL 评分 > 80
分;(5)出院后继续进行康复治疗。 由于研究对象

迁往他地失访和死亡等原因,最后完成研究的病例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1 例。 2 组病人的性别、年龄以

及出院时格拉斯哥昏迷指数(GCS)评分、Barhtel 指
数及生活满意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具有可比性。

表 1摇 2 组病人出院时一般情况比较(x 依 s)

分组 n 男 女 年龄 /岁 GCS 评分 /分 Barhtel 指数 /分

观察组 41 28 13 59. 1 依 13. 3 9. 24 依 2. 66 42. 8 依 6. 9

对照组 41 27 14 59. 9 依 11. 5 9. 78 依 2. 62 41. 8 依 7. 0

t — 0. 06* 0. 29 0. 93 0. 65

P — >0. 05摇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字2 值

1. 2摇 方法摇 护理干预措施:观察组及对照组都给予

出院后常规护理指导,包括健康教育、功能锻炼、服
药指导、门诊随访等。 同时观察组由项目组人员定

期给病人所在区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人员进行疾

病相关知识的培训,联合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人

员上门家访,随访时根据病人情况给予实施个体化

护理方案:邀请进入由延续护理小组成员、病人或家

属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卫生工作人员组成的

“脑外科护理延续服务微信群冶,群里会定期发一些

宣教资料,供病人及家属学习,有问题的病人及家属

可以在群里随时利用文字、语音、图片等形式,咨询

医护人员,小组医务人员根据各自空余时间及时给

予专业指导,及时解决病人问题;在病人出院后 1、
3、6 个月进行联合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务人员

为病人进行上门随访,其中包括指导服药、饮食、肢
体功能锻炼、各种管道的护理、压疮的预防与护理

等,了解病人恢复情况及心理状况,并给予心理护

理;制定发放《颅脑手术延续护理手册》,以多图片、
少文字形式,更利于病人及家属理解掌握。 6 个月

后对病人 Barhtel 指数量表得分及生活满意度进行

评估。
1. 3 摇 观察组指标及评定标准摇 (1)Barhtel 指数量

表,是安徽省病历统一使用量表,对颅脑手术病人日

常生活包括(1 进食,2 洗澡,3 修饰,4 穿衣,5 大便,
6 小便,7 如厕,8 床椅转移,9 平地行走,10 上下楼

梯)活动能力评定,总分 100 分,ADL 能力缺陷程

度:玉级,0 ~ 20 分为极严重功能缺陷;域级,25 ~
45 分为严重功能缺陷;芋级,50 ~ 70 分为中度功能

缺陷;郁级,75 ~ 95 分为轻度功能缺陷;吁级,100 分

为自理。 (2)生活满意度量表,属于主观生存质量

的一种测评指标,其内容包括 5 个项目,病人对 1 个

项目的回答从 7 个判断中选取 1 个,其表述从完全

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为 1 ~ 7 分,中间有程度、轻
重不一的判断;总分 31 ~ 35 分为非常满意,26 ~
30 分为满意,21 ~ 25 分为略满意,20 分为一般,
15 ~ 19 分为略不满意,10 ~ 14 分为不满意,5 ~ 9 分

为非常不满意;逸20 分归为满意, < 20 分归为不

满意。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出院 6 个月后 Barhtel 指数水平比较摇 观

察组 Barhtel 指数为(63. 5 依 7. 1)分,高于对照组的

(58. 3 依 5. 6)分( t = 3. 68,P < 0. 01)。
2. 2摇 2 组病人生活满意率比较摇 出院时观察组满

意率 19. 51% (8 / 41),与对照组的 14. 63% (6 / 4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2 = 0. 35,P > 0. 05);出院 6 个

月后观察组满意率 41. 46% (17 / 41),高于对照组的

9. 76% (4 / 41)(字2 = 10. 82,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颅脑手术病人术后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

症,如认知功能、神经系统以及肢体功能障碍等,有
些病人出院时还带有各种留置管道,包括胃管、尿
管、气管切开导管等,这不仅对病人的生理及心理造

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也给

病人的家庭以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且农村病人

及家属文化程度偏低、卫生意识相对薄弱、治疗依从

性较差,故出院后正规康复护理仍然是一个漫长过

程。 本研究采用联合基层医务人员的延续性护理明

显提高农村颅脑手术出院后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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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得到了病人及家属的认可。
延续性护理是指采用现代信息化工具开展的一

种延伸性质、开放式的护理服务,它将住院护理延伸

到病人出院后的治疗和康复过程中,在医患之间建

立起有效的目的性互动,改善并维护病人的生活质

量与康复[3]。 其包括 3 个方面:(1)医疗、护理服务

的延续;(2)疾病相关信息的延续;(3)医、护、患关

系的延续[4]。 国外延续性护理已经成为一项较为

成熟的护理技术,英国的脑卒中病人出院后在社区

和家庭中的生活一直为全科医生为主的医疗服务团

队所护理,保证了其出院后护理的延续性[5]。 国内

学者[6]研究指出延续性护理的开展保证了病人对

出院后连续、科学护理服务的可及性,能够显著提高

病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延续护理服务,使医

疗资源有效利用,使民众健康得以持续维护,充分体

现了护理学科的科学性和人文关怀,有利于医疗资

源整合,促进医疗改革发展,是护理专业价值和社会

服务功能的体现[7]。
颅脑手术病人出院后伴有语言障碍、肢体偏瘫

等并发症的病人,需要长期的康复功能锻炼、服药及

心理护理。 病人出院后因农村文化程度的差异,且
随着时间的延长,病人及家属对疾病的认知度逐渐

降低,淡忘医嘱及护理内容,导致治疗及护理依从性

下降,因此颅脑手术术后的病人进行延续性护理很

有必要,对参与延续性护理的卫生服务人员进行培

训,使实施延续护理的人员,能够熟练掌握专业知识

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延续性护理[8],对病人进行一对

一的服务,实施个体化护理方案,增加病人家属与乡

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医务人员之间的交流,能及时

解决病人的日常康复问题。 对随时有简单问题的病

人通过微信进行健康与生活指导,操作问题先由村

卫生室医务人员解决,有乡镇、村室解决不了的问

题,科室医护人员将及时上门服务。 微信群的建立

增加了病人 -病人 - 医务工作者三方交流,参与服

务时的现场带教,更方便高效地解决病人急需问题,
同时也增强病人及家属对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的

信任,对家庭成员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使病人感觉到

社会及家庭的重视,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同时

节省医疗资源,提高病人护理依从性。 本研究中观

察组病人日常生活能力明显改善,生活满意度满意

率明显提高,均优于对照组。
联合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针对农村颅脑手

术出院病人进行联合延续性护理项目,形成医院 -
病人 -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三者联动的服务模

式,降低病人再入院率,节约医疗资源与成本[9],促
进病人康复,改善生活质量。 但此项目中仍存在基

层卫生人员因时间关系,时有参与不及时现象;老年

病人依从性差、不会使用微信等问题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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