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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化内科护理中如何有效降低护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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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快速，社会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

对于医院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医院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同时做好护理方面的各项工作，这样才能加快

疾病的恢复速度，减轻疾病对于身体的危害。消化内科是医院的主要科室之一，消化内科所涉及的工作非

常多，很多时候工作人员都非常繁忙，这样就会增加管理的难度，而且该科室的病人经常会出现复发等情

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医院提高对护理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对患者进行专业的护理，这样才能降

低疾病对患者的危害，加快疾病的恢复速度，降低护理风险。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在消化内科护理中如何降

低护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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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reduce the risk of nursing in digestive medicine nursing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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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been very rapid, and social life
has undergone very great chang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hospital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hospitals are required to improve their own medical standards and do a good job in nursing. This
work can speed up the recovery of the disease and reduce the harm of the disease to the body. Gastroenterology is
one of the main departments of the hospital. Gastroenterology involves a lot of work, and often the staff is very
busy, which will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management, and patients in this department often have relaps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hospital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nursing work and actively provide professional care to
patients, so as to reduce the harm of diseases to patients, speed up the recovery of disease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nursing.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reduce the risk of nursing in digestive medicine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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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从这句话中能够发现，

护理工作在患者的治疗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大，能

够提高治疗的效果。而且护理工作对于疾病预后也

非常重要，做好护理方面的各项工作，能够降低疾

病复发的可能性。尤其是消化内科，消化系统疾病

对于人们的影响非常负面，而且病程时间较长，非

常复杂，很多人在该方面的知识储备上并不足，对

于疾病的看法也不一样，这样就会增加患者的心理

负担，对于疾病的治疗以及恢复不利[1]。

1 做好消化内科护理工作的意义

1.1 减少医患之间的矛盾

做好护理工作能够减少医患之间的矛盾，提高

护理满意度。护理满意度一直是医院追求的目标，

而且做好护理工作也是医院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在

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所需要做的工作非常多，贯

穿着患者从入院到出院的始终，而且在护理期间，

工作人员也会对患者进行各方面的指导，在不断地

交流中得到患者以及家属的认可，缩减人们之间的

距离，这样能够避免医患矛盾的出现[2-3]。很多消化

内科患者在入院之后，心情都非常复杂，而且非常

挑剔，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做好护理工作，借

助温和话语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鼓励患者积极配

合治疗。

1.2 加快疾病的恢复速度

护理工作在疾病的治疗中所发挥出的作用非常

明显。在护理期间，需要对患者进行药物方面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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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观察和记录，根据患者的变

化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解决[4]。所以说做好护理方面

的工作能够加快疾病的恢复速度，减轻疾病对患者

的负面影响。

1.3 降低疾病的复发

消化内科疾病很容易就会出现复发这样的情

况，出现复发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程

度不足，不清楚疾病的注意事项，此外就是护理人

员的工作不到位，这些因素就会增加疾病复发的概

率，对患者来说非常不利，增加治疗难度。所以这

就需要做好护理方面的各项工作，能够在治疗期间

给患者讲解疾病方面的知识，让患者提高对疾病的

认识，这样能够降低疾病复发的可能性。

2 如何降低消化内科护理风险

2.1 创造一个良好舒适的环境

舒适的环境能能够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加快

疾病的恢复，减少外界因素对患者的影响。所以在

入院之后，护理人员就要给患者营造一个舒适的住

院环境，对患者的房间进行合理布置，可以根据患

者的性别、年纪等情况进行布置，这样能够提高患

者的舒适程度，减少负面情绪出现的可能性。环境

温度最好是在 22摄氏度左右，当然可以根据具体的

情况进行调整[5]。如果住院条件优越的话，一个患者

要安排一个房间，这样能够降低疾病的传染，因为

很多消化内科疾病都有传染性，比如肝病等，这样

能够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加重病情。

2.2 提高对患者的重视程度

在护理工作中，要提高对患者的监视频率，尤

其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更要提高对患者的重视

程度，借助设备对患者的身体体征进行严密观察，

如果出现异常，机器就会出现报警情况，然后护理

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对应的解决，减少危险因素

对患者的影响。此外在监察的过程中，及时清理杂

物，对于用不到的东西进行清理，对电线等，进行

梳理和标注，及时提醒患者不要随意触碰电线，避

免出现触电情况[6]。如果有问题及时呼叫护理人员。

另一方面要对输液管、针头等药品废物进行科学处

理，避免出现感染情况。在这些医疗垃圾中，包含

着非常多的病菌等，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感染情况，

危及到患者的安全。

2.3 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能力

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能力能够有效降低护理风

险，能力强的护理人员能够满足工作的要求，减少

护理失误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医院

提高对工作人员能力的重视程度，积极对工作人员

进行培训。消化内科所涉及的方面以及内容都非常

多，对工作人员的能力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在日常

工作安排中，要将培训工作加入到日常安排中，多

给护理人员讲解该方面护理的注意事项等内容，提

高护理人员的能力和责任感，这样能够降低护理风

险。此外在培训过程中，要培养护理人员的风险意

识，让护理人员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讲述法

律方面的内容，这样能够提高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

提高对工作的重视，这样能够降低护理风险。

2.4 对患者进行健康方面的知识教育

护理风险的出现与患者自身有很大的关系，很

多时候都是因为患者自身缺乏对疾病的认识，在住

院期间增加疾病并发症的出现，加重疾病的危害。

所以在治疗期间，护理人员要组织患者进行知识点

的讲解，讲解疾病方面的知识，提高患者对于疾病

的认识程度，这样有利于做好预后工作，降低疾病

复发的可能性。所以这就需要医院以及护理人员提

高对疾病的重视程度，聘请专家进行该方面的讲解，

给患者多说一些日常预防的方法以及疾病对身体的

危害，让患者认清利弊。这样有利于患者积极配合

医护人员的工作，更快地出院。

2.5 对患者进行心理开导

消化内科的患者在心理上会有非常大的负担，

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负担，这对于疾病的治疗非常不

利，严重时会导致患者出现抑郁这样的情况，采取

极端的做法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新闻在很多医

院都出现过，对医院以及家庭来说都会产生非常负

面的影响[7]。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护理人员做

好心理护理方面的工作，及时对患者进行开导，减

轻患者的心理压力，这样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减轻

患者的心理负担，将风险降到最低。所以在护理期

间要借助温和的话语对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在沟

通中分析出患者在治疗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对应进

行解决。对患者要进行言语上的鼓励，这样能够缩

减彼此之间的距离，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

当然护理人员也要鼓励家属提高对患者的重视程

度，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8-11]。

3 结束语

总的来说，做好消化内科的护理工作非常重要，

所以这就需要医院提高对护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根

据消化内科具体疾病制定出对应的护理方案，做好

护理方面的各项工作，这样能够提高护理满意度，

加快疾病恢复效果，降低护理风险。随着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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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护理方法

也会不断地完善和创新，所以这就需要医院提高对

护理工作的重视程度，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多借

鉴先进的护理方案和模式，然后结合自身的实际情

况进行引进，这样能够更好地提高医院的整体护理

水平，降低护理风险，提高护理满意度[12-14]。本文

论述结束，希望能够对内科护理工作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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