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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方案在外科疾病护理中的效果体会
陈保红
云南省中医医院外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对中医护理方案在外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深入分析。方法 为了提升当前外科疾病
患者护理效果，以中医护理方案和常规护理作为本次对比项，以本院的 80 例外科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分组后实施上述不同护理方式，主要目的是比较两组不同护理方式下的最终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
效果和对照组之间明显存在较大差异（P＜0.05）。结论 在外科疾病护理中采取中医护理方案可以将患者的
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显著改善。
【关键词】中医护理方案；外科护理；护理效果
Experience on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program in the nursing of surgical
diseases
Baohong Chen
Department of Surgery, Yunnan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Objective To deeply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program in surgical nursing. Metho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current surgical
diseas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program and routine nursing were used as the comparison items,
and 80 surgical in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above-mentioned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implemented after grouping. The final effect of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in the group.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dopting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program in surgical disease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plan; Surgical nursing; Nursing effect
引言

中医特色护理在近年来也在临床中有了广泛的应

外科是临床中的重点科室之一，其中的患者病

用，且取得了显著的护理效果。本文就中医护理方

情较为复杂，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在手术治疗期间，

案在外科疾病中的护理效果展开详细的分析和探

患者会对手术产生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这也会

讨，详细内容如下。

影响到患者的手术顺利性以及患者的预后。同时，

1 资料与方法

外科疾病种类比较多，在外科护理过程中，如果护

1.1 一般资料

理人员不具备充足的经验就会导致在健康宣教或护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同意后，本院将 2019

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遗漏和不足，对护理质量造成了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80 例外科患者

影响。随着我国医疗水平不断的提升，对护理技术

纳入到本次的对比实验中，所有患者均对本次研究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常规护理工作通常是以患者

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利用双盲分组法将 80 例患

的疾病为中心，护理人员为了完成自己的护理任务

者分为两组，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后差

开展护理工作，这也导致护理水平难以提升

[1-5]

异较小，详细如表 1 所示。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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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3）中医康复管理。在患者麻醉清醒后，护理

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给予外科常规护理服务和

人员可以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否稳定，待稳定后，

中医护理方案，常规护理服务在护理过程中给予患

可以利用灸法、毫针法以及熏洗和耳穴压豆等中医

者正确的药物指导，并对患者进行心理指导和出院

管理方式，来促进患者尽快的康复，同时上述方式

指导等等，观察组患者在这一基础上采用中医护理

也可以使患者疼痛感降低[14-16]。
（4）健康宣教管理。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患

方案，详细护理步骤如下：
（1）生活管理。在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期间，手

者进行健康宣教。很多患者的情绪比较暴躁易怒，

术会对其生活自理能力以及日常活动造成较大影

护理人员需要和患者多沟通和交流，告知患者思则

响，很多患者在手术后无法正常的进行生活自理，

气结，怒则伤肝，暴躁和易怒的情绪会对患者的肝

同时在生活中跌倒、坠床等风险也直线上升。因此，

功能造成损伤[17-18]。并根据患者的实际健康状况，

护理人员需要在护理期间对患者做好日常生活护

为患者制定更加符合其情况的健康宣教方案。

理，可以将无障碍通道设置在病区中，并对病房内

1.3 观察指标

的过道进行每日清理，确保过道内有充足的空间。

以两组患者护理期间不同时间的健康知识知晓
程度评分和焦虑评分作为患者的对比依据。

如果患者的身体情况无法自由下床活动，护理人员

1.4 统计学处理

还可以为患者提供轮椅以供患者的日常生活可以更
加便利

[6-8]

。

为了提升研究的准确性，统计学处理是非常必

（2）中医情志护理。在手术期间，患者会被手

要的步骤之一，本次研究采用的是统计学软件 SPSS

术影响，导致其心理压力较大，同时手术还会给患

22.0 来进行数据处理，在进行分析处理后，会对计

者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这就导致患者焦虑情

量和计数进行不同方式的表达，分别是±标准差和 n

[9-13]

绪的出现，焦虑情绪容易导致患者的预后不佳

（%）；其次对数据进行检验会采用 t 和 X2 进行。

。

因此护理人员可以利用中医五行相生法来对患者的

经对比后，组间差异较大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则视

情志进行管理，例如“静式”可以引导患者利用静

为（P＜0.05）。

坐或静卧的方式来使其心态保持平和，而“情胜式”

2 结果

是指引导患者多和其家属进行沟通，同时告知患者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如表 1 所示。

的家属多给予患者一些关爱和支持，从而提升患者

2.2 两组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程度如表 2 所示。

的治疗信心。

2.3 两组患者焦虑评分如表 3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x±s，n,%）

组别

例数

年龄跨度（岁）

平均年龄（岁）

观察组

40

25~69

对照组

40

25~68

性别（例）
男

女

48.56±4.36

23（57.50）

17（42.50）

47.97±4.32

22（55.00）

18（45.00）

X （t）值

0.5361

0.5494

P值

＞0.05

＞0.05

2

表 2 两组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程度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术前 1d

术后 3d

出院时

观察组

40

51.46±5.39

68.96±4.76

75.11±5.29

90.76±5.89

对照组

40

51.33±5.25

59.51±4.36

66.26±4.81

81.25±5.16

t值

0.5574

7.3354

8.9364

9.2331

P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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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的焦虑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术前 1d

术后 3d

出院时

观察组

40

32.65±4.82

41.26±3.46

30.12±3.57

22.62±2.81

对照组

40

32.06±4.16

51.76±4.86

40.23±3.65

27.89±2.51

t值

0.6326

5.8891

8.5291

9.6356

P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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