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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对区学以及健康的重视，健度教育正在以一种新型的服务形式面向大众，它也是医疗中的主要
组成部分。健康教育是指通过用教育的方式，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通过预防的手段达到康复。骨科疾
病有着恢复周期长、不易康复的特点，所以将健康教育应用到骨科疾病中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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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district school and health, health education is becoming a new
type of service offering to the public,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medical care. Health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use of education to improve people’s awareness of health care, and to achieve
rehabilitation through preventive means. Orthopedic diseas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 recovery period and difficult recover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pply health education
to orthoped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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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健康是人们享受其他一切物质条件的基础，
随着医学体系的扩大和升级，健康教育正成为一种新型的服务模式在医学领域展现出来，该模式本着为
患者重造一个健康的身体，减少身体的病痛感，其在骨科护理中的地位不言而喻[1]。其宗旨理念是为患
者制定个人的健康教育理念，转变患者对健康的认知，帮助患者重拾战胜病痛的信心，为患者制定一个
健康的生活方式，使患者能够尽早恢复身体健康，也提高患者的满意度[2]。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论述，首先明确骨科患者的共性，然后论述健康教育的实施方法，最后总结护理感受。

2. 骨科患者的共性
患有骨科疾病的患者多数为有意外事故突然造成，使患者产生突然性的疼痛、麻木、部分肢体功能
丧失、活动出现障碍、无法正常行走或保持正常状态，更有甚者可能卧床不起。患者心理上也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往往产生焦虑、恐惧、紧张等系列消极情绪。生理上与心理上公共遭受着巨大的痛苦，病情
反更加严重[3]。

3. 健康教育的实施方法
(一) 加强护理人员自身素质
加强护理人员管理工作，每周组织医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交流学习，提升其专业素养并提高医护
人员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的水平[4]。同时构建完整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对医护人员管理制度，保证健
康教育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二) 入院宣教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骨质疏松症患者都是因意外事故住进急诊医院，突发的事件瞬间改变了他们的
日常状态。导致他们卧床不起，遭受痛苦，因为身体障碍和心理上的自卑，对创伤预后的悲观预测，以
及面对不熟悉的人群和住院环境,都会导致患者角色感官的不同以及角色冲突和心理压力，从而导致一系
列情绪波动，如紧张、焦虑，恐惧、脆弱、易怒等，当病人入院时，护士应主动向患者介绍主治的医生
和责任护士，并进行自我介绍，以及医院模式、安全和医院设施的使用，要让患者尽快熟悉医院情况，
减少恐惧和焦虑、紧张等情绪[5]。
(三) 术前指导
骨科患者躺在床上久久不能自理，作为护士应积极去主动研究病人的心理状况，并进行有针对性的
心理辅导咨询。同时还应说明术前检查的意义、目的和方法以及术后治疗和护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
指出禁食和禁止饮酒的时间和目的、清洁灌肠和导尿的目的以及进行药物过敏检测的必要性，进行血液
检查和交叉配血的重要性。手术前应指导病人戒烟、戒酒、在床上练习排尿、咳嗽和深呼吸，还应当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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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感冒，以免耽误手术时间。还需要改善营养，提供高蛋白、高热量和维生素的营养，为了促进术后疾
病的恢复，多吃芹菜、洋葱等粗纤维食品，这也是为了防止术后排便困难。注意患者的个人卫生和保持
皮肤清洁，预防术后感染等并发症。掌握术后功能锻炼的方法，如锻炼大腿四肌、炼关节关、握家拳头，
伸展手指等等。缓解紧张、恐惧和不耐烦，在最佳情绪下接受手术[6]。
(四) 术后指导
对于疾病、手术和麻醉的方式，应采取适当的卧位、姿势、要求、自主排尿和排除排尿障碍的处理。
有效的止咳祛痰、皮肤护理早期行动和功能锻炼的意义。注意各事项的时间、方法、氧气等医华知识，
为预防尿路感染、尿路结石、肺部感染、水肿、肌肉萎编、民静脉血栓形成等并发症的发生，保证理想
的手术效果[7]，促进患者康复。
(五) 功能锻炼
向患者及家属讲解功能缎炼的意义及注意事项，用生动的言行去教导患者及家属正确的认识功能锻
炼。让他们认识到功能锻炼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是不断的、耐心的，要使患者不会感到疲倦，从
而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六) 出院指导
1) 保持正常情绪，做好功能锻炼；2) 营养饮食、注意休息和皮肤清洁；3) 照顾病人，注意各事项，
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告知家属家庭护理的方法；4) 定期复查，发现问题，随时就医[8]。

4. 护理感受
(一) 提高护士的健康教育知识
护士对患者的护理在患者康复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因为护士基本上是与患者接触
时间最早以及最多的人，所以护士处于为病人提供健康教育的前锋位置。因此，护士有义务加强相关专
业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健康教育理论素养，把握好与病人的关系为患者提供健康教育知识。
(二) 健康教育要因人而异
因为骨科患者的种类多，病因复杂，治疗的方式不尽相同，患者康复的周期以及复发的可能也不同，
所以要为每一名患者制定自己的健康教育。健康教育要符合当下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潮流，要充分体现出
“以人为本”的核心，在为每一名患者制定健康教育计划的时候要有根据、有目的地搜集资料来满足患
者的需求，重点来答复患者对健康教育中的疑问。依照患者在治疗恢复的整个过程，为其量身打造一套
健康教育计划，采用有针对性的方式方法，利用合理的时机对患者以及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9]。
(三) 教育方式灵活多样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使患者乐于接受，能够将健康教育的成果有效展现出来。在健康教育的
过程中，沟通技巧的功能显而易见健康教育说白了就是护理人员讲述，患者倾听，这就要求护理人员拿
握灵活的教育方式，同时，教育要具有针对性和明确性，更要让患都通俗易懂。
(四) 入院教育和出院教育相结合
骨科疾病的患者在家中常有疼痛功能障碍和情绪上的起伏。因此，要在医院开始训练，不能急于求
成，一定要等病人疼痛稍微缓解时，且情绪稳定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另外，由于骨折和损伤的长期状态，
住院治疗只是医院过程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静养，如何将医院的治疗和护理延伸到家庭，
如何让患者意识到功能锻炼的重要性，让他们在家里积极配合，其中宣传教育起着重要作用，为协助出
院患者，设置骨科电话咨询服务，提供心理健康辅导、处方药的使用注意事项及术前术后注意事项。
(五) 骨科心理健康教育
对骨科患者的心理健康教育绝不容忽视，因为骨科疾病多具有突发性，许多患者由原来的正常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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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变成某功能丧失或者不能自理。很多患者从心理上不能够接受。因此要建立良好的关系来对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帮助患者走出心理阴霾区、消除心理上的消极情绪。同时也要消除患者亲属的消极心理，让
他们增强恢复健康的信心。
(六) 预防并发症的宣教
由于骨科患者大多活动不便，所以较多时间待在床上，又有较多的患者为老年人，所以应当积极地
进行预防其他并发症的宣传，同时告知患者并发症的危害。从而尽量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5. 总结
综上，对骨科手术患者提供全面的健康教育管理能够有效的促进患者身体机能更快的恢复，同时能
够缓解患者的心理负担，给予患者战胜病魔的信心，让患者不再惧怕骨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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