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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对于老年眼科手术患者的影响

邓　婕

【摘要】 目的　探讨研究心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对于老年眼科手术患者的影响。 方法　将 2018 年

3 月 ~2019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70 例老年眼科手术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35 例。对照组施以常规

护理，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同时给予心理护理 + 健康教育。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心理

状态，统计患者并发症，并且调查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与护理满意度，评价患者生活质量。 

结果　研究组护理干预后的 SAS、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 1 例出现并发症低于对照

组（6 例）（P< 0.05）；研究组干预后对疾病知识的掌握评分比对照组高（P< 0.05）；研究组的护理满意

度高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比对照组高。 结论　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可以改善老

年眼科手术患者的情绪，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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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o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oph-
thalmic surgery　　DENG Ji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o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ophthalmic surgery. Methods　From March 2018 to April 2019，70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ophthalmi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observed，and the complications 

were counted. The mastery of disease knowledg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as evaluated. Result　Firstly，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

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Secondly，one case in the study group had complications，

and six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complications.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0.05）. Thirdly，the score of the mastery and evaluation of disease knowledg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Fourthly，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

trol group（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ursing of elderly patients un-

dergoing ophthalmic surger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y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Key words】Psychological nursing；Health education；Old age；Ophthalmic surgery；Influence

眼部疾病在老年人群体较为多见，老年人行眼

科手术后更容易产生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降低

治疗依从性，对预后产生不良影响［1-3］。对此，对老

年眼科手术患者的护理要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4］。本

文选择 7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心理护理联合健

康教育对老年眼科手术患者的影响。现在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8 年 3 月 ~2019 年 4 月为时间段，选择我

院收治的 70 例老年眼科手术患者，随机分成 2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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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占 35 例。纳入标准：（1）年龄 60~80 岁，男女

不限；（2）自愿参与本研究，签署有知情同意书；

（3）眼部疾病诊断明确，且需要手术治疗；（4）无

认知障碍，智力正常，可清晰表达病症与感受；（5）
本研究经医院的伦理会批准同意。排除标准：（1）

不愿参与本次研究者；（2）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

（3）血液系统疾病、恶性肿瘤患者；（4）年龄 >80
岁或者年龄 <60 岁的患者；（5）认知障碍、行为障

碍与精神障碍患者；（6）失语失聪以及无法正常交

流的患者。对照组，21 例男性，14 例女性；年龄

60~78 岁，平均年龄（68.31±4.28）岁。研究组，20
例男性，15 例女性；年龄 60~80 岁，平均年龄（69.31
±3.89）岁。二组患者基本资料经数据分析发现无统

计学差异（P>0.05），可比较。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施以常规护理，护理中，

护理人员与患者进行简单交流沟通，了解患者的基

本情况。术前，根据手术类型与患者病情，做好术

前准备工作。手术过程中，关注手术流程，积极配

合麻醉医师及主刀医师，确保手术顺利完成。术后，

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叮嘱患者卧床休息。根据临床

表现，遵照医嘱，给予患者药物治疗，叮嘱注意事

项与食物禁忌，多休息，且避免碰撞患处，尽量不

要活动眼部肌肉，减少外界刺激作用。除此之外，

术后需要佩戴专用眼罩，防止感染。

1.2.2　研究组　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同时，

配合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具体的办法如下：（1）心

理护理。第一，护理人员综合分析患者的病情和身心

状态，评价患者负面情绪，分析引起不良情绪的主要

原因，并且根据个性化特点，制定护理方案。术前，

护理人员充分理解患者，尊重患者，主动与患者沟通

交流，安抚患者，缓解患者消极情绪，耐心倾听患者

诉说，并且认真解答其提出的问题，消除患者后顾之

忧，保持乐观心态，并且说明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让患者有一个心理准备。另外，护理人员尽量满足患

者合理需求，获取患者信任，建立良好关系，增加患

者安全感，积极配合治疗。护理人员及时打扫卫生，

保持病房干净整洁，调节室内温度与湿度，播放舒缓

音乐，摆放绿色盆栽、花草等，增添生机，允许患者

摆放家人的照片，营造温馨的氛围，通过心理暗示，

减少心理应激反应，缓解患者负面情绪。第二，护理

人员根据患者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指导患者

采取可行的方式舒缓压力，释放情绪，如运动、下棋、

看电视、聊天、听音乐等，分散注意力，保持积极乐

观的心态，主动配合临床治疗；（2）健康教育。第一，

疾病宣教。护理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配合图片、

视频等方式，向患者介绍眼科疾病及手术的相关知

识，纠正患者错误认识，提高患者对疾病及手术的了

解程度，增强其自我管理能力，树立健康意识，能够

自觉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方式，提高临床疗效。第

二，饮食教育。护理人员需强调合理饮食的重要性与

必要性，饮食结构合理，保证每天营养需求，增强组

织修复能力与抵抗力，维持大便通畅。手术当天早上，

进食不可太饱，以易消化的清淡饮食为主，以免由于

胃部不适引起呕吐症状。术后，叮嘱患者多吃新鲜的

蔬菜与水果，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少量多餐。第三，

基础教育。护理人员叮嘱患者不可揉擦眼睛，防止压

迫眼球，诱发炎症。同时，护理人员讲解各种并发症

的发生原理及护理措施，告诉患者术中如果出现疼痛

或者不适症状，应该及时告知医生或护士，不可大声

乱叫，也不可随意乱动，防止眼压升高，对手术顺

利进行造成影响。第四，安全教育。术后 24 小时内，

叮嘱患者卧床休息，休息期间，避免触碰眼睛，控制

头部活动，防止眼内伤口出血。术后 36 小时，根据

自己的情况，可以在床上、床上活动，促进胃肠道蠕

动，有助于尽早恢复肠道功能。第五，出院教育。主

要向患者介绍出院后需遵照医嘱合理用药，并且告知

药物的储存方法，强调个人卫生，特别是用眼卫生，

不可过度吸烟、饮酒，定期到医院复查，检查眼压、

视力、视野与眼底等情况。出院后若是出现不适症状，

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1.3　观察指标

（1）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5］与抑郁自评量

表（SDS）［6］，评价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心理状态，得

分越高表示越焦虑、抑郁；（2）统计观察两组患者

的并发症发生情况；（3）通过自行设计的问卷表［7］，

调查患者对疾病知识的认知程度与护理满意度，实

行百分制，得分越高表示掌握程度越高、护理满意

度越高；（4）采用 SF-36 量表［8］评价患者的生活质

量，总分 100，评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组间数据。T
用于检验计量资料，χ2 检验计数资料。P<0.05 用

来评定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情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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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研究组与对照组干

预前无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组干预后两项指

标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二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1。
表1　观察分析心理状态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研究组 54.95±4.92 28.47±5.81 51.76±3.48 24.38±4.12

对照组 53.47±5.12 35.81±6.78 50.78±4.51 29.41±4.83

t 0.814 5.813 0.724 6.971

P 0.189 0.000 0.241 0.000

2.2　并发症

统计显示，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二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表2　统计观察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组别 眼压升高 感染 出血 合计

研究组 1 0 0 1（2.8％）

对照组 3 2 1 6（17.1％）

χ2 11.411

P 0.000

2.3　疾病知识与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干预后疾病知识评分高于对照组，且

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二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3。
表3　比较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与护理满意度

组别
疾病知识掌握程度评分

护理满意度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56.81±4.92 84.35±5.68 92.41±4.85

对照组 57.21±5.68 72.13±5.19 84.81±6.28

t 0.591 8.547 7.914

P 0.456 0.000 0.000

2.4　生活质量

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二组有统计

学差异（P<0.05），见表 4。
表4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组别 例数 生活质量评分

研究组 35 90.41±4.58

对照组 35 84.51±5.61

t 6.814

P 0.000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干预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28.47±5.81 vs 35.81±6.78；24.38
±4.12 vs 29.41±4.83），并发症发生率也低于对照

组（2.8％ vs 17.1％）。可见，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

可缓解病人的负面情绪，且可减少并发症。原因在

于：老年眼科手术护理中，配合心理护理与健康教

育，向患者介绍疾病及手术知识，用成功案例鼓励

患者，消除后顾之忧，保持乐观心态，缓解消极情

绪，增加依从性与配合度，确保临床疗效，减少并

发症［9-11］。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护理后疾病知识评分、护

理满意度及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84.35±5.68 

vs 72.13±5.19；92.41±4.85 vs 84.81±6.28；90.41±

4.58 vs 84.51±5.61）。老年眼科手术护理中，遵循

以人为本的原则，着手考虑患者的护理需求，配合

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引导患者全面正确认识疾病，

获取患者信任，增加患者满意度，并且改善患者生

存质量，促使患者尽早康复［12-13］。黄泽华等［14］的研

究发现：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减轻老年患者的负性情

绪，提高老年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疾病知识掌握程

度，与本研究结果基本符合。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

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说明心理护理与健康教

育还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必须指出的是，有

很多因素会影响患者术后的情绪和并发症，如患者

病前个性，社会支持，经济条件，手术恢复情况等，

本研究无法完全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老年眼科手术护理中，心理护理与

健康教育的应用价值高，可以改善患者的情绪，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还可以帮助患者

更好的了解疾病相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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