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6 期 - 1257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拟动物化情景剧对围术期的四肢骨折患儿心理的影响

武慧玲 、 李檀娜 、 杜晓艳 、 李佳慧 

【摘要】目的　分析四肢骨折围术期患儿应用拟动物化情景剧干预的效果。方法　将我院 87 例四

肢骨折围术期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3 例给予常规围术期干预，观察组 44 例增加

拟动物化情景剧联合干预，对比两组患儿干预前后应激反应、焦虑、抑郁变化，并对比患儿干预后

对疾病的认知情况。结果　两组患儿入院时、术后麻醉效果消退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

干预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均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应激障碍检查量表（CSDC）、

SCARED 及 DSRSC 评分低于对照组，疾病认知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拟动物化情景剧能

够有效缓解四肢骨折患儿焦虑、抑郁情绪，改善创伤后应激反应，提升患儿对疾病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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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quasi-animalized sitcom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limb frac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children　　WU Huiling，LI Tanna，DU Xiaoyan，et al.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quasi-animalized melodrama on mental state in children with limb 

fracture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Methods　A total of 87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s in our hospital were grouped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perioperative intervention in 43 cases.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as added with a combined intervention of animal-like sitcom in 44 cases. The stress disorder，anxiety，

depression and the children's awareness of the disea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AS score，intervention time，operation time，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on admission and after the anesthesia effect subsided（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CSDC，

SCARED，and DSRSC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sease cog-

nition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quasi-animalized melodrama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hildren with limb fractures，improve their stress and children's awareness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Pseudo-animalized sitcoms；limb fractures；Perioperative period；Child；Mental status

间接暴力或直接暴力等因素是引起四肢骨折的

主要原因［1］，儿童是四肢骨折的高发人群，手术是

治疗儿童四肢骨折的首选方案。四肢骨折患儿在治

疗过程中多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和创伤

后应激反应［2］，严重影响患儿治疗依从性，不利于

患儿的康复。常规围术期护理对患儿心理状态改善

效果并不理想。情景剧是一种通过重现事物场景，

体验不同角色的剧本，增加拟动物化表演更能够吸

引患儿注意，通过引导患儿体验疾病治疗过程，既

能够提升患儿的认知，同时又能够通过事件重现、

多角度观察等改善提升患儿体验［3］，临床上鲜有报

道其应用于四肢骨折行手术治疗患儿中的效果，因

此，本研究观察四肢骨折患儿采用拟动物化情景剧

干预后患儿情绪及认知改变，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01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87
例四肢骨折患儿，经 CT、X 线、症状体征等检查确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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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武慧玲（Email：whldjnz@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6 期- 1258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诊符合四肢骨折诊断标准［4］，符合手术指征，患儿

年龄 5～13 岁，患儿认知功能正常，患儿家属知情

同意本研究，该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排除智力障碍患儿，开放性骨折患儿，近期进行其

他手术治疗患儿，既往精神病史或近期应用抗焦虑

药物患儿，合并听力障碍或自闭症等精神疾病患儿。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43 例，男 26 例，

女 17 例；年龄 5～12 岁，平均（8.60±0.71）岁；上

肢 29 例，下肢 14 例；受伤至入院时间 2～8h，平均

（4.95±0.38）h。观察组 44 例，男 28 例，女 16 例；

年龄 6～13 岁，平均（8.58±0.69）岁；上肢 31 例，

下肢 13 例；受伤至入院时间 2～9h，平均（4.97±

0.41）h。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术前给予患儿饮食

指导，饮食以高蛋白饮食为主，确保患儿身体状况

良好，训练患儿床上大小便，术后卧床休息，上肢

骨折患儿应使上臂自然下垂，肘关节屈曲 90 度，掌

心向上，保持在舒适的功能位；下肢骨折患儿，应据

骨折的具体部位和创伤机理相结合，使肢体保持在

恰当的体位，观察肢体肿胀情况、颜色及末梢情况，

抬高患肢或通过听音乐方式缓解疼痛，术后 48h 内拔

管，指导患儿进行功能锻炼，下肢骨折卧床时间为

3～6 周，在疼痛可耐受后方能进行功能锻炼；观察组

增加拟动物化情景剧干预模式，（1）情景剧制作，以

超级飞侠为蓝本制作情景剧，名称为《狮子宝宝骨折

记》，情景剧内容为动物园召开动物大会，狮子宝宝

在入会途中遭遇意外发生骨折，乐迪发现后报告金

宝，金宝指导小爱、多多、乐迪通过医院骨折治疗流

程诊治骨折宝宝，将入组患儿进行分组，每组 4 人，

由责任护士扮演金宝，四位患儿分别饰演多多、小

爱、乐迪及骨折宝宝，先由 5 位护理人员将情景剧完

整演绎，并录制成视频，引导患儿观看学习，随后

指导患儿进行对话模拟演练；（2）情景剧要点，保持

情景剧氛围轻松，明确就诊、入院、健康教育、观

察要点、手术治疗、术后康复锻炼等重点流程，并

进行重点对话模拟，模拟过程中进行角色互换，使

患儿能够从不同角度了解整体治疗过程；（3）情景剧

训练，在病房内进行，首先观看录制视频，然后由

责任护士对患儿进行讲解训练内容，最后进行情景

剧对话模拟，30min/ 次，2 次 /d，训练过程中注意患

儿无需配合动作，保护患肢，两组患儿均于入院后

开始干预，均持续干预 30d，出院时对比干预效果。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儿干预时间、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及术前术后疼痛，疼痛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评价，总分 1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儿痛

感越强；（2）应激障碍：依据儿童应激障碍检查量

表评分（CSDC）评价患儿干预前后应激障碍改善效

果，CSDC 内包含 5 大维度 30 项条目，分别为功能

性损害（4 项条目）、回避（5 项条目）、警觉性增高

（6 项条目）、再体验（7 项条目）、麻木和解离（8 项

条目），每项采用 0-2 分 3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总分

6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儿的应激障碍越严重；（3）

焦虑情绪：依据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量表评分

（SCARED）评价患儿焦虑情绪变化，SCARED 评分

内包含 5 大维度 41 项条目，分别为分离性焦虑、学

校恐惧、躯体化、广泛性焦虑、社交恐惧，每项条

目采用 0-2 分评价，分数与患儿焦虑情绪障碍呈正相

关；（4）抑郁情绪：采用儿童抑郁性情绪障碍自评量

表评分（DSRSC）评价患儿抑郁情绪变化，DSRSC 评

分内包含 18 项内容，每项采用 0-2 分进行评价，总

分 36 分，其中分数 >13 分提示患儿存在抑郁，分数

越高抑郁情绪障碍越严重；（5）疾病认知：依据我院

自行设计的骨折知识问卷评价患儿对疾病的认知程

度，其内包含 20 项选择题，内容经我院科室主任及

护士长审阅同意，每项 0-1 分，总分 20 分，分数越

高提示患儿对疾病认知程度越高，其中≥ 7 岁者由患

儿自行答题，＜ 7 岁者由护理人员提问，患儿回答。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情况、干预时间及疼痛

两组患儿在干预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

入院时及术后麻醉效果消退后 VAS 评分方面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应激障碍

干预后两组患儿 CSDC 评分均明显降低，观察

组患儿较对照组患儿降低效果更为明显（P<0.05），

见表 2。

2.3　焦虑情绪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 SCARED 评分较对照组患

儿水平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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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显示，对照组患儿 DSRSC 评分较观察组

患儿水平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4　DSRSC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DSRSC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3 19.98±1.22 13.31±0.81*

观察组 44 20.03±1.25 10.02±0.33*

t 0.1888 24.7060

P 0.4254 0.0000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

2.5　疾病认知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疾病认知评分较对照组患儿

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3　讨论

儿童发生四肢骨折后，不仅需要承受疼痛、关

节错位、血管神经损伤等引起生理性疼痛，同时由

于意外伤害因素的影响，约有 40％左右患儿会出现

创伤后应激障碍［5，6］，导致患儿在住院治疗期间出现

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影响患儿治疗依从性。

患儿对于手术治疗的认知程度较低，也不利于患儿

配合治疗，因此，不仅需要解除骨折患儿生理性痛

苦，也应改善患儿心理状态，提升患儿对疾病的认

知。常规护理干预主要围绕疾病及治疗方法为主，

主要针对成年患者，儿童由于生理心理均未发育完

全，术前健康宣教发挥效用并不理想［7］。

本研究显示，两组患儿干预前 CSDC、SCARED、

DSRSC 评分均明显高于正常水平，提示四肢骨折患

儿在住院期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不良情绪

及应激反应，干预后两组患儿各项评分均明显改善，

表1　干预时间、手术情况及疼痛比较（x±s）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干预时间（d） 入院时VAS评分（分） 术后麻醉效果消退后VAS评分（分）

对照组 43 43.38±7.85 53.25±20.11 29.99±0.06 6.65±1.11 3.38±0.61

观察组 44 43.29±7.91 53.31±20.05 30.01±0.05 6.63±1.08 3.41±0.59

t 0.0533 0.0139 4.6906 0.0852 0.2332

P 0.9577 0.9889 0.0946 0.4662 0.8162

表2　CSDC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功能性损害（4项条目） 回避（5项条目） 警觉性增高（6项条目） 再体验（7项条目） 麻木和解离（8项条目）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3 5.11±0.68 3.19±0.35* 7.01±0.70 3.38±0.40* 8.35±0.58 3.38±0.31* 10.11±0.61 4.11±0.28* 11.26±1.01 4.33±0.30*

观察组 44 5.09±0.71 1.31±0.11* 6.99±0.72 1.21±0.09* 8.33±0.61 1.40±0.12* 10.13±0.59 1.40±0.08* 11.31±1.05 1.51±0.09*

t 0.1341 33.6367 0.1313 34.7255 0.1567 39.1167 0.1555 61.0771 0.2263 59.6725

P 0.4468 0.0000 0.4479 0.0000 0.4379 0.0000 0.4384 0.0000 0.4108 0.0000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

表3　SCARED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学校恐惧 分离性焦虑 躯体化 社交恐惧 广泛性焦虑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3 2.95±0.56 1.88±0.20* 3.41±0.72 2.59±0.44* 3.29±0.59 2.26±0.30* 4.59±1.01 3.11±0.60* 4.53±0.89 3.34±0.35*

观察组 44 2.98±0.58 0.56±0.06* 3.43±0.75 1.57±0.17* 3.31±0.62 1.44±0.09* 4.63±1.03 1.86±0.40* 4.56±0.91 1.92±0.20*

t 0.2454 41.4928 0.1266 14.2008 14.3235 17.1839 0.1828 11.4069 0.1554 23.1640

P 0.4034 0.0000 0.4497 0.0000 0.0000 0.0000 0.4277 0.0000 0.4384 0.0000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

表5　疾病认知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疾病认知评分

对照组 43 10.35±1.15

观察组 44 17.02±0.86

t 30.6839

P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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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两种干预方案均能够有效改善患儿负面情绪及

应激障碍。而观察组患儿干预后各项评分改善效果

及认知问卷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儿，提示在常规护

理基础上增加拟动物化情景剧干预模式能够更有利

于消除患儿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患儿应激障碍，提

升患儿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临床分析认为，情景剧

属于心理剧的一种，能够通过戏剧的手法去探索改

变个体的心理状态［8］，本研究根据患儿的心理特点

及兴趣爱好，为患儿量身打造拟动物化情景剧，由

于拟动物化及热门动画的代入，能够显著提升四肢

骨折患儿对其的兴趣，进而转移患儿的注意力，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患儿的疼痛体验；心理剧的核心

理论即为角色理论，通过剧本的应用，让患儿进行

角色扮演，为患儿提供安全的心理空间及宽松的心

理环境，通过缓慢展开事件的原发过程，使患儿能

够认识到问题所在，促进患儿的情绪宣泄，在角色

扮演过程中通过互换角色，使患儿能够通过不同的

视角重新认识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体验，进而改

变其对疾病的看法；团体动力学为心理情景剧的团体

基础，个人独处时的思想行为与其他人在场时是完

全不同的，其会受到他人的影响，通过场合与个性

特征的相互作用，进而改善患儿的行为及认知［9］；本

研究以拟动物化情景剧为基础，增加骨折事件的发

生、入院、健康教育、手术治疗、术后康复等过程，

使患儿能够实时参与，同时结合互换角色体会不同

角色带来的体验，能够使患儿了解各个角色所经历

的过程及运用的知识，在欢快的过程中既能够转移

患儿注意力，缓解负面情绪及应激创伤，同时能够

提升患儿的认知水平，进而提升患儿的治疗依从性，

更利于疾病的转归［10］。赵艳君［11］等学者研究结果与

本研究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拟动物化情景剧应用

时患儿的参与均建立在床上舒适体位基础上，以责

任护士主导，儿童口头对话为主，在参演过程中注

意避免对患肢造成二次损伤。

综上所述，拟动物化情景剧通过提升患儿情绪，

转移注意力，提升儿童参与感，潜移默化输送疾病

知识等，应用于四肢骨折患儿效果显著，有效消除

患儿不良情绪及应激障碍，提升患儿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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