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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门诊颌面外伤清创手术患儿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在防范医疗纠纷中的作用

关　茜 、 韩丽娟 、 陈　璐

【摘要】目的　探讨对门诊颌面外伤清创手术患儿的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在防范医疗纠纷中的作

用。方法　选择我院 2016 年 9 月 ~2019 年 10 月收治的 60 例门诊颌面外伤清创手术患儿家长作为

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 60 例家属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进行简单的安慰鼓

励，研究组给予心理疏导。对比观察两组家属的满意度及焦虑情绪，并且统计医疗纠纷发生情况。

结果　（1）研究组家属满意度 93.3％，高于对照组 80％（P< 0.05）；（2）护理前，两组家属的焦虑

情绪无统计学差异（P> 0.05），而护理后研究组焦虑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3）统计医疗纠纷，

研究组 0 例，对照组 2 例，发生率比较，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患儿门诊颌面外伤清

创手术期间，加强对家属的心理疏导，可防范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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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the prevention of medical disputes among the fam-
ily members of children with maxillofacial trauma in outpatient clinic　　GUAN Qian，HAN Lijuan，CHEN L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City，Zhengzhou 45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the family members of pa-

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trauma debridement in the prevention of medical dispute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6 to 

October 2019，parents of 60 out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trauma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

search group，3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imple comfort and encouragement，while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 satisfaction rate and the level of anxiety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and the 

occurrence of medical disputes was counted. Results　（1）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family member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3.3％，which was higher than 80％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Before nursing，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n the anxiety score of two groups（P>0.05），but after nursing，the anxiety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Statistics of medical disputes：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debride-

ment of maxillofacial trauma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sychological guidance to the 

family members so as to prevent medical disputes.

【Key words】Outpatient service；Maxillofacial Trauma；Debridement；Family members；Psychological counsel-

ing；Medical disputes

门诊儿童颌面外伤清创手术技术要求并无特

别［1］，但患儿多起病急，事发突然，很多家属并没有

心理准备，故而容易产生焦虑、担忧等负性情绪［2］，

如果忽略家属的情绪反应，沟通不到位，患儿家属

很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引发医疗纠纷［3］。故此，我

们在开展门诊颌面外伤清创手术中，应该注重患儿

家属的心理疏导［4］。本文以 2016 年 9 月～2019 年 10
月为时间段，选择 60 例患儿家属作为对象且分成两

组展开研究，探讨观察对门诊颌面外伤清创手术患

儿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在防范医疗纠纷中的作用。现

在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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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6 年 9 月～2019 年 10 月为时间段，选择

我院收治的 60 例门诊颌面外伤清创手术患儿家长作

为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 60 例家属分成对照组、

研究组，每组 30 例。纳入标准：（1）年龄 20～40 岁，

性别不限；（2）智力正常，精神正常；（3）自愿参

与本次研究，且签署有知情同意书；（4）本研究得

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同意。排除标准：（1）不

愿参与研究者；（2）年龄 >40 岁或者年龄 <20 岁者；

（3）智力障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者；（4）失语

失聪、无法正常交流者。比较两组患儿家长的基本

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可进行对比（见表

1）。另外，两组患儿的性别、年龄及受伤情况没有

明显差异。
表1　两组患儿家属的基本资料比较

基本资料
研究组

（n=30）
对照组

（n=30） t/χ2 P

年龄（岁） 30.48±4.18 29.93±4.37 0.487 0.512

性别 男 11（36.7％）10（33.3％）0.254 0.614

女 19（63.3％）20（66.7％）

学历 小学 6（20％） 7（23.3％） 0.497 0.501

高中 13（43.3％） 12（30％）

大学及其以上 11（36.7％）11（36.7％）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模式，按照标准接诊程序

及治疗护理的惯用模式对患儿进行护理干预，同时，

简单介绍疾病知识及患儿的病情，给予患儿家属安

慰鼓励。研究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对患

儿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具体措施如下：（1）采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患儿家属介绍关于疾病的知识，

并且讲解手术的基本流程、预后等，说明手术的重

要性及必要性，帮助家属正确全面认识手术，积极

配合。（2）护士主动与患儿家属沟通交流，耐心倾听

家属的倾诉，了解患儿家属关注的问题，并且耐心

回答其提出的问题，消除其后顾之忧，获取其信任。

其中，患儿家属最关心的问题是手术对容貌的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护士可借助成功案例，通过图片展

示的方式，获得家属的理解与支持，言语上消除其

心中顾虑。（3）患儿进入手术室后，不允许家属陪同，

由护士专人全程陪护，以免发生感染，且可提高患

儿的配合度。在此之前，护士应该向患儿家属说明

为什么不能陪同，做好解释工作，获取家属的支持

与理解，便于护理、治疗工作的开展。（4）很多家属

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承受手术，且容易出现害怕等

心理。故此，术前，护士应该向患儿家长说明，手

术过程中，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播放儿童音乐，放

松情绪，消除外界因素带来的心理紧张情绪，增加

应激能力，有助于顺利完成手术。心理辅导采取个

别辅导模式，一共 5 次，每次 20 分钟。

1.3　观察指标

第一，采用自制的问卷调查表，调查患儿家属

对护理的满意程度，总分值 100 分，90-100 分表示

非常满意，60-89 分表示满意，0-59 分表示不满意。

第二，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5］评价两组患儿家属的焦虑情绪，50 分

为分界线，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

焦虑，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第三，统计观察两组患儿家属医疗纠纷发生情

况。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本次研究所涉及的数

据。平均值 ± 标准差（x±s）用来表示计量资料，且

用 t 值检验；例（n）、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且

用 χ2 检验。P<0.05 用来评定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家属满意度

组间数据分析发现，研究组家属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二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如表 2 所示。
表2　对比观察两组患儿家属的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n=30） 18 10 2 28（93.3％）

对照组（n=30） 11 13 6 24（80％）

χ2 - - - 7.645

P - - - 0.005

2.2　焦虑评分

比较两组患儿家属的焦虑情绪，护理前无统计

学差异（P>0.05），护理后研究组焦虑评分低于对照

组，二组数据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3。
表3　对比观察两组患儿家属护理前后的焦虑情绪（x±s，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n=30） 57.89±5.91 38.42±4.58

对照组（n=30） 58.24±5.37 50.12±3.12

t 0.586 9.485

P 0.47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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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医疗纠纷

统计显示，研究组医疗纠纷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二组数据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4。
表4　对比观察医疗纠纷发生情况（n，％）

组别 医疗纠纷（例） 发生率

研究组（n=30） 0 0

对照组（n=30） 2 6.7％

χ2 - 6.932

P - 0.008

3　讨论

颌面部外伤主多由突发事故所致，是门诊常见

疾病，一般采取清创手术治疗［6，7］。颌面外伤清创手

术患儿，年龄小，身体状态差，且面对医院这一陌

生环境，很容易出现负性情绪［8］。与此同时，家长

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且该病具有突发性，很多家

长并未做好心理准备，增加了医疗纠纷发生几率［9］。

医疗纠纷，是指发生在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医学

美容等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企事业法人或机构的纠

纷，目前中国的医疗纠纷非常常见［10］。医疗纠纷一

方面对医护人员与病患双方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医院的可持续发展［11-12］。故此，

我们在门诊颌面外伤手术患儿治疗中，应该注重对

家属的心理疏导，旨在减轻其负性情绪，增加依从

性，建立良好关系，防范医疗纠纷［13］。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患儿家属的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93.3％ vs 80％），且护理后的焦虑评分低于对

照组（38.42±4.58 vs 50.12±3.12），由此说明，对门

诊颌面外伤清创手术患儿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是有效

的。对于家属而言，患儿手术属于一种强烈的应激

源，导致患儿家属出现焦虑等负性情绪。此时，给

予心理疏导，向家属介绍患儿的病情及手术情况，

用以往的成功案例鼓励安慰患儿家属，让患儿家属

了解到手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消除心中顾虑，保

持乐观心态，缓解负性情绪，增加依从性，提高满

意度［14］。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 0 例医疗纠纷，对

照组 2 例医疗纠纷，研究组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0 

vs 6.7％），可见，对门诊颌面外伤清创手术患儿家

属进行心理疏导可减少医疗纠纷。家属医学知识缺

乏，加上过度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和医护人员交流

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过激行为。通过心理疏导，帮

助家属了解患儿的病情，尽快熟悉医院环境，主动

与患儿家属沟通交流，向其介绍医疗团队及先进设

备，耐心回答家属提出的问题，尽量满足其合理需

求，获取家属的信任与支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可以避免发生医疗纠纷。本研究与张祎，刘金玲［15］

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本研究为初步研究，未来研

究的重点是如何规范心理疏导的操作，提高其效应。

综上所述，门诊颌面清创手术患儿家属进行心

理疏导，可减轻患儿家属的负性情绪，而且可防范

医疗纠纷，增加患儿家属的满意度，作用显著，值

得推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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