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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岁以上局部麻醉疝外手术患者的心理干预
袁倩
【摘要】

目的

探讨局部麻醉下 70 岁以上疝外手术患者心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选取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70 岁以上疝外手术患者 68 例作为本
次的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常规组与心理组各 34 例。常规组行常规护理，心理组在常
规组基础之上予以心理干预护理。就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抑郁、焦虑情绪情况进行测评。结果

干

预后，心理组患者的抑郁（35.14±4.27）、焦虑情绪（36.94±2.38）评分均明显低于常规组患者
（47.26±5.68、49.86±6.2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就 70 岁以上老年疝外手术患

者予以心理干预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的术前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促使患者更好地配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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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over 70

years old undergoing hernia surgery under local anesthesia. Methods

Sixty-eight patients (over 70 years

old) who had undergone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5 to January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psychologica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method, and 3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outine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e
psychological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group.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psychologic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ho are older than 70 years old undergoing hernia surger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pre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promote better cooperation of the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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疝是在老年群体中发病率相当高的一种疾病，给患者

Depression

一、资料与方法

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就疝外手术患者行局部麻醉能

1. 一般资料：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够有效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机率，对患者全身器官功能地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70 岁以上疝外手术患者

[1]

影响较小，很适合年纪较大的患者 。老年疝气病人有着巨

68 例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常规

大的心理压力，不愿意让自己的家人了解。一方面由于对医

组与心理组各 34 例。常规组：男性 28 例，女性 6 例，平均

院陌生的环境、手术产生恐惧，另一方面由于对疝气缺乏了

年龄为（75.6±3.4）岁。腹股沟直疝 12 例，腹股沟斜疝 22

解而担心不能够痊愈，是否会复发等。可见，加强对老年疝

例；原发病 30 例，复发病 4 例。心理组：男性患者 29 例，

外手术患者的心理干预是促使患者康复的关键。本文就

女性患者 5 例，平局年龄为（74.67±2.9）岁。腹股沟直疝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 月我院普外科收治的 68 例 70 岁以

10 例，腹股沟斜疝 24 例；原发病 29 例，复发病 5 例。对

上疝外手术病人全部在局部麻醉下行疝修补术并进行护理

比两组患者一般基线资料，P＞0.05，有比较价值。

干预，现将做如下报告。

2. 护理方法：常规组行常规护理，心理组在常规组基
础之上予以心理干预护理：
（1）建立良好地护患关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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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护患交流。责任护士以床旁谈心的方法就患者心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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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了解，以亲切诚恳的语言来获取患者的信任[2]。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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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地去保护患者的隐私，建立患者治疗的信息，缓解患

或是缺损的部位进入到其它部位[8]。老年疝包括有脐疝、斜

者不良心理状况。
（2）重视患者各方面的需要，满足患者依

疝、切口疝、手术复发疝、股疝等。疝的发生多是因为咳嗽、

赖心理。护理人员应认真负责，有目的地疏导、释放患者的

喷嚏、用力过度、用力排便、腹壁强度退行性变等原因引起。

恐惧焦虑情绪，多为患者与信赖的医务人员创造交谈的机

患者普遍存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不愿意向家人吐露自己的病

[3]

会，以促进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3）围手术期心理护理。

情，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是不会到医院就诊，因此在关注患者

术前：患者年龄偏大，容易对患者产生焦虑、恐惧的心理，

康复的同时应给予患者更多心理需求与人格尊严的关注[9]。心

对此，护理人员应以轻柔地语言向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包括

理护理是当代医学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一，能

疝的病因与手术的方法，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说

有效改变患者不良的心理，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对维

[4]

明手术修补是治疗老年疝气最有效的方法 。同时向患者介

护患者的身心健康有较大的作用[10]。目前，治疗疝最有效

绍医院医师、麻醉师的资历与技术水平，让患者感受到医院

的方式就是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对于老年患者来讲手术治疗

[5]

的重视，从而满足患者的自尊心 。术中：进手术室对患者

会使其产生紧张、焦虑、恐惧等不安心理，尤其是对于 70

而言其心理是最紧张的，非常注意手术室成员的一举一动。

岁以上的老年患者，由于其自身身体状况差、病程时间长，

护理人员应面带笑容热情回答患者的疑问，巡回护士应一直

都会导致患者心理负担加剧。如果不正确处理这些负面的心

守在患者身旁。术后：及时将手术的情况反馈给患者，技术

理活动则会对患者手术的顺利进行与疾病康复产生严重影

处理患者术后疼痛。应告知患者术后 24 h 内手术切口疼痛

响。而针对 70 岁以上老年疝外手术患者加强心理护理，一

最剧烈，术后 48 h 会有明显减轻，让患者做好足够的心理

方面能够有效患者患者的紧张情绪，引导患者更好地配合医

[6]

护人员的治疗，另一方面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能够缩短护

3. 观察标准：观察 2 组患者住院前后的抑郁、焦虑情

患之间的距离，加大护患之间的情感交流，减少医患冲突，

准备 。
绪评分，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与焦虑自评量表（SAS）

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进行测评。患者 SDS 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焦虑程度越明

综上，通过对 70 岁以上局部麻醉疝外手术患者进行心

显；患者 SAS 量表评分越高则表示患者抑郁情绪越明显。

理干预，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抑郁、焦虑程度，提高患者生

[7]

根据患者所测评分值来衡量患者抑郁、焦虑的严重程度 。

活质量。

4.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所有计量资料以 x  s 进行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来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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