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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肝病患者的人文关怀与护理管理策略，为后疫情时期

传染病医院住院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82 例肝病患者根据入院时间分为两组：2020 年 7 月—11 月收治的 41

例患者为对照组，2020 年 12 月—2021 年 4 月收治的 41 例患者为观察组。住院治疗期间，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
模式，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人文关怀护理干预。评价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和焦虑程度。结
果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干预后，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均

较干预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在加强住院患者防控管理的基础上，实施人文关怀护理有利于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改
善患者不良情绪，对提升治疗依从性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疫情防控；护理管理；人文关怀；传染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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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under the under the regula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hospital admission，totally 82 patients with liver dis⁃
ease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1 cases in control group and 41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in both control and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during the treatment，
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human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Patient ac⁃
ceptance of humanistic care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service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1）.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core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and SAS
score in th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1）. Conclu⁃
sion Under the regula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implementation of hu⁃
man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is potentially effective in
relieve anxiety and improving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KEY WORD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ursing management； humanistic care；
infectious disease management
医院作为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是疫情防控

要服务对象的综合性医学中心，就诊人员密集且

的重点区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是

流动性大，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尤为重要。病房陪

一家以感染、传染及急、慢性相关性疾病群体为主

护人员的流动性及不稳定性严重影响病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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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医院感染风险，影响护理质量。新型冠状病

及沟通在临床工作中的重要性，掌握在不同状况

毒肺炎疫情期间，医院严格落实防控指南要求，必

下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的技巧，如一个得体的称

要时实行封闭管理，坚持非必要不探视的防控举

呼、一个友善的微笑、一个专注的倾听、灵活的气

措。但隔离诊治易导致患者出现情绪不稳定、孤

氛掌控能力及推动技巧等。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独、恐惧等负性心理，对患者疾病的康复造成不利

使患者在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感受到关爱和激励，

影响。护理人文关怀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患者

接受并配合治疗和护理。

为中心”，将患者看成是具有生理、心理、社会、文
化等各种需要的整体人，是对患者进行系统、全
［1］

1. 2. 2 营造人文关怀环境：根据病区情况建

立安全、舒适、温馨、人性化的住院环境，温馨舒适

方位的护理 。随着时代的进步，医疗技术的不

的病区环境能降低患者内心压力，放松身心，保持

断提高，人文关怀护理理念已成为现代护理的发

良好的情绪，增加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依赖感、信任

展趋势，以及提升职业满意度的重要手段。本文

感。良好的情绪有助于疾病的恢复［4］。病区保持

主要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肝

安静整洁，病房设置舒适方便、阳光充足、色调清

病患者的人文关怀与护理管理策略，评价实践效

新，减少不良刺激；设有床间隔帘、床头灯、卫生间

果，现报告如下。

铺有防滑垫并安装扶手等。

1

1. 2. 3 开展“4 个一”人文服务：从细节落实对

资料与方法
选取 2020 年 7 月—2021 年 4 月医院收治的

81 例肝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思维清晰，

患者的护理人文关怀。接待每位患者时给予一个
善意的微笑，进行一次详细的入院介绍，每班一次
真诚的问候与鼓励，每日一次与患者主动沟通，了

有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临床资料完整者；患者知

解个性化需求。患者进入病区后，责任护士除做

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严重

自我介绍外，还要耐心周到地向患者介绍病区环

感染、其他重要脏器损伤或严重器质性疾病；合并

境、疫情防控注意事项，注意态度和蔼，语言柔和，

精神疾病；智力障碍者。

取得患者信任，使其尽快适应陌生环境；每班护士

根据入院时间将患者分为两组：2020 年 7 月

— 11 月收治的 41 例患者为对照组，男 24 例，女 17

例；年龄 17～88 岁，平均（58. 71±3. 22）岁。2020
年 12 月 — 2021 年 4 月 收 治 的 41 例 患 者 为 观 察
组 ，男 26 例 ，女 15 例 ；年 龄 17～83 岁 ，平 均

（59. 68±3. 17）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 05）。
1. 2

与患者进行主动沟通，落实病情观察及治疗，讲解
关于疾病、核酸检测、CT 检查、康复锻炼等知识，
同时将部分宣教内容制作成二维码，供患者使用
手机扫码观看。将健康宣教与信息化手段相结合
有利于实现护理人员连续性全程健康管理的理
念，为患者提供安全、便捷医疗服务［5］。

1. 2. 4 陪护管理人文化：病区严格落实人员

进出管理、人员健康管理、疫情防控培训与督查、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针对肝硬化、原发性肝

防控物资使用与管理，确保医务人员及患者的诊

癌、自身免疫性肝炎等疾病，实施包括基础护理、

疗安全。在护理工作中，将陪护管理内容进一步

专科护理、健康宣教等综合护理措施，并在患者出

细化和规范化，尽可能满足住院患者的日常生活

院时向患者发放满意度调查表。

需求，提高生活质量。①陪护管理措施：根据患者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人文关怀护理。

的病情和生活能力评估，由医生开具陪护医嘱，陪

人文关怀理念，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人文关怀

阴性报告。每例需要照护患者只能留 1 名家属或

1. 2. 1 提升科室人文关怀理念：学习并实施

教育可以促进护士人文素质的提高，并使之内化
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内在品

护人员须出示 24 小时内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陪护人员，且陪护人员需固定，关注医院服务号并
注册个人信息，领取“电子陪护证”陪护人员进出

格 。通过开展业务讲堂、专题学习、案例分析等

住院楼时，扫描“陪护人员认证二维码”进行身份

多种途径加强护理人员对人文知识的认识，理解

认证，实行“一患一陪护”制度。病区护士及时更

人文关怀护理对住院患者的重要意义，增强护理

新和维护院内系统中陪护人员信息，对住院患者

人员职业认同感。只有成功的交流，掌握沟通艺

及家属进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宣传、口

［2］

［3］

术，才能实施有效的护理措施 。明确护理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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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方法，陪护管理等培训。病区实施 24h 门禁

表1

管理及相应管控措施，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住院

两组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满意

测量陪护人员的体温 3 次，鼓励患者家属采用手

常规组

41

24（58. 54）

机视频的方式探视，疫情期间非必要不探视。②

人文组

满足患者需求：医院设立便民配送，通过微信扫码

χ2

或拨打电话等方式，为患者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包

P

期间除院内检查外不能随意进出病区，护士每日

41

表2
n

组别
对照组

41

供配送服务，满足患者日常需求。

观察组

41

1. 2. 5 注重人文心理干预：医护人员通过每

日工作中与患者沟通交流掌握其心理动态。掌握

沟通技巧，加强沟通次数，发现不良情绪应及时给
予心理疏导，改变患者不良认知、情绪、行为方式
等，做到人性化防治，为患者提供信息化、个性化、
人文化的护理问题解决方案。当患者对医疗服
务、生活服务、环境卫生等需要帮助时，可随时告
知，科室积极协调解决，及时回应和反馈。
1. 3

观察指标
评价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和焦虑程度。

3

（人次）

10（24. 39）

7（17. 07）

6（14. 63）

2（4. 88）

0. 006

固定地点护理员接收和配送至患者床旁，每日 7：
00-8：00、11：00-12：00 和 17：00-18：00，为患者提

不满意

（人次）

7. 604

括餐饮小食、水果、洗漱用品、女性卫生用品等，如
有物品递送，家属需注明患者姓名、病区、床号，由

33（80. 49）

基本满意

比较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x±s）
干预前

干预后

51. 03±1. 18

48. 14±2. 05

50. 92±1. 19

30. 18±1. 03

t

0. 420

50. 126

P

0. 675

＜0. 001

t
7. 823
84. 379

分
P
＜0. 001
＜0. 001

讨论
常规护理容易忽略患者个体的需求及内心感

受。在实施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人文
护理干预，可以增进护患之间有效沟通，增加患者
对护士的信赖和理解，从而提升满意度［6］。人文

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量表进行评估，分为满意、基

关怀护理的重点是给予患者情感护理，在患者产

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焦虑程度采用焦虑自评

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时能及时介入，给予包括

量表（SAS）进行评定，分值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

精神服务、环境护理或心理辅导等，让患者感受到

严重。

温暖，从而降低其心理压力，提高治疗信心的同时

1. 4

统计学方法

提高治疗依从性。人文关怀护理模式的开展，能

采用 SPSS 21. 0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更好地尊重和维护患者尊严，以患者为中心，同时

百 分 率（%）表 示 ，采 用 χ2 检 验 。 检 验 水 准 α =

平，为患者提供快捷、方便、安全的服务，从而给予

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0. 05，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 1

结果
两组满意度比较

对照组满意度 82. 93%（34/41），低于观察组

的 95. 12%（39/41），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0. 01）。
2. 2

两组焦虑程度比较

干预前，两组 S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要求护理人员提高自身服务意识及专业技术水
患者更全面的护理，使患者感到被尊重，有利于护
患紧张关系的缓和，缩短患者的康复进程。人文
关怀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人的
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
条件的肯定［7］。
人文关怀能有助于提升临床护理质量，这不
仅仅是硬件、技术及管理水平方面的提升，还包括
心理护理、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完善，是技术和人文
相结合的一种护理模式。为落实人文关怀护理，

意义（P＞0. 05 ）。干预后，两组 SAS 评分均较干

科室从创建人性化的住院环境、提高护理人员道

有统计学意义（P＜0. 01），见表 2。

个方面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护理服务，构建和谐的

预前下降，且观察组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

德修养、实施良好的护患沟通、注重心理护理等多
护患关系，增强患者治疗信心，将人文关怀理念贯
穿于在整个护理服务中，实施人性化的护理服务，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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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全面提高科室的护理质量。人文关怀护理是
近年来随着临床医学护理模式的改革发展而形成
的新的护理方案，护理工作的前提与核心是人文
关怀，其目的为通过人性化服务，拉近医护人员与
患者的距离，帮助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最大限度调动患者机体对
疾病的防御能力，以达到临床治疗的预期效果［8］。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

照 组（P＜0. 01）。 干 预 后 ，两 组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SAS）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提示人文关怀的应用可以有效改善住院患者的焦
虑情况，提高护理满意度。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在
肝病患者护理管理实践中增加人文关怀，充分体
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有利于提高患者
治疗依从性和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和应用。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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