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护理研究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10 月第 59 卷第 30 期

人文关怀结合中医特色护理对晚期肝癌患者癌痛、
心理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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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结合中医特色护理对晚期肝癌患者癌痛尧心理应激尧睡眠质量的影响遥 方法 选取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3 月本院 96 例晚期肝癌患者袁随机分为 A尧B尧C 三组袁每组各 32 例遥 A 组给予人文关怀结合中医
特色护理袁B组给予中医特色护理袁C 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袁比较三组患者不适症状尧癌痛尧心理应激尧应对方式尧睡

眠质量遥 结果 A 组头晕乏力尧 睡眠困难尧 食欲减退症状发生率分别为 15.63%尧15.63%尧9.38%袁B 组为 15.63%尧
18.75%尧12.50%袁均低于 C 组的 43.75%尧46.88%尧34.38%渊P约0.05冤曰A 组与 B 组干预后癌痛情况改善优于 C 组渊P约
0.05冤曰A 组干预后 SAS尧SDS 评分低于 B 组袁B 组低于 C 组渊P约0.05冤曰A 组干预后面对维度评分高于 B 组袁B 组高于

C 组袁回避尧屈服维度评分低于 B 组袁B 组低于 C 组渊P约0.05冤曰A 组患者干预后睡眠质量尧入睡时间尧睡眠障碍尧睡
眠时间尧睡眠效率尧催眠药物尧日间功能评分低于 B 组袁B 组低于 C 组渊P约0.05冤遥 结论 人文关怀结合中医特色护
理可有效改善晚期肝癌患者不适症状袁减轻患者癌痛和心理应激袁加强积极应对疾病的心理袁提高睡眠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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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car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sed nurs鄄
ing on cancer -related pain袁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sleep quality of pa鄄
tients with advanced liver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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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渊TCM冤-based
nursing on cancer-related pain 渊CRP冤袁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iver cancer.
Methods Ninety-six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iver cancer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March 2020 were se鄄

lected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袁A袁B袁and C袁with 3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Group A was given

humane care combined with TCM -based care袁 group B was given TCM -based nursing care and group C was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discomfort symptoms袁CRP袁psychological stress袁coping styles袁and sleep quality
were compared among three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dizziness and fatigue袁sleep difficulty袁and loss of appetite

in group A were 15.63%袁15.63%袁and 9.38%袁respectively袁and those of group B were 15.63%袁18.75%袁 and 12.50%袁

respectively袁 which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C 渊43.75%袁46.88%袁and 34.38%冤渊P约0.05冤. The improvement of CRP
in group A and B after interven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group C 渊P约0.05冤. After intervention in group A袁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group B袁 and those of group B were lower than group C 渊P约0.05冤. After intervention袁the score of

facing dimension in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袁and that in group B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C袁
while the score of avoidance and yield in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袁 and those of group B were lower

than group C渊P<0.05冤. The scores of sleep quality袁 time falling asleep袁 sleep disorder袁 sleep duration袁 sleep efficiency袁
hypnotic drugs袁 and daytime function of group A were lower than group B袁 and those of group B were lower than group
C 渊P<0.05冤. Conclusion Humanistic care combined with TCM-based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uncomfortable

symptoms袁reduce CRP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袁 strengthen the psychology to actively deal with diseases袁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liver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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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肝癌高发国家袁肝癌发病率占全球 40%耀

45%袁据统计每年约有 20 余万人死于肝癌[1]遥 肝区疼
痛是原发性晚期肝癌患者最主要的症状袁严重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水平袁从生理尧心理尧精神等多个层面困扰
患者遥 临床上由于患者自身需求和疾病治疗的需求袁

给药袁按时给药而不是按需给药袁密切观察患者服药
后不良反应遥 对癌痛明显与心理敏感的患者进行有效
的心理疏导袁耐心解答患者疑问遥

1.3.2 中医特色护理 淤穴位按摩院以肝俞尧期门为主
穴袁足三里尧脐周全息穴为配穴袁通过点尧按尧压尧揉尧

将缓解症状尧减轻疼痛作为原发性肝癌晚期患者治疗

滚尧推尧一指禅等手法袁进行按摩袁力量从轻到重袁做到

邪热毒内侵袁痰疲相结袁阻塞经脉袁不通则痛遥 为了提

于穴位敷贴院选择自制大黄敷贴方袁取生大黄粉 8 g袁

的重点[2]遥 中医学认为袁癌痛是由于人体正气虚弱袁外
高护理干预效果袁临床对于晚期癌症患者常将中医镇
痛原则与方法运用其护理工作中袁灵活应用穴位按压尧
敷贴尧针刺尧艾灸尧推拿等方法袁与西医镇痛治疗共同

发挥作用 遥 人文关怀是关爱尧关照患者行为尧情感的
[3]

一种护理理念袁也是提高护理质量的重要方式遥 本研
究将人文关怀尧中医特色护理二者结合应用于晚期肝
癌患者的护理工作中袁旨在为临床该类患者的护理提
供参考袁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3 月本院 96 例晚期

肝癌患者袁将其随机分为 A尧B尧C 三组袁每组各 32 例遥

A 组男 19 例袁女 13 例曰年龄 42耀78 岁袁平均渊68.73依
7.73冤岁曰临床分期院芋期 15 例袁郁期 17 例遥 B 组男 20
例袁女 12 例曰年龄 41耀79 岁袁平均渊68.96依7.05冤岁曰临

床分期院芋期 16 例袁郁期 16 例遥 C 组男 19 例袁女 13

例曰年龄 40耀79 岁袁平均渊68.71依6.64冤岁曰临床分期院芋
期 17 例袁郁期 15 例遥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有

柔和有力袁 以患者稍感酸胀为佳袁30 min/次袁2 次/d遥
加入等量白醋袁制成 3 cm伊3 cm 大小袁厚度为 0.3 cm
的药饼袁穴位选择中都尧期门尧章门尧中脘尧肝俞尧阿是
穴等袁局部清洁消毒后进行敷贴袁敷贴结束后使用无
菌敷料覆盖袁每 24 小时更换 1 次药物袁做好保暖工作袁
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局部瘙痒尧红肿现象袁3 次/周袁

持续 1 个月遥 盂隔盐灸院取 100 g 直径 0.5 mm 左右的
粗盐于 5 g 艾绒相互混合袁再取 400 g 直径 0.5耀0.9 cm
的大颗粒盐袁与之混匀袁以全棉药袋封装袁备用袁用微

波炉加热 2耀3 min袁控制温度为 40益耀50益袁置于中脘
穴 30 min袁药袋变冷需重复加热袁3 次/周袁持续 1 个月遥

1.3.3 人文关怀 淤以患者为中心制订人文护理方
案袁对护理人员语言和工作礼仪进行规范化的培训曰

于定期与患者进行交流袁注意观察患者言语尧态度尧行
为袁对其发生的改变进行详细记录袁与患者沟通后袁与
长期陪护的家属进行交谈袁了解患者日常行为与意
识袁针对后续可能发展为负性情绪的征兆袁积极予以
引导尧疏导袁辅助其释放内心情绪曰盂保证病房清洁卫
生袁营造舒适尧温馨的住院环境曰榆通过沟通与患者建
立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袁以专业的知识袁通过临床积

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极案例鼓励患者袁帮助其建立信心袁让患者感受到温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暖曰虞根据患者受教育程度及对疾病的了解程度袁制

1.2.1 纳入标准 淤经影像学尧实验室病理检测袁符合
晚期肝癌诊断标准 [4]曰于预计生存期跃2 个月曰盂患者
了解并清楚自身病情状态曰榆意识清醒袁能配合护理

人员的指导曰虞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袁患者家
属知情同意遥

1.2.2 排除标准 淤合并精神病史者曰于合并其他恶性

肿瘤者曰盂合并其他免疫系统尧血液系统尧器质性疾病
者曰榆不愿配合本研究的患者及其家属遥
1.3 方法

C 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袁B 组在常规护理干预的

订个性化的宣教内容袁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袁自觉
配合治疗袁提高医嘱依从性遥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4.1 不适症状 比较三组患者不适症状发生情况遥

1.4.2 癌痛 比较三组患者干预前与干预后 1 个月癌
痛改善情况袁通过主诉疼痛程度分级法 [5]评价患者疼

痛程度袁将疼痛分为 0尧玉尧域尧芋四个级别遥 0 级代表
无痛曰玉级代表有疼痛但尚可忍受袁患者可进行正常
生活袁睡眠不受明显影响曰域级院患者可感受到不能忍
受的明显疼痛袁服用药物后疼痛缓解袁但正常生活和

基础上给予中医特色护理袁A 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睡眠均受到影响曰芋级院患者疼痛剧烈袁坐立不安袁无

给予人文关怀结合中医特色护理遥

法忍受袁服用药物后疼痛仍未能缓解袁其正常的生活

1.3.1 常规护理干预 患者入院后进行健康教育袁嘱咐
患者饮食以清淡营养为主袁忌吸烟饮酒袁遵医嘱给药袁

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癌痛止痛疗法袁按照野三阶
梯止痛冶原则给药袁按止痛药物的有效止痛时间间隔

和睡眠受到严重影响遥

1.4.3 心理应激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渊SAS冤 [6]与抑郁自
评量表渊SDS冤[7]评价患者干预前与干预后 1 个月焦虑

与抑郁程度袁量表包含 20 个条目袁采用 1耀4 分计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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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组不适症状情况比较[n渊%冤]
n

组别

恶心呕吐

头晕乏力

睡眠困难

食欲减退

腰酸背痛

5渊15.63冤

3渊9.38冤

4渊12.50冤

A组

32

5渊15.63冤

5渊15.63冤

C组

32

10渊31.25冤

14渊43.75冤

B组

32

注院与 C 组比较袁淤P约0.05

组别

n

A组

32

C组

32

B组

5渊15.63冤

干预前

32

0级

淤

5渊15.63冤淤

6渊18.75冤淤

干预后

干预前

玉级

干预后

干预前

域级

干预后

8渊25.00冤

干预前

芋级

干预后

6渊18.75冤

19渊59.38冤

12渊37.50冤

7渊21.88冤

14渊43.75冤

4渊12.50冤淤

0

0

7渊21.88冤

9渊28.13冤

11渊34.38冤

12渊37.50冤

14渊43.75冤

11渊34.38冤

1渊3.13冤

5渊15.63冤

18渊56.25冤

12渊37.50冤

淤

组别

n

A组

32

54.91依5.66

C组

32

55.41依4.26

干预前

32

55.70依4.83

注院与干预前比较袁 P约0.05曰与 C 组比较袁 P约0.05曰与 B 组比较袁 P约0.05
淤

5渊15.63冤

11渊34.38冤

2渊6.25冤

淤

表 3 三组负面情绪比较渊x依s袁分冤
SAS

B组

4渊12.50冤淤

15渊46.88冤

表 2 三组癌痛情况比较[n渊%冤]

淤

0
0

注院与 C 组比较袁淤P约0.05

淤

于

盂

总分=量表得分伊1.25袁SAS逸50 分代表焦虑袁SDS逸53
分代表抑郁袁得分越高表示焦虑与抑郁越严重遥

1.4.4 应对方式 采用医学应对方式渊MCMQ冤量表 评
[8]

估干预前与干预后 1 个月患者应对方式评分袁该量表

干预后

37.50依4.14

淤于盂

41.20依5.09

淤于

46.51依4.01

淤

8渊25.00冤

干预前

16渊50.00冤

SDS

4渊12.50冤淤

干预后

58.20依5.08

42.18依4.27淤于盂

58.42依5.40

52.13依5.28淤

57.80依5.77

45.23依4.65淤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A 组与 B 组干预后癌痛
情况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见表 2遥
2.3 三组负面情绪比较

三组干预前 SAS尧SDS 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包括面对尧回避尧屈服 3 个维度袁共 20 个条目袁采用

意义渊P跃0.05冤曰三组患者干预后 SAS尧SDS 评分较干

1.4.5 睡眠质量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渊PSQI冤 于

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1耀4 分计分袁得分越高表示该项倾向性越强遥

[9]

干预前与干预后 1 个月进行评价袁 该量表共 7 个部

分袁包括主观质量尧入睡时间尧睡眠时间尧睡眠效率尧睡

预前降低袁且 A 组低于 B 组袁B 组低于 C 组袁差异有
2.4 三组应对方式比较

三组干预前应对方式 MCMQ 评分比较袁差异无

眠障碍尧安眠药物使用尧日间功能袁每个部分按 0耀3 分

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三组干预后面对维度评分较干

存在睡眠质量问题袁臆7 分代表睡眠质量较好遥

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三组干预后回避尧屈服维度评

计袁总分 0耀21 分袁分数越高表示质量越差袁跃7 分代表

预前升高袁且 A 组高于 B 组袁B 组高于 C 组袁差异有

1.5 统计学方法

分较干预前降低袁且 A 组低于 B 组袁B 组低于 C 组袁差

立尧正态分布尧方差齐的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

2.5 三组睡眠质量比较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符合独

表示袁多组间比较采用 F 检验袁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4遥

两组患者干预前睡眠质量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渊P跃0.05冤曰A 组患者干预后睡眠质量尧入睡时间尧睡
眠时间尧睡眠障碍尧睡眠效率尧催眠药物尧日间功能评

2 结果
2.1 三组不适症状情况比较

A 组头晕乏力尧睡眠困难尧食欲减退症状发生率

分低于 B 组袁B 组低于 C 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
0.05冤遥 见表 5遥

分别为 15.63%尧15.63%尧9.38%袁B 组为 15.63%尧18.75%尧

3 讨论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A 组与 B 组不适症状发生

往已为晚期袁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袁不仅给患者身体

2.2 三组癌痛情况比较

者常见并发症袁产生的剧烈疼痛严重影响患者心理状

12.50%袁均低于 C 组的 43.75%尧46.88%尧34.38%袁差
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见表 1遥

三组干预前癌痛情况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跃0.05冤曰A 组与 B 组干预后癌痛情况改善优于 C 组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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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发病初期无明显症状袁不易诊断袁确诊时往
带来巨大痛苦袁也加重了患者心理负担遥 癌痛是癌症患
态袁使其产生强烈的焦虑不安情绪袁影响生存质量[10-11]遥
肝癌晚期癌痛程度会进一步加重袁与此同时治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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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组应对方式比较渊x依s袁分冤
面对

回避

屈服

组别

n

A组

32

18.26依2.04

23.41依2.07淤于盂

16.66依2.05

12.89依1.29淤于盂

8.93依1.04

6.84依1.20淤于盂

C组

32

18.19依2.23

20.16依1.73

16.74依1.95

15.02依1.73

8.90依1.14

8.24依0.86淤

B组

干预前

32

18.13依2.17

干预后

干预前

21.91依1.95淤于

16.59依2.18

淤

注院与干预前比较袁 P约0.05曰与 C 组比较袁 P约0.05曰与 B 组比较袁 P约0.05
淤

于

盂

干预后

13.95依1.40淤于
淤

干预前

干预后

8.97依1.19

7.58依0.95淤于

表 5 三组睡眠质量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时间

A组

32

干预前

B组

32

干预前

C组

32

睡眠质量

1.94依0.47

干预后

干预后

睡眠效率

1.54依0.37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

1.04依0.18

2.48依0.65

0.86依0.15淤于盂

0.95依0.24淤于盂

0.74依0.16淤于盂

0.59依0.10淤于盂

1.18依0.28淤于盂

1.25依0.30淤于

1.42依0.29淤于

1.05依0.20淤于

1.21依0.17淤于

0.91依0.15淤于

0.72依0.16淤于

1.45依0.41淤于

1.64依0.32淤

1.84依0.36淤

1.38依0.24淤

1.43依0.19淤

1.14依0.14淤

0.90依0.13淤

1.71依0.35淤

2.37依0.54
2.44依0.71

1.71依0.42
1.69依0.36

注院与干预前比较袁淤P约0.05曰与 C 组比较袁于P约0.05曰与 B 组比较袁盂P约0.05

中使用的药物也会带来一定的不良反应袁患者极易出
现抑郁尧焦虑尧恐惧情绪袁这些负面情绪对患者的治疗
产生负面作用袁形成恶性循环[12-13]遥

中医护理是指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工

作袁充分借鉴中医药理论实践袁对癌痛患者进行中药
内服尧外用尧针刺尧按摩尧饮食尧情志调节等多种护理干
预袁与西医护理模式相比袁更具人性化袁配合三阶梯止

遥人文关怀重点在于

[14-15]

痛治疗袁切实为患者减轻疼痛

关怀遥临床大量研究表明 袁关怀可以使人感受到快乐
[11]

睡眠障碍

1.81依0.58

1.02依0.29淤于盂

1.97依0.40

干预前

睡眠时间

1.75依0.30

0.80依0.15淤于盂
1.92依0.38

干预后

入睡时间

2.41依0.68

和希望袁促进健康袁对于癌症患者袁还能有效提高其社

会应对能力遥 其次袁护理实践对象为患者袁护理过程中

1.85依0.53
1.84依0.50

与 B 组疼痛改善明显优于 C 组遥 中医特色护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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