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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外科护理中的实践和体会
刘文艳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内蒙古  通辽  028000）

0　引言

我国现阶段对受伤人群的护理康复系统的重视程度存在

一定问题，有很大数量的受伤人士无法得到优质的护理服务，

接受正规的护理康复治疗。医药卫生领域中，对于受伤人士

的关注略低，导致一些非常需要进行护理服务的外科伤员丧

失了最佳的康复机会 [1]。目前，在国外的发达国家，对特殊

人士的护理服务相对比较重视，所以，我们国家更应该在特

殊医疗卫生领域中加强对受伤人士的优质护理服务，实现优

质服务对医疗人士的教育实践最大化。

1　优质护理服务的方法

需要护理服务的人士一般在生理上与普通人存在一定差

异，这些差异化导致他们的心理可能出现一些不健康的因素。

这些不良心理因素导致其心理活动能力较差，自我情绪调节

以及自控能力都稍显逊色，自卑心理相对比较严重，情绪的

自我控制能力也稍显逊色于一般人群。

1.1　积极动员，开展人文关怀。要从根本上对外科护理有全

新的概念认知，明白护理的真正意义是帮助患者摆脱疾病的

困扰明确护理人员自身的重要性。护理人员要积极组织相关

的护理知识培训活动，转变传统的护理人员的定位观念。端

正自身的态度，用积极向上的态度显示对于患者的尊重和关

怀；护理人员在进行上岗工作之前，要仔细检查仪表，保证

自身的着装整洁，穿戴统一的制服，给患者一种专业的素质

能力的展现。在医疗卫生系统中里，有大量的患者需要被提

供护理服务。他们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比如

疾病康复程度的高低差异、身体健康程度的差异等等。所以，

在外科护理中，护理人员的宗旨就是要以健康的心理为基准，

展开相应的护理服务研究。作为护理人员，为了能够顾及到

不同类型的患者人群，要在护理观念上有所改进，因材施教，

不能急于求成。对于患者人士而言，护理是他们通往健康生

活的一扇窗户，是非常重要的医疗活动。

1.2　转变思想，树立优质护理服务理念。应该以医院为一个

大的综合主体，有效的对护理知识进行组织护理、参观外院

的优质护理服务方法，学以致用，改善自身的不良问题，同

时加强对病房的建设。很多患者人士的社交范围和兴趣范围

都局限在医院里，都比较狭小，大部分原因是疾病带来的负

面影响。所以，很多患者人士的兴趣爱好逐渐变得比较单一，

对周围的环境变化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护理服务

独有的渗透力和疗愈性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吸引力。根

据护理服务不可抗拒的治疗性这种特点，在外科护理中，首

先应该使用更多的教学素材丰富护理教学的内容，可以选择

针对性较强的护理案例或者大量的有效信息让护理人员了解

不同症状的护理方法等等，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之后进一步

激发护理人员的护理兴趣，让患者的注意力和关注度能够逐

渐集中在护理服务的体验中，而不是只停留在康复的层面。

1.3　调整护理工作模式，分区实行整体护理。为了保证每一

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应有的护理照顾，应该病区按照床号的方

式进行分类，分为 1 区（1-25 床）和 2 区（26-50 床），每

一个区域都应该单独设置一到两名所长进行患者情况的 整理

和报告。每一组至少应该有 7 名护士，根据大数据统计能够

得出，这样的话，每一名护士都要对 4-5 个患者的安全状况

负责。在外科护理中要通过建立护理人员的教学情境，有效

地将护理与理论内容相互融合，将外科护理的优质服务直接

与情境化设计联系，基于大量的案例，患者人士在治疗的过

程中能够有一个开放、熟悉、对医生以及护理人员充满信任

感的治疗环境中。

1.4　重视细节，做好各项基础护理工作。个别化细节护理是

指针对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所设计的护理服务方案方法。

每一个患者在进行外科护理之前，对于护理服务的接受程度

和康复能力都是不同的。这种护理途径依托于患者和护理人

员两个方面，同时也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每一个患者在护理时

遇到的困难，满足他们不同的个体需求。之所以采用个别化

是为了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顾及每一个需要照顾的个体，为

每一位患者人士提供最好的教学内容。

1.5　规范培训，提高护理水平。外科护理人员应该积极提升

自身有关普外科的专科护理知识，熟练护理的相关操作，时

刻学习最新的护理知识、优质护理服务新举措等。个别化护

理服务的流程首先是针对不同的个体建立一个教学计划档案

库，包括患者人士的一般基本资料，患者人士专业的康复评

估报告，今后身体的长期目标计划，同时结合现在的情况制

定短期目标。其次就是制定个别化的教学实施方案，根据方

案进行实践实施。然后进行患者护理情况的评估。个别化的

护理是在关注整体情况的基础下，针对不同的患者个体采取

专门的教学方法。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让患者人士在

护理时更有方向性，同时也可以在心理上让其感受到一定的

关注度，内心得到一定的慰藉。

2　优质护理服务在外科护理中的体会

优质护理是对以人为本，一切为了患者这一理念的具体

展示，护理人员应该在各方面都将患者放在首位，改变原有

的护理程序及方法，满足患者的基本需求 [2]。优质的护理服

务是护理与人体机能相互作用的一种具体表现。通过进行护

理服务，基于自身的实用性，可以对患者加入一定程度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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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质护理服务是面对生理以及心理受到伤害的人士所实施的具有针对性的外科护理服务。当前社会，对
这一需要护理服务的人群关注度较低，尤其是优质的护理服务，普及率是非常低的。本文主要对优质护理服务在
外科护理中的实践和体会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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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较为常见，而针对性护理方法改善了普通护理过程中存

在的风险因素，能够制定有效的制度，提升护士的工作水平

和工作能力，要求其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操作，合理药物的配

比和使用，并且不断提升护士的心理素质和专业素养，有效

的提升了护理质量，减少了风险事故的发生，具有显著的护

理意义 [5-6]。

研究表明，实验组患者风险总发生率 3.57% 明显低于对

照组 22.62%，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说

明完善护理方法，针对护理风险存在的因素采取有效的应对

政策进行解决，有利于提升护理质量，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

综上所述，不断采取必要的政策解决儿科门诊静脉输液

治疗中的护理风险，能够提升治疗效果，减少医患纠纷，具

有显著的应用意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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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儿风险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n 药剂使用错误 药量应用错 操作失误 输液速度控制不合 穿刺失败 总发生率

实验组 84 0 0 1 1 1 3（3.57%）

对照组 84 2 2 4 4 7 19（22.62%）

χ 2 - - - - - - 13.390

P - - - - -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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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属于一种入侵性检查方式，能够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

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患者造成一定创伤，这也是导致患者

行胃镜检查时患者常出现恐惧、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从

而导致患者出现血压、脉搏变化较为明显，能够对患者的检

查结果造成影响，因此，在临床中采用合理的护理手段对患

者进行干预，从而能够使患者不良情绪得到缓解，并能够积

极配合医生进行检查，并能够使患者的检查质量得到保证。

改进型无痛胃镜护理技术，能够在患者进行胃镜检查前，

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使患者不良情绪得到缓解，并能够对

患者无痛胃镜检查过程中的要点进行讲解，从而能够使患者

配合医生进行胃镜检查，另外，还能够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指导患者如何服用口服麻醉药，能够使患者的胃部得到保护，

也能够有效避免患者发生机械性损。患者进行胃镜经检查过

程中，护理人员应全程陪伴患者，使患者感受到温暖，并在

患者检查过程中，给予患者鼓励支持，使患者能积极配合医

师进行检查，患者检查完成后，应对患者进食情况进行指导，

防止患者发生咳嗽以及粘膜损伤等情况，并将检查室的联系

方式告知患者，使患者能够及时了解检查情况，利于患者取

检查检查结果。

综上所述，改进型无痛胃镜护理技术，能够使行胃镜检

查患者的成功率得到提高，并能够降低患者检查过程中的疼

痛感，对保证患者的检查质量有着重要意义，该种护理方式

应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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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系统，能够促进他们的感知能力、协调能力和康复能力。

3　结论

对外科有护理需求的人士作为医疗卫生系统群体中相对

特殊的人员结构，对整个护理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以，在今后的医疗领域中，护理服务教育应该占据一定地位。

在医疗康复护理中，优质的服务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优质

医疗护理服务的教学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形式，同时也是有效

的心理疗法，可以帮助患者人士重新构建心理架构，将心理

治疗与实践教育相互融合，这对于整个护理群体都具有重大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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