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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有要咨询
的问题，请联系本版责任编辑。

邮箱：jtysjb@163.com

������平时人们只知道病房健康教育很
重要， 其实对一些需要通过做手术才
能康复的病人， 在做手术时健康教育
更重要。 常宁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吴春生通过临床观察和临
床实践， 发现术前、 术中及术后手术
健康宣教可以帮助病人和家属减轻痛
苦， 带来安慰， 还能减少不良情绪带
来的应急性的不良反应和躯体并发症
的发生。 吴春生指出手术健康宣教对
病人好处很多。

术前访视及健康指导， 做到心
中有数， 还能消除患者恐惧心里。

系统的术前健康教育和详细的
术前指导， 是一种重要且有效的护
理手段， 患者对疾病没有正确的认
识或认识不够、 对手术的恐惧， 让
患者很难摆脱紧张心理， 术前 1 天
由手术室护士前往病房探视患者 。
首先查阅有关病历资料， 了解病情
与手术医生了解手术方案。 然后到
病床取得联系， 根据患者的年龄 、
职业、 文化程度， 尽量采取简单通
俗的语言， 将健康的内容做详细的
讲解。 为患者提供有关手术治疗的
信息、 手术目的、 方法、 麻醉方式、

手术中如何配合腰麻或硬膜外麻醉
或全麻。 及时纠正患者的误解， 使
患者真正了解术前有关知识， 使患
者对手术室的环境及自己将要面对
的手术有粗略的了解。 让患者了解
术前为何要禁食、 要取下假牙、 不
能化妆、 不要带着手饰或贵重物品
进入手术室等。 以及术前皮肤的清
洁准备及更换干净衣服的必要性 ，
同时做好家属的健康宣教工作， 以
取得帮助和支持， 使健康教育的效
果事半功倍。

术中健康教育能及时发现问题，
帮助患者适应手术中过程。

在手术室开展的人性化护理服
务， 一切从患者的利益出发。 医务
人员要站在患者的角度去发现问题，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更好的了解患
者需要， 对腰麻、 硬膜外麻醉的患
者要求采取低头、 双手抱膝、 侧卧
位的配合， 术前导尿的解释与注意
隐私部位的遮挡， 告诉患者可能出
现的不适。 及术中使用电刀的焦糊
味、 骨水泥刺激性气味、 骨锤敲击
的声音、 电锯电钻的噪声、 术中可
能牵拉脏器产生的不适等， 巡回护

士都要陪在患者身边做解释工作 ，
使患者感到被尊重、 被关怀， 并且
有安全感。 认真观察患者的思想动
态， 有效地进行健康教育， 想方设
法满足他们的护理要求。 多一个微
笑， 既消除患者对手术的恐惧， 又
缩短了护患之间的距离， 更增强了
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

术后随访健康教育能及时发现
并发症， 杜绝医患纠纷。

及时有效地术后随访， 有助于
评价术中护理效果， 能尽早发现和
杜绝手术护理并发症， 对提高手术
室的护理质量和指导患者早日康复
有积极有效的作用。 据常宁市中医
院麻醉科统计， 术后 3 天随访患者，
由专人负责， 术后访视率达到 95%。
关心他们的恢复情况 ， 会很愉快 ，
这种愉快的情绪有利指导于促进手
术患者早日康复， 其合理安排饮食，
如病情容许及早下床活动。 适当讲
解促进肠功能恢复的方法， 根据不
同病情需要选择正确舒适的体位 ，
了解患者对手术的感受， 有利于提
高手术质量， 杜绝医患纠纷。

贺春艳

������其实， 类似陈先生的情况在
很多高血压患者身上发生过， 例
如， 擅自停药、 不规律监测血压、
放任不良生活习惯等， 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认识到高血
压自我管理的重要性。 因为高血
压是临床中常见的一类慢性症状，
除了定期到医院接受医生的治疗
外， 更多的是需要病人自己在日
常生活中做好血压的监测和自我
管理。

过度劳累会引起身心俱疲 ，
易致血压升高。 对患高血压的中
老年人来说 ， 要避免过度劳累 ，
特别是精神疲劳尤其重要。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长时间
阅读、 写作和用脑， 避免长时间
会晤 、 交谈等 。 无论什么活动 ，
只要出现疲劳感， 高血压患者都
应该中止活动， 立即休息。 当发
生头痛、 头晕、 体力不支或胸闷

等不适情况时， 应向周围人说明
情况， 切不可勉强支撑。

高血压的治疗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长期治疗和护理。 有些患者
没按医嘱疗程用药， 而是在症状
减轻或消失后即停止继续药物治
疗 ， 从而导致疾病未彻底康复 ，
甚至复发加重。 要知道， 无症状
高血压更加可怕， 往往容易让人
掉以轻心。

还有些患者想把增高的血压
迅速降至正常水平， 这是不现实
的， 因为机体已经适应了高水平
血压， 假如下降太快会造成机体
不适应， 反而出现新的症状， 脏
器供血会受到损害。 因此， 治疗
应该从小剂量降压药起步， 使血
压缓慢平稳下降， 让机体得到新
的适应和平衡。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院长
主任医师 孙宝贵

������腰椎间盘突出患
者一般在保守治疗没
有效果之后， 会采取
手术治疗。 腰椎内固
定术后的康复只要严
格按照医生的指导 ，
是可以完全康复的 ，
而且对以后的工作或
是生活都不存在什么
影响， 但术后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

卧床休息 最好是
睡硬板床， 翻身时保
持肩、 髋部在一个平
面上， 腰部不能扭曲。

防止神经根粘连
加强腰椎的稳定性 ，
需在床上进行功能锻
炼。 如直腿抬高练习：
平卧位， 双下肢伸直，
交替上抬。 每日数 10

次。 抬臀练习： 仰卧位， 双
肘弯曲置于身体两侧， 双下
肢屈曲， 利用两肘， 两足之
力撑起腰背部 ， 臀部离床 ，
停留三秒钟后放松， 再继续
以上动作。 飞燕式练习： 俯
卧位， 两手背在身后， 双下
肢并拢 ， 利用胸腹部支撑 ，
抬头抬腿， 停留三秒钟后放
松， 再继续以上动作。

加强营养 多吃富含蛋白
质、 维生素的食物及新鲜的
水果、 蔬菜， 多饮水， 少食
甜食， 戒烟、 酒。

避免受伤 下床前， 需先
戴好腰围， 缓慢起身， 先在
床边坐 20 分钟， 如有头晕，
双足麻木感， 休息片刻会有
好转 ； 如出现恶心 ， 呕吐 ，
应立刻平卧休息， 过一天再
试着坐起。 刚行走时需有人
看护和搀扶， 避免长时间站
立或从事重体力劳动。

控制体重 肥胖者需制订
减肥计划， 以减轻脊椎的负
担。 如有不适， 请及时就诊。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李维新

张医生：
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 请问

能不能拔牙？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湖南读者 老吴

老吴：
糖尿病患者不可轻易拔除牙

齿， 但对于拔牙适应证中无法保
留的病灶牙， 因其在一定程度上
与糖尿病互相影响 ， 互为因果 ，
促使糖尿病恶化， 或者对身体有
其他不良影响， 因此， 患者应在
高血糖得到控制 （8.88 毫摩尔/升
以内） 以后， 无尿酮症和明显酸
中毒症状时果断地进行拔牙。 这
样有助于缓解糖尿病的病情， 甚
至可减少糖尿病的用药量。 患者
拔牙前应进行充分准备， 如仔细
检查口腔 、 冲洗发炎的牙周袋 、
将脓肿的牙龈切开引流， 同时给
予全身抗感染治疗等。 由于糖尿
病患者抗感染能力较差， 易出现
拔牙后愈合时间延长、 疼痛及炎
症等， 因此拔牙前后应给予抗需
氧菌及抗厌氧菌的药物治疗。 另
外， 空腹不宜拔牙， 要注意保证
早餐提供足够的热量， 以避免局
麻时出现低血糖昏迷。 对血糖控
制不佳或伴有严重感染的患者 ，
应在拔牙前告诉医生， 让医生确
定是否预防性给予抗菌的药物或
采取其他措施， 防止菌血症造成
病灶感染。

湖南省娄底市口腔医院
主管护师 杜智敏

别以为血压暂时控制住
就万事大吉了

手术健康宣教好处多常宁市中医院
麻醉科主任吴春生:

陈先生半年前因经常头晕到医院就
诊， 血压为 160/100 毫米汞柱 （mmHg），
医生便给他开了一个月的降压药。 他开
始服药后隔三差五便测量一次血压， 均
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一个月的降压药吃
完了， 陈先生觉得自己血压控制好了，
没什么大碍， 就没有再继续量血压， 也
没有去医院诊治。 可好景不长， 停药不
到半个月， 陈先生又出现头晕， 但由于
工作繁忙， 没来得及去医院看病。 直到
前不久病情加重后， 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幸亏及时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