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造口人” 是完全可以过性生活
的。 要注意的是， 在手术初期， 生理
和心理尚未完全康复和适应时， 不能
操之过急。 一般手术后 3 个月， 患者
的生理痊愈， 心理调节进入正轨后，
即可开始性生活。

同房前应先将造口袋排空， 或者
佩戴迷你袋或造口栓。 要注意对造口
的局部护理， 如彻底清洁造口、 更换
干净造口袋， 使用除臭剂或喷洒化妆
香水。 要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体
位及姿势。 配偶一定要从爱护患者出
发， 不要表现出反感， 而要安慰和鼓
励患者面对生活， 双方要同心协力，
克服困难。 一般造口术后， 无论男性
女性， 都不影响怀孕和分娩。

郑州大学医学院 时仲省

������在临床上， 伤口按时间可分为急
性伤口和慢性伤口。 前者是指突然发
生和持续时间短的伤口， 治疗迅速且
未发生感染； 后者是指无法通过正常
有序而及时的修复过程达到解剖和功
能上的完整状态的伤口， 一般是指超
过 8 周不愈合的伤口。

伤口的良好修复有赖于合理的伤
口处理及护理， 伤口护理应采取减轻
疼痛的方法， 尽可能使病人感到舒
适， 这种舒适包括躯体上的和心理上
的。 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点。

清除刺激源 如热烧伤、 化学烧
伤必需立即终止烧伤源， 将伤口置于
自来水下冲洗 30 分钟， 去除附着于
伤口和皮肤表面的刺激源。

清除坏死组织 对坏死组织应尽
早清除， 有助于伤口愈合， 防范机体
中毒与局部感染。

预防和控制感染 包括清洁伤口；
加强营养支持， 纠正低蛋白血症； 更
换敷料时戴无菌手套 ， 预防交叉感
染； 每周做一次伤口培养， 监测感染
情况等。

保护伤口及其周围组织 使用减
压垫减除伤口及其周围组织的压力；
保持伤口局部的密闭性 ， 预防分泌
物、 排泄物污染； 采取保护性体位或
放置保护性支架等。

为伤口愈合提供湿润的环境 根
据伤口的大小、 深度、 颜色及液量等
情况， 选择恰当的封闭敷料敷贴伤
口， 为伤口愈合提供一个低氧、 湿润
的愈合环境。

控制流出的液体和气体 对于渗
液量较多的 ， 特别是感染性渗液伤
口， 应采用吸收渗液的敷料； 对于洞
穴性伤口， 可用封闭式负压吸引技术
吸出流出的液体和气体。

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胃肠乳甲外科护士长 林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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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直肠膀胱病变 (如
直肠癌、 膀胱癌、 肠梗阻等 ) 的
发病率增高并呈年轻化趋势， 据
统计， 全国每年新增造口病人 10
万人以上。 肠造口由于改变了粪
便的正常出口， 从隐蔽的会阴部
移到腹部， 且不能随意控制， 所
以对病人的生理、 心理、 生活及
工作等均造成极大的影响。 如何
提高 “造口人” 的生活质量， 是
临床上值得关注的问题。 具体来
说， 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选择合适的造口产品
选择造口用的袋子时， 患者可以
征求医生的建议， 主要考虑适合
自身的需要， 当然也要考虑经济
因素。 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一定要符合能粘贴不会漏、 不会
对皮肤造成刺激而导致皮肤脱落
的要求 。 造口产品贴用的时间 ，
要根据患者的排便情况。 如回肠
造口大便比较稀， 可 2~3 天更换
一次， 如结肠造口大便比较稠或
者是成条时， 就可以 5~7 天更换
一次。

二、 防止造口发炎 患者要掌
握怎样更换造口袋， 怎样清洗造
口周围的皮肤。 有的患者认为造
口是伤口 ， 要用消毒液去清洗 ，
殊不知长期用消毒液， 会引起刺
激性皮炎。 建议最好用温水或者
自来水来清洗肛门， 洗干净、 擦
干肛门后再上造口袋。 还有些患
者认为造口很脏， 所以每天都要

更换造口袋 。
其实， 这样勤
换并不恰当 ，
还 是 根 据 排
便情况， 至少
2 天再换一次
为好。

三、 术后
按时复查 建
议 病 人 出 院
一 星 期 后 回
医 院 复 查 一
次， 及时检查
患者造口护理掌握的情况， 造口
周围及皮肤是否有问题 。 另外 ，
患者如果出现饮食方面困难， 医
生应及时提出治疗措施， 并提出
注意事项。

四、 防止术后并发症 造口术
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是粪水性皮炎，
大便刺激皮肤引起的炎症， 多见
于回肠造口的病人。 其次， 手术
后会出现造口疝， 为预防并发症，
患者要学会自我护理。

五、 造口术后如何洗澡和游
泳 造口患者戴着造口袋是可以像
正常人一样洗澡的。 可以用淋浴
方式清洗造口及全身皮肤， 用防
水胶布粘贴造口底盘的四周。 洗
澡以后， 要用干毛巾把造口袋擦
干净。 可使用中性肥皂， 注意不
要用力擦洗造口或碰撞造口。 患
者如果去游泳或者泡温泉时， 建
议换上新的造口袋 。 游泳之后 ，

如果造口袋的粘胶已经泡起来和
变白了， 那就需要更换新的。

六、 造口人如何运动 过早从
事重体力和剧烈的活动， 尤其是
腹部的运动， 容易出现旁疝。 因
此手术后 3~6 个月尽量少做腹卧
撑、 仰卧起坐等增加腹部压力的
运动 。 但可以进行散步 、 快走 、
活动四肢等有氧活动。 老人做造
口后要特别注意， 尽量不要去抱
孩子 。 做一些轻家务比如扫地 、
做饭等是没有问题的。 买菜也可
以， 但要避免提重物。

造口手术后 ， 如无并发症 ，
一般半年后即可恢复工作， 但要
避免重体力活和撞击类运动如打
蓝球踢足球等。 可参加正常社交
活动， 需随身携带常用的止泻药
和抗菌素。

郑州黄河中心医院社区科
副主任医师 时丰

������ “造口人” 由于排便口发生了改变， 需
要随身携带造口袋来收集粪水， 因此， 很多
患者都面临巨大的生理和心理挑战。 如何过
好心理关呢？

一要克服自卑心理。 造口人除了排便异
常外， 与常人并无不同， 可以正常工作、 学
习和生活， 完全不必要自卑。 而且， 搞好护
理身上也不会有异味， 因此不要怕见人、 怕
社交， 应保持思想开朗， 心情舒畅， 早日回
归正常生活， 回归社会。

二要排除苦恼， 照常学习工作。 造口人恢
复后， 与常人一样， 所以要积极投入适合自己
的工作， 努力学习， 把疾病的忧虑、 烦恼置之
度外， 保持好心情， 有上进心、 有事业心。

三要积极参加文娱活动， 让生活丰富多
彩。 如参加读书、 书法、 绘画、 钓鱼、 跳
舞、 旅游等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愉悦心身。
多在活动中交友谈心， 特别是与做过相同手
术的人谈心， 更会感到慰藉， 提高生活信
心， 防止出现抑郁等症状。

四要有感恩思想， 接受心理疏导。 “造
口人” 康复， 与医生的精心治疗、 护士的认
真护理和家属的照顾分不开， 因此要知恩。
术后护理时， 要有耐心， 不怕麻烦， 熟练了
习惯了， 搞好日常护理并不难。 同时要虚
心、 耐心接受医护人员及家人的指导、 劝
告， 尽快走出心理阴影， 树立生活信心， 提
高生活质量。

主管护师 范宇

������造口只是改变了排便出
口， 不会影响到消化功能，
因此一般不需要戒口或应
用特殊类型的饮食。 但如果
患者肠道蠕动比较慢， 建议
少食多餐， 也要避免暴饮暴
食。 “造口人” 饮食要注意
以下几点：

一、 注意均衡膳食和合
理营养， 选择食物应多样
化， 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富有
纤维的食物。 充足的膳食纤
维摄入， 对改善造口病人的
肠道功能有重要的意义， 有
助于调整胃肠的功能， 减少
便秘或腹泻的发生。

二、 摄入水分要充足。
充足的水分可以软化大便，
防止便秘的发生， 特别对
于回肠和升结肠造口的病
人， 充足的水分可以减少
病人水分丢失的状况。 要
限制酒精性饮料， 以免引
起稀便。

三、 要避免脂肪含量高
的食物。 脂肪量高的食品可
引起腹泻， 应控制肉类的进

食量。
四、 如有腹部症状和体

征时应注意饮食调整。 如胃
肠胀气时， 避免食用椰菜
类、 豆类食品 、 番薯 、 洋
葱、 含碳酸盐的饮料、 苏打
和辛味食物等。 排泄物有臭
味时， 避免食用洋葱 、 鱼
类、 蛋类、 大蒜、 豆类和辣
的食物， 可饮用即酸梅汁、
果汁、 去脂奶或酸奶等。 如
有腹泻时， 避免食用咖喱、
椰子奶、 油炸食物、 绿豆、
菠菜、 含高浓度香料的食物
如花椒、 八角、 蒜头等。 如
有便秘时， 可适当多进食新
鲜水果、 蔬菜、 高纤维食物
和全谷类食物等。

五 、 在尝试某种新食
物时， 最好不要一次吃过
多， 从小量开始 ， 如没有
不良反应， 下一次才可多
些， 病人可以逐一对喜欢
的食品进行尝试 ， 尽量做
到定时、 定量。

郑州黄河中心医院
主管护师 李艳

术后 3个月
可正常性生活

伤口修复
护理很关键

如何提高“造口人”的生活质量

无需忌口
建议多食含纤维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