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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辨证施护在下肢骨折患儿的应用 

杨林秀 

云南省中医医院骨伤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综合探究辩证施护中医护理观点在下肢骨折患儿临床的应用成效。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

2020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收治的 84 例下肢骨折患儿作为研究主体，具体分为两组，观察组 42 例，对照组

42 例。观察组患儿实施辩证施护中医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基础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儿的护理效果。结

果 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前，两组患儿的健康知识达标率以及护理满意度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
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后，两组患儿的健康知识达标率以及护理满意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研究表明，辩证施护中医护理观念在下肢骨折患儿临床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明显提升下肢骨折

患儿的健康知识达标率及其护理满意度，此外，辩证施护的观点从侧面强化了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进一

步促进了其临床护理服务质量，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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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CM Nursing for Children with Lower Limb Fractures 

Linxiu Yang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Yunnan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dialectical nursing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ildren with lower limb fractures. Methods: A random sample of 84 
children with lower extremity fractur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une 2020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stud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2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42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ialectical TCM nurs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basic nursing mode to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implementing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health 
knowledge achievement r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P>0.05); after implementing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the health knowledge achievement rate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and The 
difference in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TCM nursing concept of dialectical care in children with lower limb fractures is 
significant,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health knowledge compliance r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 with lower limb fractures. In addition,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nursing is from the side It has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staff and further promoted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services, so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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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医院收治的骨折损伤患者数量激增，

尤其是下肢骨折患儿。下肢骨折患儿的致伤原因多

数为意外跌落或者交通事故，因此家长必须提高自

身的安全意识或者是培养子女的安全意识。除此之

外，由于近年来的骨折损伤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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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医院需要提升对骨折损伤的治愈效率以及护理服

务质量，降低护理纠纷发生率。基于此，本次研究

抽取我院 2020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收治的 84 例下肢

骨折患儿作为研究主体，具体分为两组，综合探究

辩证施护中医护理观点在下肢骨折患儿临床的应用

成效，现报道如下[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我院 2020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收治的

84 例下肢骨折患儿作为研究主体，具体分为两组，

观察组 42 例，对照组 42 例。 
1.2 方法 
观察组患儿实施辩证施护中医护理，对照组采

用常规基础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儿的护理效果。

辩证施护主要包括常规的施护基础、针对性的施护

过程、针对性心理健康干预以及相关健康教育指导

等等多个方面[2]。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我院将以两组患者的健康知识达标率

以及护理满意度作为主要的观察指标，其中的护理

满意度分为满意（＞90 分）、基本满意（＜90，＞

80 分）、不满意（＜80 分）三个等级，而健康知识

达标率则是分为良好（＞80 分）、合格（＞60 分，

＜80 分）、不合格（＜60 分）三个等级。满意度=
（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100%；达标率=（良

好+合格）/总例数×100%[3]。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作为数据处理工具，

主要作用于本次研究中所产生的相关数据信息的统

计与分析，利用（x±s）表示两组患者之间的计量

资料，运用 t 进行检验；利用（%）表示两组患者之

间的计数资料，运用 x2进行检验。当（P＜0.05）时，

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结合表 1 所示，42 例观察组中存在 29 例满意

患者，10 例基本满意患者，3 例不满意患者，经过

计算得出，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2.85%；42
例对照组中存在 16 例满意患者，20 例基本满意患

者，6 例不满意患者，经过计算得出，观察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为 85.71%。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前，两

组患儿的护理满意度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
＞0.05）；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后，两组患儿的护理

满意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2 29 10 3 92.85 

对照组 42 16 20 6 85.71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的健康知识达标率比较 
结合表 2 所示，42 例观察组患者中存在 29 例

成绩良好的患者，9 例成绩合格患者，4 例成绩不合

格患者，经计算统计，观察组的健康知识达标率为

90.47%；42 例对照组患者中存在 16 例成绩良好的

患者，19 例成绩合格患者，7 例成绩不合格患者，

经计算统计，观察组的健康知识达标率为 83.33%。

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前，两组患儿的健康知识达标率

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相应护

理措施后，两组患儿的健康知识达标率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5]。 

表 2 两组患者的健康知识达标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达标率 

观察组 42 29 9 4 90.47 

对照组 42 16 19 7 83.33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通过本次研究可知，辩证施护的中医护理观点

更适合在下肢骨折患儿的临床护理中加以应用，能

够有效提升骨折损伤患者的护理服务质量，从而进

一步提高患者的健康知识达标率以及护理满意度。

简而言之，辩证施护就是中医学里对某种疾病的研

究及护理方法，存在较强的整体性，秉承着同病异

护、异病同护等护理理念，主要的观察内容还是传

统中医里的舌象与脉象等等。 
具体而言，中医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发展历

程，因此具备一套较为成熟的应用及研究体系，中

医治病讲究的是有机体与自然界的统一性，这也是

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而辩证施护则是辨证论治的

分支学科。中医学中所谓的辩证，即为人们所熟悉

的“四诊”（望、闻、问、切），通过对病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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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征以及症状等因素的收集，清晰的分辨出病因、

病灶以及病性等关系，最终得出病重与判断依据。

那么所谓的施护则结合辩证的结果明确对应的护理

措施[6]。 
由此可见，辩证是施护的前提基础，而施护是

辩证的表现手法，两者之间存在依存关系。 
除此之外，辩证与施护之间还具备一定的验证

关系，施护的效果即为对辩证的最好检验。由此可

见，辩证与施护在实际护理过程中是密不可分的两

个环节，同时也是理论关联实际的具体表现。辩证

施护理念更注重患者、疾病以及依据三者之间的关

系，这也是中医护理探索精神的最佳体现，是指导

中医临床护理的基本原则之一。 
结合本次研究的结果发现，辩证施护与整体观

念的中医护理观念能够有效提升当前临床护理工作

的规范性与统一性，保证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系

统性的护理与教育，切实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明

显改善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深化了患者对相关健

康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了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培

养，充分调动了患者的主观能动性，让患者能够积

极参与到疾病的治疗与护理过程中，换言之，也就

是提升了患者的配合度与依从性。 
不仅如此，中医辩证施护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医

的精神特质，将中医辨证理念发挥的淋漓尽致，也

体现出了中医的探索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

解患者的身心状态，有效降低了疾病再次发作的概

率。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分别实施了相应的

护理措施后，其健康知识达标率与护理满意度比较

差异较为显著，因此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并且采取辩证施护的观察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低

于对照组，也就是说，观察组患者的康复情况也要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7]。 
中医辩证施护理念除了提升患者的健康知识达

标率之外，还有效推动了临床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促使护理人员主动参与到整体护理过程中，并

且学会如何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实施针对性

健康教育，让患者深化对相关健康知识的掌握，从

而切实有效的提升护理工作质量。另一方面，中医

辨证施护理念能够正确认知患者的实际护理需求，

基于此，促进护患关系，在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搭

建一条有效的沟通桥梁，在短时间内即可获得患者

的信任。 
综上所述，辩证施护中医护理观念在下肢骨折

患儿临床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明显提升下肢骨

折患儿的健康知识达标率及其护理满意度，此外，

辩证施护的观点从侧面强化了医护人员的责任意

识，进一步促进了其临床护理服务质量，因此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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