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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部门人文环境对患者心理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胡红岩袁骆文最袁郑爱明

渊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意见遥

探讨康复部门人文环境建设对康复患者心理的影响袁提出改善医院诊疗和管理的

要院

采用调查问卷和现场访谈的方法对南京市 源 所医疗机构 圆缘远 名康复患者以及 怨远 名康

复科医护人员进行调查遥 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学描述与分析遥

在对医患关系的评价中袁医务

人员普遍高于患者袁医患之间尧患者之间的沟通等因素对患者心理影响较大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加强医院内部医护人员之间以及医患之间的沟通袁促进医疗服务的观念转变袁是改善患者康
复心理的重要因素遥
关键词院康复患者曰人文环境曰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苑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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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猿园员员员

虽然社会尧心理和行为因素影响健康的观点在
理论上早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袁但是在现实的医学实
践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 遥
咱员暂

女性 缘远 人袁平均年龄渊圆缘援猿愿 依 苑援怨源冤岁遥
渊二冤调查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和现场访谈的方法袁 分别针对医

这在医疗活动中直接表现为医护人员的诊疗护理行

护人员以及患者开展调查袁 问卷内容涉及医院康复

为只看到疾病而没有看到 患者的心理和在开展医

部门的社会环境建设现状遥 通过征求患者对人文环

疗活动中各种物理和社会因素遥 康复部门亦是如

境的看法以及康复部门医护人员对部门工作和对患

此袁而且康复患者不仅要得到疾病本身的康复袁还

者的心理需求了解等方面总结出令患者尧 医护满意

有心 理上的康复遥 在现代社会要心理要行为因素

的人文环境构建方案袁 从而改善康复患者的身心状

医学模式指导下袁 通过对康复部门各种社会环境

况遥 对于文化程度较低或是活动受限而不能独立完

的研究寻找出影响患者心理的因素对于改善患者

成的患者袁由家属或是看护人员读给患者听袁由患者

康复心理尤为重要遥

经独立思考后作出判断遥

一尧资料与方法
渊一冤调查对象
以南京市 猿 家综合医院康复科和 员 家专科医院

的门诊以及住院康复患者为调查对象遥 本次调查共

渊三冤统计学分析
采 用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园 软 件 双 轨 录 入 数 据 袁 采 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计软件对康复患者不同 因素的选择结

果进行检验遥 率的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发放调查问卷 猿远园 份袁收回有效问卷 猿缘圆 份遥 其中
患者 圆缘远 份袁有效率为 怨愿援缘豫袁医护人员 怨远 份袁有效
率为 怨远援园豫遥 患者中男性 员圆远 名袁平均年龄渊源员援员怨 依

员愿援愿怨冤岁袁女性 员猿园 名袁平均年龄渊猿怨援园缘 依 员愿援愿怨冤岁曰
医护人员中男性 源园 人袁平均年龄渊圆源援远愿 依 源援远圆冤岁袁

二尧结

果

渊一冤医患关系
圆缘远 名患者及家属中袁源员援源豫的人认为在接受治

疗过程中袁野医生很尊重自身感受并且倾听意见冶袁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渊运再员园苑允圆园员员园猿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员员原圆源
作者简介院胡红岩渊员怨怨园原 冤袁男袁江苏淮安人袁卫生事业管理本科生曰骆文最渊员怨怨员原 冤袁男袁江苏盐城人袁卫生事业管理本科

生曰郑爱明渊员怨苑员原 冤袁男袁江苏泰州人袁博士袁副教授袁研究方向为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尧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袁通信作者遥

缘苑援源豫的人认为野大体上尊重冶袁只有 员援圆豫的患者认

为野不尊重冶曰缘园豫的人对所在医院康复科医护人员的
服务态度比较满意袁只有 园援愿豫表示不太满意曰圆愿援怨豫

的人时常遇到让自己感到温暖甚至感动的医 护人
员袁圆缘援园豫的人表示遇到很多袁只有 缘援缘豫选择从未遇
到曰怨远 名受访的康复科医护人员中袁苑圆援怨豫的人觉得
所在医院康复科医患关系比较好袁员远援苑豫的人认 为
十分和谐曰愿猿援猿豫的医护人员表示患者大体上尊 重
自身的诊断并配合治疗曰愿愿援猿豫的患者和 怨缘援远豫的医
护人员都认为良好的医患关系对自身的康复有一定
影 响 曰猿怨援远豫 的 人 对 医 患 关 系 的 改 善 比 较 乐 观 袁

猿圆援猿豫的人表示喜忧参半袁员远援苑豫认为十分乐观袁只
有 圆援员豫持很悲观的态度遥

统计结果显示院医护人员和患者对其关系的总

体评价存在显著性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医护人员
对医患关系的评价总体上高于患者的评价院苑圆援怨 豫

身康复袁员圆援怨豫的人认为不利于康复袁 还有 员缘援圆豫的
人选择没有影响遥

从统计结果可以认为袁不同年龄组别和不同文化
程度的患际交流频率均无显著性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遥
表 猿 不同年龄组别及文化程度患者的患际交流频率的对比
渊灶冤
观察指标
年龄渊岁冤

臆圆缘
圆远耀源园
源员耀远园
逸远员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本科或大专
研究生及以上

的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比较满意袁显著高于患者的
受冶显著低于医护的 愿猿援猿豫曰分别有 源园援远豫的患者和
猿苑援缘豫的医护人员认为袁 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是改

善医患关系最重要的环节袁尚不能认为医患双方对
于改善医患关系重要环节的认知程度有差异 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医患分别对于医患关系的总体评价对比 渊灶冤

组别 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字 值 孕 值
医护
圆员援远猿源 约园援园园员
员远
园远苑
园愿
缘
患者
怨员
员圆愿
猿缘
圆
表圆

圆

医患对于改善医患关系重要环节的认知对比 渊灶冤

组别 科学制度 医患理解 舆论导向 政策法规 字圆 值 孕 值
医护
员援缘苑愿 园援远远源
园远
圆远
圆愿
猿远
患者
员园
远园
愿圆
员园源
渊二冤医护关系
愿苑援员豫的患者和 怨缘援愿豫的医护人员均认为袁良好

总是 经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字圆 值 孕 值
园愿
员员
园愿
园员

圆愿
猿园
猿猿
员源

圆远
员远
圆源
员怨

员员
园怨
园猿
园远

圆
猿
员
猿

员远援愿怨源 园援员缘源

园缘
员员
员园
园员

圆苑
猿源
猿苑
园源

员园
圆愿
源员
园圆

园源
园苑
员源
园圆

圆
圆
缘
圆

员缘援远猿园 园援圆园怨

三尧讨

缘园援园豫曰缘苑援源豫的患者认为 野医生大体上尊重自身感

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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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医院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袁即物质环境尧医
疗服务环境及医院管理环境 咱圆暂遥 通过分析这些环境
因素对康复患者心理的影响袁 无论对改善患者身心
状况还是对改善医院管理均意义重大袁 本研究重点
调查康复部门的人文环境对康复患者心理的影响遥
渊一冤 医护与患者对医患关系的总体评价存在
差异
这样的认知差异 一方面体现出医务人员 因其
职业特点而在与患者交流中对自身有较高的要
求曰 另一方面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医患之间信 任的
缺失袁这将影响医患之间有效沟通的进行 咱猿暂遥 而医
患双方均认为对于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环节 是要
加强医患之间的理解袁 且患者对医患关系的 看法
又会影响其心理康复遥 从管理者角度看袁良好医患
关系是吸引患者的重要手段 咱源暂 遥 所以改善医患关系
是改善患者康复心态以及医院发展的必然遥 由于

的医护关系对患者的康复心理有积极的影响遥

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袁 患者对医护人员缺 乏信

式应该是平等协作冶袁员愿援愿豫倾向于野主从型冶遥 缘苑援猿豫

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袁 使得患者对医患 关系

好冶袁猿圆援猿豫认为 野十分和谐冶袁员园援源豫的人选择 野一

互相信任的关系以及从医院管理体制以及服 务理

苑怨援圆豫的医护人员认为 野如今的医护关系的主要模

心袁并且社会尧心理和行为的医学模式在医学活 动

的医护人员认为 野所在康复科医护关系总体比 较

的评价较差遥 所以应积极建立医患之间互相 尊重

般冶遥

念上推行社会尧心理和行为医学模式遥 比如在护理

渊三冤患际关系
源员援园豫的患者在康复科就诊时袁 经常和其他患

者交流袁猿猿援圆豫的人有时交流袁员员援猿豫的人很少交流袁

员园援怨豫的人总是交流袁 只有 猿援缘豫的人从不和其他患
者交流曰苑员援怨豫的人认为和其他患者交流有利于 自

行为 中 首 先 要 使 患 者 感 到 是受 欢 迎 与 被 关 心 的 袁

护士 要 维 护 他 们 的 自 尊 遥 要根 据 患 者 的 年 龄 尧 性
别尧民族 尧文 化程 度尧职 业尧病情 严 重 程 度 等 差 异袁

给予不同的身心护理 咱缘暂遥 这样才能获得患者的信任
并且转变医护人员的服务理念遥 为进一步促 进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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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袁 医院可以积极开展并让患者主动参与各项训

与康复袁所以需要合理引导患者之间的交流遥 患者

练袁 包括制定功能恢复方案时适当听取患者和家

彼此间的互相鼓励与支持袁 对增强信心尧 战胜疾

属的意见遥 鼓励患 者参加 医院 组织 的卡 拉 韵运 比

病尧早日康复将产生积极影响遥 对患者间的良性交

赛尧乒乓球赛等各项文体活动遥 不仅有助于身体功

往应持鼓励态度袁使他们与医护人员密切配合袁形

能的改善袁 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患者克服消极情

成一种积极的群体氛围 咱缘暂 遥

绪袁增加与医生的情感交流

咱源暂

遥

渊二冤平等协作的医护 关系有助于改善康复患
者的心理状态
在实施诊疗过程中袁医护间 要相互依从袁相互
促进袁相互配合和互补袁建立团结协作的新型医护
关系 咱远暂遥 同时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不仅是

影响康复患者心理的重要因素袁 同时也会影响医
院的长远发展遥 当下袁主从型的医护工作模式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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