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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炎的日常护理要点
▲大邑县人民医院 胡敏
关节炎属于临床中常见的疾病之一，当

可以多补充一些含蛋白质、维生素 D 的食

复训练计划，以确保训练计划可以结合患者的

进行关节炎相关知识的教育；若为居家患者，

关节炎出现后患者的正常肢体功能受到严重

物，维生素 D 可以有效促进患者钙质吸收，

实际情况，为患者的康复提供必要支持。例如，

则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宣传册

影响，甚至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短暂陷入瘫

进而增强患者骨骼恢复等；若有贫血和骨质

膝关节炎患者在康复训练上，重点在股四头肌

等方式进行护理知识宣传。在健康教育内容

痪等，所以出现关节炎后需要立即治疗，并

疏松的情况，适当补充铁剂等；宜进温性饮

锻炼，以增强患者膝关节的稳定性，为患者膝

上，需要注重关节炎出现原因、治疗手段、

在治疗的同时给予相应的护理以保证最终的

食，忌生冷食物。另外在饮食中，还可以多

关节炎的康复提供助力，在康复训练上卧床患

日常用药注意事项等内容的教育，便于患者

治疗效果。但很多关节炎患者对于自身的护

食用一些花青素类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这些

者可以进行下肢直腿抬高锻炼，患者需要缓缓

形成自我护理的意识，更好配合关节炎治疗，

理了解得并不是很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关

食物可以使得患者关节内的 C 反应蛋白水平

地将下肢抬起，抬起后维持五秒钟左右，然后

确保治疗质量。

节炎患者护理质量的提高。

下降，进而达到缓解关节炎带来的疼痛，为

缓慢地放下下肢，
如此反复进行下肢抬高训练，

患者舒适康复提供帮助。

在训练中可以每次每日抬腿 200 次左右，一次

关节炎的存在，患者需要承受较大的痛苦，

锻炼 1~3 次即可。

加上关节炎病发后自身的关节功能异常无法

健康教育

日常护理可以在关节炎患者治疗的基础
上，对患者康复有较大的帮助，通过护理干

适当运动

有些关节炎患者当病发后由

心理安慰

关节炎患者治疗过程中由于

预还可以降低由于关节炎导致患者出现的一

于关节疼，常常会忽略运动的重要性，认为能

在关节炎治疗过程中，需

正常行动，对患者造成的心理压力很大，很

些并发症，确保关节炎患者可以快速优质恢

不动就不动是利于康复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误

要加强对关节炎患者的健康教育工作，以使

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焦虑、抑郁等

复健康。若出现关节炎之后可以采用下述这

的认识，因为长时间的不运动对于未发生关节

得患者及家属可以对关节炎有更为深入地了

情况，对患者的康复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些日常护理要点：

炎部位来说影响比较大。因此，关节炎患者

解，让患者愿意参与到关节炎的治疗中，以

因此，患者的亲属或者朋友可以尽可能要陪

健康饮食

关节炎患者在日常护理中要

也需要进行适当运动，可以在医嘱的要求下，

确保关节炎治疗可以顺利推进。在健康教育

伴在患者的身边，适时地给予患者一些心理

注重饮食，为自己身体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

进行适当运动，且在运动中以关节炎病发部位

过程中需要注重方式方法、健康教育内容等。

安慰，帮助关节炎患者将心理出现的焦虑等

的营养支持，同时通过饮食确保营养充足，

感觉舒适为宜，且在运动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循

在健康教育方式方法选择上可以根据患者的

情绪宣泄出来。同时，通过沟通等，帮助患

提高患者的抵抗力与免疫力，为关节炎的优

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过度锻炼。在康复训

情况采取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若患者为住

者打造积极乐观的情绪，使得患者始终维持

质康复提供必要支持。关节炎患者在饮食上

练过程中，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不同的康

院患者，可以通过座谈会、病房交流等方式

一个积极乐观的情绪，接受关节炎的治疗。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的术后护理

脂肪肝的饮食控制方法

▲凉山州会东县人民医院 周静

▲乐至县童家镇中心卫生院 周信琼

预防尿路感染

使用导尿管过程中，可

脂肪肝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

病，该病的主要治疗方法就是经尿道前列腺

能会造成患者尿路上皮损伤，或因尿液逆流

内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从而影响肝脏的正常

中会有大量进食的习惯，会经常吃大鱼大肉，

电切术，该微创手术具创伤小、患者术后康

而发生尿路感染。所以需要每日更换及尿道，

功能。这是一种常见的肝脏病理改变，可表现

会常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这样都会导致

复快等特点。为了促进患者术后快速康复，

及时倾倒尿液。同时需要保证患者尿道口清

为乏力、恶心、呕吐或右上腹不适等。大部分

脂肪肝的出现，所以患上脂肪肝之后一定要

有效的术后护理措施非常重要。

洁，及时清除血迹，保证床铺干净整洁。每

脂肪肝是由于平时暴饮暴食所引起的，患上脂

戒烟戒酒，同时还应该避免滥用药物，因为

日用碘伏进行尿道口消毒干预，以避免细菌

肪肝之后，更应该重视平时的饮食控制，要掌

那种药物对肝脏造成的损伤都是相当大的。

逆行感染。

握正确的饮食方式，才能够有效的清除肝脏的

前列腺增生是男性老年人群的高发疾

持续膀胱冲洗

术后回到病房，尿道内

会留置一根三腔导尿管，而导尿管会连接三

肝是由于过量喝酒所导致的，在喝酒过程当

脂肪肝的三大饮食误区

在不影响导尿管牵引基础

脂肪。脂肪肝不仅是一个可逆性疾病，而且也

上，指导患者床上运动，包括翻身、肢体关

是全身性疾病在肝脏的一种病理表现，如能早

脂肪肝患者需要食素？ 素食会导致脂

出血形成血块而造成导尿管堵塞。而在膀胱

节运动等。解除牵引后，在病情允许基础上

期发现，针对病因及时综合治疗，肝内病变在

肪摄入过少，体脂分解过多，不但不能治疗

冲洗期间，如果冲洗液使用完毕，或在冲洗

指导患者尽早下床活动。及时更换湿衣裤、

进一步演变为肝硬化以前仍可得到逆转。

脂肪肝，还会加重病情。素食者的蛋白质摄

的过程中尿液颜色突然出现鲜红色变化，或

床单，以保持患者皮肤清洁干燥。

升的冲洗液持续冲洗治疗，冲洗的主要目的
就是及时清除前列腺创面出血情况，避免因

者导尿管内没有尿液并且出现患者腹痛的情

预防压疮

预防便秘

便秘时，患者用力排便会增加

况，需要及时联系护士。

腹压，可能会影响切口愈合效果，影响患者康

术后活动状态

术后当天使用导尿管除

复能力。所以术后给予患者半流质饮食，增加

了引流尿液，同时需要将导尿管固定在患者

患者饮水量，每日在 2500mL 以上；指导患者多

一条腿上用于牵拉压迫。此时需要注意用于

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以保持大便通畅。如

牵引的腿不能活动过大，避免影响牵引效果。

果出现严重便秘情况，
可遵医嘱应用缓泻剂干预。

一般情况下在术后第二天医生查房时会解除

睡眠管理

导尿管牵引时，患者可能会

牵引，之后就可以正常活动。

出现一定不适感，包括牵拉性、压迫性疼痛

预防下肢静脉血栓

前列腺手术患者一

等，对于部分疼痛敏感性比较强，或者没使

般年龄比较大，基础合并症比较多，血液处

用镇痛泵的患者，可能会影响患者睡眠状态，

于高凝状态，并受术后早期运动限制影响，

所以需要观察患者睡眠状态，影响患者生命

非常容易形成静脉血栓，而下肢静脉血栓容

体征控制效果。所以夜间需要降低噪音，保

易脱落，会随着血液游走，一旦游走到肺部

证环境舒适度，可以在睡前用温热毛巾帮助

就会引发肺栓塞，威胁患者生命安全。所以

患者擦拭双脚，以促进其末梢血液循环，改

患者术后卧床期间，家属需要帮助患者进行

善其睡眠质量。

下肢按摩，要用力按摩，并且大腿及小腿都

康复锻炼

把脂肪肝“吃”回去

除了术后早期床上活动外，

需要按摩，以保证患者下肢血流状态正常，

为了避免拔除尿管后患者出现尿失禁或尿潴

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一般情况下需要

留情况。因此，术后可以指导患者进行提肛

在患者清醒的时候每 1~2 小时就要进行 1 次
按摩，每次按摩时间约 10 分钟左右。

控制进食量

有的人患上脂肪肝之后

就有很大的心理阴影，会觉得应该采取节食

入不足，还会导致脂蛋白合成减少，脂肪转
运障碍，加重脂肪肝。因此，想通过素食消
除脂肪肝是行不通的，只有能量适宜、搭配
合理的膳食才能改善脂肪肝。

的方式来控制病情，其实有的脂肪肝也是由

必须禁食脂肪？ 造成脂肪肝的原因有

于过度节食所导致的，所以患上脂肪肝之后

多种，有的是因营养不良引起的，所以不能

千万不要找极端，该吃的还是要吃，但是不

一概强调饮食控制。即使是肥胖性、营养过

能够过量吃，应该每餐吃到七分饱就行了。

剩性脂肪肝，也不能靠“一点荤腥都不沾”

首先应该控制脂肪的摄入量，还要控制糖分

的方法来治疗。一个人长期素食会导致蛋白

和盐分的摄入量。要少吃高脂肪、高盐以及

质、必需脂肪酸等营养物质不足，由此会产

高热量的食物，要调整好饮食结构，应该做

生一系列的恶果。正确的饮食控制方法是：

到荤素搭配均衡。

选择高蛋白、低脂肪食物，例如鱼、虾、鸡、

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脂肪肝患者

鸡蛋、牛奶、豆制品等；少吃动物内脏、肥

在平时的饮食应该保持多样化，要保证每天

肉等高脂肪食物；少用爆炒煎炸；多用植物

吃 12 种以上的食物，可以多吃薯类食物和

油，最好用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

谷类食物，还应该多吃蔬菜和水果类食物，

脂肪肝患者多吃水果有益 ?

水果中含

同时还应该补充一定的蛋白质，可以多吃瘦

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这些

肉和蛋类以及奶类食物，还要适量的吃一些

都能促进脂质代谢。然而，水果中糖分较高，

坚果类和大豆类食物。

过多进食，可能扰乱糖代谢，对血糖产生不

很多情况下，脂肪肝的发

良影响。此外，过多的糖类在体内可以转换

肌锻炼，也就是自行收缩肛门训练，每天训

生与平时大量喝各种饮料有很大的关系，特

为脂肪，加重脂肪肝。因此，脂肪肝患者能

练次数约 500 次。

别是一些年轻人在平时不愿意喝白开水，总

否吃水果、吃什么种类的水果、吃多少、怎

患者需要戒烟酒，饮食

是喜欢喝饮料和果汁，或者是白开水里加白

么吃，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吸烟史，可能会增加患者肺炎发生风险。所

中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规律作息，注意保

糖，长期喝饮料会导致身体肥胖，会引起脂

脂肪肝患者首先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饮

以术后协助患者翻身拍背，鼓励患者咳嗽，

暖，避免感冒。需要做到白天多饮水，不憋

肪肝的出现，所以患上脂肪肝之后应该改掉

食，要保持饮食结构合理，应该做到荤素搭

如果出现痰液粘稠无法咳出情况，可以通过

尿，并注意加强会阴部卫生，避免发生感染。

这种不良饮食习惯，应该多喝白开水，多喝

配均衡，不能暴饮暴食，也不能够盲目的节

使用止咳化痰药物，或利用雾化吸入干预以

术后 2 个月时间内避免性生活和剧烈运动，

白开水能够促进肝脏的代谢功能，可以为肝

食，平时还要保持生活有规律，应该保证充

促进排痰。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注意保暖，

避免负重、久坐，不要骑自行车，避免影响

脏解毒，可以清理肝脏的脂肪。

足的睡眠时间，坚持体育锻炼，坚持体育锻

避免因上呼吸道感染引发肺炎。

切口愈合而发生激发性出血。

预防肺部感染

若患者伴有心肺疾病或

术后注意事项

多喝白开水

戒烟戒酒 慎用药物

很多人患上脂肪

炼，才能更好的治愈脂肪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