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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在肝硬化护理教学中的实际应用价值。方法 于某医院肝胆外

科中选取 36 例护理实习生作为实验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配为两组，即使用常规教学方法的对

照组和使用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的观察组，对比两种不同护理教学模式下的实际效果。结果 在实验后发现，

使用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的观察组，护生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分别为（96.13±1.88）分、（93.44±1.28）
分；反观使用传统带教的对照组，护生成绩分别为（84.57±3.09）分、（82.54±2.33）分，观察组明显更

高；同时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也更高，数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于护理教学

中实施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可以有效提升护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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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prospective active nursing model in 
the nursing teaching of liver cirrhosis. Method: 36 nursing interns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research objects 
in hepatobiliary surgery in a hospital,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method, namely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prospective active nursing 
model. The actual effect of two different nursing teaching models. Results: After the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the prospective active nursing model, the theoretical scores and operational scores of 
the nursing students were (96.13±1.88) points and (93.44±1.28) points,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 nursing students The scores of the students were (84.57±3.09) and (82.54±2.33) 
point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e observation group students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ing mode,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data (P<0.05) .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spective active nursing model in nursing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nurs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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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护理工作的受重视度越来越高，传统

护理带教模式已经不再能够适用于当下实际教学形

势，应转变整体理念，改进教学模式。在过去，护

理人员无较高的服务理念，整体工作过于被动，使

得护理质量无法有效提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其

护理质量的提升相对较为不足[1]。目前，护理工作

的实施要做出改进就必须要从护理教学模式方面进

行改进，将其从被动化的护理转变为主动且具有预

见性的护理模式。在本次对照实验中，便以肝硬化

护理教学为例，探究了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在护理

教学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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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选取研究对象 36 例，实验时间为 2019
年~2020 年 9 月，均符合实验入组标准，可入组参

与实验。36 例研究对象均为肝胆外科护理实习生，

同意入组参与实验。在入组后，根据护理教学模式

的不同将 36 例护理实习生分配为对照组、观察组，

每组 18 例。36 例研究对象中，包括 31 例女性和 5
例男性，最小年龄 20 岁，最大年龄 24 岁，平均年

龄（21.63±0.85）岁。对比来看两组研究对象一般

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使用传统护理教学模式，带教教师应了解组内

护理实习生的具体学习情况，然后制定针对性的教

学方案。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应使用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①肝硬化是

临床常见肝脏类疾病，其发病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在

病症前期，不会对患者身体造成较大伤害，症状浅显，

随着肝硬化的加剧，会展现出许多明显的临床症状
[2]。在对护生进行教学时，首先应重视让其了解肝胆

外科的整体大环境，让其尽可能加深对肝硬化的认知

深度，如肝硬化的临床症状、如何护理、护理过程中

的常见突发情况等，以此来提升护生的前瞻性。②带

教教师要深入发挥自身教学引导作用，让学生进一步

加深对肝硬化等肝脏疾病的了解，让护生们分组讨论

如何对一名肝硬化患者进行护理，让其自由设计护理

方案，且要重点斟酌学生们护理方案的可行性[3]。同

时，对于肝硬化患者来说，在病症的长期持续性影响

下，不仅会对其生理造成伤害，也会影响其心理，并

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且要让护生们懂得综合

护理的重要性、必要性，即在重视单纯生理护理的同

时加强其他多方面的干预，如心理护理、饮食指导、

用药管理等[4]。如在心理护理过程中，要着重加强与

患者间的沟通，向其讲解有关此类疾病的治疗情况，

以此来做好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在饮食方面，患者忌

食刺激性较强的食物，高油脂类食物也不禁止食用，

应适当增加维生素、蛋白质等营养的摄入，且口味应

当清淡化；用药方面，多数患者因肝硬化病程较长，

用药依从性不高，在对患者实施护理时，也应让患者

多多了解用药方面的重要性，以此来提升其用药依从

性。③在护理带教过程中，带教教师是学生们的引导

者，也是教学工作的参与者，在护理教学过程中，要

重视加强与护生间的沟通、交流，与护生们建立亦师

亦友的关系，让护生们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加强与

教师的沟通，便于更加高效的传授护理工作经验。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种不同护理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考核成

绩，包括理论成绩和操作成绩；同时还应调查学生

们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过程中的统计学处理工具选用 SPSS20.0，

使用“±”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表示计数资料，

分别使用 t、X2 检验，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有统

计学意义，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成绩对比 

表 1 考核成绩对比（分） 

组别 n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观察组 18 96.13±1.88 93.44±1.28 

对照组 18 84.57±3.09 82.54±2.33 

t 值  12.025 13.5624 

P 值  ＜0.05 ＜0.05 

从表 1 两组护生的考核成绩对比来看，观察组

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2.2 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中，十分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学生

们例数分别为 7 例、9 例、0 例，满意度 100%；反

观对照组，存在 2 例不满意学生，满意度 88.89%，

对比来看观察组护生满意度更高，（P＜0.05）。 
3 讨论 
当前时代背景下，因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各种疾病高发，尤其是肝

硬化等慢性病，在其影响下，会长期持续性的对患

者身体造成伤害，进而影响身体健康，拉低生活质

量。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护理工作是其

中的重要环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护理工作的重

要性越来越高，护理质量的高低与护理质量密切相

关，这也给护理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我国

护理教学工作中大多是以常规理论加实践的方式开

展教学工作。但是，据实际情况来看，传统护理教

学模式已经展现出了许多的局限性、滞后性，不利

于促进质量的进一步提升[5]。目前，有关护理教学

方法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如常见 PBL 教学法、C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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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等，经过其实践检验可见，均可促进护理质

量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但是从整体来看，

并未能够有效提升护理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次对照实验中，探究了不同于过往护理教学

模式的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护理工作不同于治疗，

会遇见许多不同病症的患者，每一例患者的病症情

况均有其个体化差异，在护理过程中，若是未能够

综合、全面的实施护理，极有可能会影响护理质量，

不利于相关护理工作的开展。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

与之不同，其中注重“前瞻性”、“主动”，这样

一来，可以使得护理工作更加有针对性、预见性，

对护理质量的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实验实际分

析来看，想要真正高效率、高质量的实施前瞻性主

动护理模式，就必须要培养护理实习生的开放性思

维。本次实验以肝硬化为切入点进行教学，多多向

学生讲解有关肝硬化的理论知识，让学生们在进行

实际护理前便加强对肝硬化知识的了解，从而进一

步提升护生们的整体护理技能。但是开放性思维的

培养有一定难度，多数护理实习生在过去传统教学

方法的影响下，思维较为固化，无法将自身所学知

识灵活运用到实际护理工作中去。前瞻性主动护理

模式实施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师生交流，在教学过

程中，与学生们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以此来

逐步培养学生们的临床思维[6]。 
实验过程中，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的实施具有

流程性特点，遵循了循序渐进原则，让学生们可以

逐步加深对肝硬化的认知深度，同时也要尽可能的

了解学生们的实际情况，以此作为依据来制定教学

方案。如要让学生们了解发生肝硬化的两个特点，

即变小、变硬，通俗将便是肝脏变小、变硬，同时

教师也可向学生们展示影像学图像，并引导学生对

比健康肝脏影像学图片，让学生们逐步认知肝脏为

何会变硬、变小[7]。其次，要向学生们讲解免疫、

代谢、酒精、病毒等因素对肝脏的影响，以及如何

对患者健康宣教。肝硬化的发生会严重影响患者机

体肝功能，导致内环境失衡，严重时甚至会对其生

命安全造成威胁，护理质量的高低与肝硬化患者的

预后有一定关联，要尽可能的让学生们了解肝硬化

的护理重要性以及实施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的必要

性。从本次实验结果来看，在应用前瞻性主动护理

模式后，观察组护理实习生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

均有显著提升，分别为（96.13±1.88）分、（93.44

±1.28）分；反观使用传统带教的对照组，护生成绩

分别为（84.57±3.09）分、（82.54±2.33）分，对

比来看，观察组护生的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另外再如满意度调查情况来看，观察组护

生的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将前瞻性主动护理模式实施于护理

教学中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应重视对这一护理教学

模式的继续研究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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