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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health educ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by the society and the people. Especially now frequently teaching health education to patient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knowledge and related follow-up study of the effect, can not
help making people aware of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in the proces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ains health education core, and the effect and the clinical research situ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about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which includes several contents about health education, such a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of women, making women pay
more attention to health examination, improv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promoting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etc. And we hope to strengthen women and medical staff’s attention to health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role of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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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关注。特别是现在
经常在护理过程中向患者传授健康教育的知识，以及相关后续效果的研究，不禁让人们意识到健康教育
在妇科疾病防治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阐释了健康教育核心和健康教育在妇科疾病防治中的
作用及临床研究状况，如健康教育有效提高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促进女性重视体检、提高治疗效果、
改善医患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以期通过剖析健康教育在妇女保健及妇科疾病诊治的作用，从而加强妇女
自身及医护人员对于健康教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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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1]。
健康教育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和教育活动，促使人们自愿地改变不良的健康行为和影
响健康行为的相关因素，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2]。妇
女因其生理病理特点，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妇科杂病等疾病多发，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
及家庭和睦。女性的健康教育能够极大程度上提高广大妇女对保健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使其能够对自身健
康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3]。本文对健康教育在妇科疾病防治中的应用进展进行概述。

2. 健康教育的核心
健康教育是一种面向特定群体进行卫生保健等知识的教育，具有很强的群众性和社会性[4]。健康教
育的核心是促进个体或群体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尤其是组织的行为改变[2]，教育人们树立健
康意识、促使人们改变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行为生活方式，以降低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危
险因素。健康教育对妇科疾病的防治起着积极的作用。国家也在积极推广健康教育，提出了综合干预模
式[5] [6]，其特点是：将政府规划、卫生部门指导和教育相结合，以满足居民的健康素质需求为导向。随
后学校健康促进、医院健康促进、健康城市，甚至是工矿企业健康促进在世界各地都开始了蓬勃性发展
[7] [8]。长期以来健康教育工作的滞后，女性健康知识知晓率较低，对健康的认识大多数还停留在“有病
才去治”的层次。同时，由于社会工作压力的增加，一些女性没有时间去就诊并对疾病的认识存在误区，
由此耽误了疾病治疗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慢性妇科疾病的发生。因此妇女的健康教育是当下帮助和保
护妇女健康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

3. 健康教育在妇科疾病防治中的作用及临床研究状况
3.1. 健康教育有效提高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
健康教育能降低妇科疾病的发生率。妇科疾病发病率日渐增长、妇科癌症的年轻化等问题日益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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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关注，由于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妇科疾病并没有一个准确地认识，因此对身体的保健情况较差，
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因此很容易患有妇科疾病，给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9]。
而妇科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与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性格等因素息息相关，女性对健康知识的了
解及应用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妇科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尤其是都市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多重角
色，心理压力大，休息时间少，没有精力和心情去了解预防知识和进行必要的妇科疾病普查，其罹患妇
科疾病的几率更大。
有研究[10]将 2006~2008 年某大学女职工妇科检测情况，以及健康教育前后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
果显示：乳腺疾病检出率最高，宫颈疾患检出率逐年增加；而有针对性地健康教育，能有效改进妇女的
身心健康，提高医疗护理的满意度。另有研究[9]显示经过健康教育后的妇女，其保健知识认知水平、保
健意识、保健行为方面等方面的评分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在观察组中，患者发生宫颈糜烂、阴道炎、
卵巢囊肿等均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防止病情出现了恶化的情况。

3.2. 健康教育对女性体检的促进作用
健康体检可以发现宫颈癌、乳腺癌的危险因素，制定综合防治措施，阻止或延缓疾病的发展，提高
生活质量，降低发病率和病死率。有许多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甚至毫无感觉，这就强调了健康教育的
重要性，让女性广泛了解，乳腺癌、宫颈癌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提高自我保护意识[11]-[14]。妇科普
查的目的是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保证妇女的健康，方法是采用适当的医疗手段筛查疾病，尤其是使
无症状的癌肿病人能及时获得诊断、治愈的机会，并且减少可能的诱发才因素，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
断和早期治疗。因此需要医护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患者了解妇科病的防治，树立信心，消除心理障
碍，以提高治愈率，控制复发[15]。与中医中的“治未病”的思想相类似，将“治未病”的理念贯穿于健
康教育全过程，指导患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16]。
健康教育就是通过宣教的手段增强人们的预防保健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减轻或消除影响健
康的自身危险因素，改变不利于健康的行为习惯，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达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进而
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17] [18]。
健康知识现行理论模式认为，掌握知识是转变行为的基础，帮助人们建立健康行为，形成良好的生
活方式是最终目的[19]。有关报道表明，纯医疗技术对生活方式病所起的作用仅占 30%，改善生活方式
所起的作用占 70% [20]。
有相关研究[21]结果显示，健康教育后与健康教育前相比，在饮食习惯、运动状况(农活除外)等方面
都有很大改善，因此在健康体检中应用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受检者的认知水平，改善其不良生活习惯，从
而达到延缓疾病，甚至避免疾病发生的情况

3.3. 健康教育对妇科疾病预后的影响
妇女通过健康教育获得更多的保健知识，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提高自己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对
于自身体检的加强外，在患妇科疾病的过程中，通过正确的护理也可以使预后的效果更佳。
有研究显示采用健康教育路径表对妇产科患者进行护理，1 个月后临床效果明显，较多患者健康教
育路径表有深刻了解，满意患者多且无不良反应[22]。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严重危害育龄女性身心健康的内
分泌和代谢性疾病之一，其发病机制至今尚无统一定论，有研究[23]表明与其发病相关的危险因素可分为
遗传因素和非遗传因素，其中非遗传因素又包括肥胖、炎症、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而遗传因素又可与
多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于机体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有研究[24]对当地外来务工人员，异位妊娠的发病因素
进行了研究，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异位妊娠高发的因素：对异位妊娠疾病的风险及发病相关因素知识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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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防范的性行(不知如何避孕)；生殖道感染的高发性；性交时的过度紧张(导致输卵管痉挛)等。系统性、
计划性地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性观念、性健康知识和相关疾病知识的教育，有效的从源头预防，可降低
宝安区外来务工人员异位妊娠的发病率。

3.4. 健康教育能改善医患关系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除了传统的健康教育外，微信等新媒体的普遍，使得医护人员与患者的交流
更加便捷，也使得患者获取专业健康教育的机会更多。特别是通过微信平台教育可以促进患者健康知识
掌握，通过微信建立了护士和患者交流的平台，护士能够及时解决患者在恢复治疗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25]-[27]。新媒体给医患双方的交流带来了新的方式，使得患者获取的健康知识更加全面，从而使医患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
健康教育是一种自觉行为，是一种发自内心真诚指导，即有利患者康复与自我保健，又有利于整体
化护理水平的提高，是有效改善医患关系的有效途径。健康教育可增进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可消除
陌生感，产生亲切感、信任感和安全感，为建立友好和谐的医患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健康教育使患者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主动配合各项医护工作，通过详细介绍，告知疾病相关因素，使患者认识到主动
参与治疗护理的价值，以最佳的身心状态接受治疗及护理。健康教育可增进患者的自我保健能力。健康
教育促使整体化护理工作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观念认为护士只是执行医嘱，护理工作只限于“病”，
而忽视“人”这个整体，这就需要护士对患者进行心理指导，疾病防治知识，保健知识等内容广泛的健
康教育，要求掌握心理、社会、行为、健康教育等技能，开展全社会的健康教育，进一步融洽医患关系。
新媒体给医患双方的交流带来了新的方式，使得患者获取的健康知识更加全面，从而使医患关系在一定
程度上得以缓和[28]。

4. 小结
综上所述，健康教育在妇科临床诊治中的作用有：保障妇幼保健的落实，为实施妇幼保健工作的一
个主要任务，为实施妇幼保健工作的一个主要途径，健康教育满足了孕产妇的知识需求，改善医患关系，
加强健康教育能有效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目前，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健康教育工作的滞后，
女性健康知识知晓率较低；女性健康知识的来源不尽健康及科学；女性对妇科检查的重视度不够；健康
教育的形式不够多样，难以让更多的女性所接受。缺少健康、正规、可持续性的女性健康知识普及推广
的平台及方法。加强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获得社会支持；健全健康教育部门，增强健康教育人员的培
训与教育；找准健康教育的突破口，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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