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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心理辅导在肝癌患者中的效果研究

陈向军 、 周雪艳 、 崔学武 、 张　淼

【摘要】目的　探讨情境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心理辅导在肝癌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

院 2014 年 1 月～2014 年 6 月住院治疗的 80 例肝癌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采用情境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心理辅导模式。比较

两组患者肝脏原发病灶变化情况、抑郁状况评分、健康状况和家属满意度。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

患者的肿瘤原发病灶好转率、稳定率高于对照组，恶化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 SDS 评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健康状况明显好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家属满意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情境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心理辅导能够促进疾病康复并缓解抑郁情绪，

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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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situational experience health education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CHEN Xiangjun，ZHOU Xueyan，CUI Xuewu，et al. Beijing Che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114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situational experiencing health education with psycho-

logical counseling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on 

average. The patients of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health education，while the patients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market environment and simultaneously experienc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health education. We compared the primary focuses of tumor，the scores of SDS and SRHMS，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the improvement rate of primary focuses of tumor 

and the stable rate of primary focuses of tumo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ot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deterioration rate of primary focuses of tumo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D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the SRHM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s（P<0.05）；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s　The situational experi-

ence health education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ave certain restorative effects on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This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patients. 

【Key words】Situational education；Experiential learning；Health education；Psychological counseling；Liver 

cancer

肝癌是常见且具有较高发病率的恶性肿瘤之一，

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1］。肝癌患者因

疾病本身及治疗副作用可引发多种心理疾病，极易

产生焦虑、烦躁不安、绝望等精神障碍，从而严重

影响患者身心健康［2］。有研究证实恶性肿瘤的发生

与社会、心理因素存在关联，负性情绪与癌症发展

的关联性更强［3］。 因此，对癌症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

心理护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情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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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式健康教育具有直观性、趣味性和互动性的特点，

把枯燥的理论转化为便于接受的内容，使抽象的理

论通过情境再现的方式进行转换，更有利于激发患

者的学习兴趣，能够促进患者的自我管理和生活治

疗，同时情境体验教育传递给患者一种健康的生活

态度，利于患者的心理健康［4-5］。此外，有研究表明

心理辅导能够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将护理的层次提

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影响到患者的术后恢复效

果，如病人的自理效能、生活质量或并发症发生率，

也会对病人情绪带来积极作用 ［6-8］。本研究拟探讨情

境体验式健康教育结合心理辅导对肝癌患者肝脏原

发病灶变化情况、抑郁状况、健康状况及护理满意

度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于 2014 年 1 月～2014 年 6 月在我院进行

治疗的肝癌患者 80 例，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

平均（52.3±3.5）岁，平均住院时间（40±13）天。

对照组男性 24 例，女性 16 例，平均（54.8±5.1）

岁，平均住院时间（43±14）天。两组患者在平均

年龄、平均住院时间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取样标准：①确诊为肝癌，并知道自己

的诊断；②意识清楚，无交流障碍；③本人和家属签

署知情同意书；④ 能够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本研究。

1.2　护理方法

给予对照组 40 例患者常规性护理及心理疏导，

即给予日常肝病知识及护理知识的宣贯，由责任护

士对肝病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多倾听患者对疾病及

康复的认识，对患者进行鼓励。观察组 40 例患者在

常规护理的同时，给予情境体验式健康教育与心理

辅导，具体方式如下：①形象化理论教育：将 40 例

患者分为 4 组，每组 10 人，每组由 1 名责任护士负

责。由责任护士将常规健康教育的内容制作成课件

（PPT），配以图片、案例、视频等内容，以更加形

象直观的方式呈现患者需了解的肝癌病症、并发症

预防、治疗方式等疾病知识，并邀请抗癌成功的患

者现身说法，与患者分享抗癌经验，增强患者信心。

②体验式教学：将 40 例患者分为 4 组，每组 10 人，

每组由 1 名责任护士负责。制作若干张卡片，写上

由责任护士列选出的不适症状，如：躯体疼痛、发烧、

眩晕等。每组患者中，1 人充当患者，1 人充当主治

医生，1 人充当责任护士，2 人充当评委，5 人充当

旁观者。由 “患者”向“主治医生”及“责任护士”主

诉不适症状，并提出疑问，“主治医生”解答“患者”

疑问，并对“患者”的症状进行对症处理，“责任护

士”根据病情进行针对性护理，“评委”对“主治医

生”及“责任护士”的表现进行点评，指出不当之处，

旁观者对以上 5 人表现情况进行评价。每组患者轮

流扮演这几个角色，由责任护士进行分析总结。每

周进行 1 次，共进行 12 周。 ③知识竞赛：举行肝癌治

疗知识竞答，由责任护士出题，患者进行抢答，回

答正确者获得小奖品。结束后让学员分享经验、交

换心得。每周进行 1 次，共进行 12 周。 ④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医生与责任护士密

切观察患者的心理状况，经常性的与患者沟通，就

患者病情进展、治疗效果、康复知识、自我护理知

识等与患者交流；寻找患者的心理应激源，针对性辅

导，缓解其心理应激状态，促进患者心理健康。

1.3　评价指标

（1）肝脏原发病灶变化情况。所有患者在随访 6
个月后进行疗效评价，根据参考文献分为：临床治愈

（肿块消失）、明显好转（肿块缩小 60％以上，碘油

聚集均匀，肿瘤边缘残留少许肿瘤血管或肿瘤染色、

肿瘤血管闭塞）、好转（肿块变小大于 30％，碘油不

聚集均匀）、稳定（肿块变小少于 30％，碘油层斑块

状）、恶化（肿块正大，碘油不能积聚，形成新的肝

动脉或肝静脉瘘）。（2）抑郁程度。在护理实施前后

以及干预后 30 天分别对两组患者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进行抑郁评分，SDS 采用 4 级评分法，共分

20 个条目，标准得分为 5 分，50～59 分为轻度抑郁、

60～69 为中度抑郁、>70 分为重度抑郁。（3）健康状

况。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于干预 3 个月

后进行评定。该表分为 18 个条目，包括生理健康量

表、心理健康量表、社会健康量表，分析指标为 3 个

量表得分与自测健康评分的合计分，自测得分越高

说明健康状况越好。（4）家属满意度。家属满意度采

取自编调查问卷，统计家属对护理的满意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0 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使

用平均值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并用 t 检

验进行比较；使用百分比（n/％）表示计数资料并使

用 χ2 检验进行比较。若 P<0.05，说明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病人肿瘤原发病灶变化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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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 6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肿瘤原发病灶好转

率和稳定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恶化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肿瘤原发病灶的变化情况（n/％）

组别 例数 治愈或明显好转 好转 稳定 恶化

对照组 40 7（15.00） 12（30.00） 13（32.50） 8（12.50）

观察组 40 6（17.50） 14（3500） 15（37.50） 5（7.50）

χ2 1.071 2.156 2.535 3.982

P 0.087 0.038 0.031 0.013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及随访 SDS 评分对比

干 预 前 ， 两 组 患 者 S D S 评 分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干预后，观察组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此种趋势亦出现在随访 30 天后（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不同时期SDS评分情况（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随访

对照组 40 18.55±3.34 17.55±1.28 16.77±1.68

观察组 40 18.52±2.89 14.44±1.27 11.92±1.47

t 0.092 2.334 3.504

P 1.074 0.012 0.003

2.3　两组患者干预后 SRHMS 评分差值的差异比较 

干预 3 个月后，观察组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

社会健康三个自测分和总得分上的差值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P<0.01）。（详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后SRHMS评分差值（后测－前测）的差异

比较（x±s，分）

自测健康因子 观察组差值 对照组差值 t P

生理健康 6.35±12.01 1.36±2.57 2.476 0.016

心理健康 17.37±16.64 1.12±6.32 6.321 0.000

社会健康 8.20±9.49 1.15±1.68 5.453 0.000

总分 31.92±38.14 3.63±10.57 7.119 0.000

2.4　两组患者家属满意度情况比较 

观察组家属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详

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在干预后家属满意度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家属满意度

观察组 40 38（95.00％）

对照组 40 33（82.50 ％）

χ2 4.560

P 0.025

3　讨论 
近年来，肝癌发病率已跃居恶性肿瘤的第三

位［9］，手术切除治疗、放化疗等方式虽能延长肝癌

患者生命，但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精神状态并没有得

到积极改善。本研究通过情境体验式健康教育结合

心理辅导对肝癌患者进行干预，获得一定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情境体验式健康教育结合心

理辅导对肝癌患者肿瘤原发病灶变化起到一定的促

进作用，与对照组相比，好转率和稳定率更高，恶

化率更低。对于肝癌病人而言，罹患肝癌是一种心

理应激事件，使患者出现担忧焦虑、烦躁恐惧、抑

郁等系列的心理应激反应［10］。本研究发现，通过情

境体验式健康教育结合心理辅导，患者的抑郁情绪

得到有效缓解。有研究指出，良好的心理护理是改

善晚期肝癌患者术后心理状态的重要保障，可有效

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11-12］。或许疾病本身的好转亦

是患者抑郁得到缓解的一个原因。

肝癌的治疗副作用及病痛带给患者不同程度的

身体机能损伤，甚至失去正常的活动功能，影响到

患者的正常生活 ［13-15］。本研究结果表明患者在生理

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均得到显著提

升，说明本研究的干预方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此

外，从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也可以看出情境体验式

健康教育联合心理辅导的良好效果。

综上所述，情境体验式健康教育帮助患者更加

有效、更加愉快的获得疾病知识并积极在自身运用，

心理辅导及时地满足患者的各种心理需求并消除错

误认识，二者合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肝癌患者

的恢复并减少抑郁情绪，增进患者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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