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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焦解决模式的心理护理对脊柱外科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任婧娟 、 张　楠 、 张　扬 、 李　谊 、 张　坤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聚焦解决模式的心理护理对脊柱外科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方法　选

择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6 例脊柱外科病例，通过随机数表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43 例，分别采用聚焦解决模式护理和常规系统化整体护理，使用创伤后成长量表评定患者在干预前

与干预后的创伤后成长的水平，并评价护理干预的满意度。结果　干预前两组的创伤后成长总分及

各维度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干预组的创伤后成长总分为（82.57±3.76）分，显著高

于对照组的创伤后成长总分（58.03±3.98）分（P< 0.01）。干预组的人生感悟、个人力量、新的可能

性、与他人关系和自我转变等维度的分数均高于对照组（P< 0.05）。对于护理干预的满意率，干预

组（93.03％）显著高于对照组（60.47％）（P< 0.01）。结论　基于聚焦解决模式的心理护理对于脊柱

外科患者能取得很好的干预效应，并更好地提高创伤后成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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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spi-
nal surgical patients　REN Jingjuan，ZHANG Nan，ZHGANG Yang，et al. Xijing Hospital of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an 71003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spinal surgical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6 spinal surgical patients from January to Decem-

ber 2015 were chosen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43 cases）and control group（43 cases）. The in-

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nursing of 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 while the controls were given systematic holistic nurs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scales were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atisfactory degre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otal 

scale and each dimension scale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between patients from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 total 

scale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82.57±3.76）after intervention，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58.03±3.98）（P<0.01），and scales of life comprehension，personal strength，

new possibilities，relation to others and self-change dimensions of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atisfactory degrees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93.03％）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

trol group（60.47％）（P<0.01）.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 can achieve 

great intervention effects on spinal surgical patients，and increase the lev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Key words】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Spinal surgery；Posttraumat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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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外科患者以行走困难、肢体疼痛、麻木、

急性发作期疼痛难忍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对患者的

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1］。疾病在将痛苦等负面影

响带给患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能使患者出现积

极的心理变化，即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2，3］。PTG 是指个体在与具有创伤性质的生活

情境或事件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正性心理变化［4］。

聚焦解决模式（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是源自积

极心理学背景下发展而来的一种高度尊重个体，强

调利用个体潜能与资源，调动主观能动性，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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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到治疗护理过程中的临床干预模式［5-7］。本

研究对脊柱外科患者开展聚焦解决模式的护理干预，

并探讨该模式对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现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脊

柱外科病例 86 例，其中男性 48 例，女性 38 例；年

龄 21～62 岁，平均（46.45±3.24）岁；疾病种类：腰

椎间盘突出症 52 例、颈椎病 18 例、胸腰椎骨折 16
例；手术治疗 52 例，保守治疗 34 例。通过随机数表

法将病例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43 例，两组对象在

性别、年龄、疾病种类及治疗方法上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本研究取得我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参与患者均充分知情同

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根据病史、体征和影像学检查（CT

或 MRI）确诊断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或胸腰椎骨

折；②具有一定的阅读与理解能力；③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患有结核、肿瘤、严重马尾综合征

的患者；②既往或目前有精神疾病或认知功能障碍。

1.3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基于患者的评估 - 诊断 - 计划 - 实

施 - 评价 - 修改模式开展系统化整体护理。干预组

成立由护师组成的干预小组，每位患者由两名干预

小组组员对其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聚焦解决模式护理

干预。①描述健康问题：入院当天对患者进行评估，

找出其主要健康问题；然后开展护患沟通，使患者了

解引起不良情绪反应的根源如身体疼痛等；评估患者

的心理状态，通过健康教育使其认识到负性情绪可

加重病情，鼓励并肯定患者以前为解决健康问题付

出的努力。②构建切实可行的健康促进目标：根据治

疗需求及康复预期设置具体的目标，引导患者自我

思考，目标确定后将其作为患者的努力方向；在治疗

过程中不断鼓励与肯定患者。③探查有益例外：继续

与患者探讨治疗中出现不良反应时患者的自我应对，

引导患者回忆过去使症状好转的偶然情况，并鼓励

患者思考偶然中的必然，如何让例外再度出现。④

给予及时反馈：当期望目标的实现遇到短暂挫折时，

与患者共同寻找是否目标制定出现偏差并给予校正。

应肯定患者的努力，最大程度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

性。⑤评价进步：引导患者对治疗康复效果进行自我

评价，然后客观评价并肯定已取得的进步，鼓励患

者继续朝预定目标进一步努力。整个聚焦解决模式

建立在良好的关系和不断地赞赏中，用“欣赏”地眼

光来看待患者，并充分相信患者自己的努力和经验，

相信患者能够并最终实现自己提出的与期望匹配的

前进目标［8］。

1.4　评价指标

分别在患者入院第 1 天及出院前 1 天，采用

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9］评定患者创伤后成长的水平。本研究采用国

内学者汪际汉化的量表［10］，量表包括人生感悟、个

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与他人关系和自我转变等五

个维度，共 20 个条目，该量表采用 Likert6 级评分

法，每个条目为 0～5 分，量表总分为 100 分，得分

越高意味着创伤后成长越多。出院前评价患者对护

理干预的满意度，计算每组患者中对于护理干预满

意的比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 3.2 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导入

SPSS18.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

采用 t 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 检

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的创伤后成长水平

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创伤后成长总分分

别为（26.76±3.62）分和（26.40±3.46）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人生感悟、个人力量、

新的可能性、与他人关系和自我转变五个维度的分

数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干预后的创伤后成长水平

干预结束后，两组的创伤后成长的总分和各维

度的分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干预组的创伤后成

长总分为（82.57±3.76）分，对照组的创伤后成长总

分为（58.03±3.98）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干预组的人生感悟、个人力量、新的可

能性、与他人关系和自我转变等维度的分数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干预后的满意度评价

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的满意率为 93.03%，高于对

照组的 60.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

表 3。

3　讨论

基于聚焦解决模式的心理护理是一种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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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体为中心，信任个体自身潜能与资源的临床

心理干预模式，近年来在护理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11］。聚焦解决模式的关注点主要围绕改善患者应

对疾病的主观能动性，使患者产生一种强烈的发自

内心的驱动力，令其追求康复的愿望与行动得到最

大程度地激发，从而促进患者的治疗与康复。相对

于系统化整体护理模式被动应对疾病、患者缺乏积

极的心态配合康复治疗等局限性，聚焦解决模式较

大程度地提升了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程度和治疗

依从性，将以往被动接受治疗改变为积极应对、主

动康复的形式，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减轻患者躯体

机能受累于疾病的不利影响，达到良好的康复目标。

近年来，创伤后成长的概念逐渐引起学者们的

关注。创伤后成长及时评价创伤本身，并且及时进

行自身干预调整，有利于患者的心理康复与回归社

表1　两组对象干预前的创伤后成长水平

项目 组别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t P

成长总分 干预组 6 51 26.76 3.62
1.33 0.08

对照组 5 50 26.40 3.46

人生感悟 干预组 1 11 6.34 1.38
1.29 0.09

对照组 0 12 6.25 1.43

个人力量 干预组 1 10 5.60 0.92
0.83 0.12

对照组 1 9 5.48 1.03

新的可能性 干预组 1 6 3.65 0.78
1.23 0.10

对照组 1 7 3.78 0.98

与他人关系 干预组 1 9 4.72 1.93
0.54 0.13

对照组 1 8 4.57 1.89

自我转变 干预组 0 12 6.45 1.56
1.45 0.07

对照组 1 11 6.32 1.43

表2　两组对象干预后的创伤后成长水平

项目 组别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t P

成长总分 干预组 32 96 82.57 3.76
32.56 <0.01

对照组 18 78 58.03 3.98

人生感悟 干预组 5 19 16.64 1.65
8.42 0.01

对照组 4 15 12.69 1.23

个人力量 干预组 4 20 16.96 1.87
7.93 0.02

对照组 3 15 11.43 1.23

新的可能性 干预组 4 19 15.04 1.91
8.24 0.01

对照组 2 16 11.75 1.46

与他人关系 干预组 5 20 17.21 1.63
13.72 <0.01

对照组 3 15 10.82 1.34

自我转变 干预组 5 20 16.72 1.89
12.98 <0.01

对照组 3 15 11.34 1.62

表3　两组对象干预后的满意度评价（n，%）

组别 例数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干预组 n=43 40 2 1 93.03

对照组 n=43 26 10 7 60.47

χ2 12.77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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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能有效地推动创伤后心理打击的恢复［12］。脊

柱外科患者在围术期康复过程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

心理反应，疾病在给患者造成身体不适与负面心理

影响的同时，也能使患者出现积极的创伤后成长，

可以促进患者从痛苦及创伤中自我恢复、康复和成

长，使患者身心机能得到良好地恢复和发展。

本研究采用聚焦解决模式对脊柱外科患者进行

心理护理，并评价其创伤后成长的水平。护理干预

后的评价结果表明，干预组的创伤后成长总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五个维度的评价中干预组患者分值均

高于对照组，且干预组患者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这些都说明患者在早期康复阶段取得的健康恢复效

果促进了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患者越来越倾向于康复，积极的心理状态促进创伤

后成长水平的提升，可见采用聚焦解决模式干预使

患者获得更好的创伤后成长。赵明明等研究发现采

用聚焦解决模式实施护理干预，可降低骨折患者术

前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有利于手术成功和疾病

恢复［13］，与本研究中观察到的积极意义相类似。聚

焦解决模式可以提高患者自我管理技能，增强积极

健康行为，改善患者焦虑情绪，增强其自信心［14］。

然而由于该模式的相关理论仍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

具体的干预模式和教育过程有待进一步实践和探讨。

综上所述，基于聚焦解决模式的心理护理能激

发脊柱外科患者的积极心态，使患者更有效地发挥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防御机制，主动构建应对疾病的

行为模式，从而获得良好的创伤后成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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