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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护理对老年脑梗死患者情绪、治疗依从性及康复效果的疗效

王小玲 、 胡　利 、 万　熊 、 钟雅佳 、 陈映宇 

【摘要】目的　探讨共情护理模式对老年期脑梗死患者消极情绪、治疗依从性以及康复效果的影

响。方法　随机选取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老年期脑梗死患者 80 例，随机将这些患

者分为两组：共情护理组（n=40）和常规护理组（n=40），对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的消极情绪、治疗依

从性以及康复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不想情绪及活动能力的评估，组间差

异不显著（P> 0.05）；护理后共情护理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及各方面康复效果均显著优于常规护理

组（P< 0.05），且治疗依从性 72.5％（29/40）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 52.5％（21/40）（P< 0.05）。结论　

共情护理能够更有效改善老年期脑梗死患者消极情绪、治疗依从性以及康复效果，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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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mpathy nursing on the emotion，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WANG Xiaoling，HU Li，WAN Xiong，et al.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of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in Zigong City，Zigong 64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mpathy nursing on the emotion，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80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4 to April 2016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s of carerandomly，namely，：the empathy care group（n = 40）and the 

usual care group（n = 40）. ，The negative emotions，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are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enaluations of negative emotion and ctivity ability 

before nursing ca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The lev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as well as every aspect of rehabilitation in the empathy nursing group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usual care 

group （P<0.05），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empathy nursing group which was 72.5％（29/40）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sual care group which was 52.5％（21/40）（P<0.05）. Conclusion　Empathy nursing care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so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the clin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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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又称缺血性卒中，属于一种脑血管疾病，

在临床极为常见，50~65 岁的老年男性群体是高发群

体，有高血压史、脑卒中发作、进展呈台阶式等是

其主要发病特点［1］。在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下，脑梗

死患者极易有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产生，进而对

疾病的治疗及康复造成不良影响，降低临床治疗效

果［2］。共情护理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护理方式，是

指临床护理人员在对患者的内心情感进行深入的了

解以及对患者的精神世界进行设身处地的体验的基

础上，然后给予患者有针对性的全面护理［3］。本项

研究探讨了共情护理对老年期脑梗死患者消极情绪、

治疗依从性以及康复效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获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件后，随机选取

2014 年 4 月 ~2016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老年期脑梗死

患者 80 例，纳入标准：1）临床表现均符合脑梗死的

诊断标准［4］，且 MRI/CT 明确诊断为脑梗死；2）均具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376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有有效的语言沟通能力及清晰的思路，3）均自愿参

加本项研究并已充分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短暂性

脑缺血；2）脑神经功能缺损 24h 以内；3）有肝肾等

脏器功能不全，4）有智力障碍，5）有精神障碍（特

别是情绪障碍）；6）无法配合临床工作。依据随机数

字表格法将这些患者分为两组：共情护理组（n=40）

和常规护理组（n=40）。共情护理组中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15 例，年龄在（63~78）岁之间，平均

年龄为（70.2±2.6）岁；病程（1~8）年，平均（4.5±

1.2）年。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 31 例，丧偶 7 例，

离异 2 例；在文化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 10 例，高

中 17 例，大专及以上 13 例。常规护理组中男性患

者 23 例，女性患者 17 例，年龄在（64~78）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71.1±2.5）岁；病程（2~8）年，平均

（4.9±1.5）年。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 30 例，丧偶

6 例，离异 4 例；在文化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 11 例，

高中 18 例，大专及以上 11 例。两组患者各基线资

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护理组患者接受常规对症治疗，包括降压、

利尿等，同时，临床护理人员适时监护患者的生命

体征，密切关注患者的身体状况，然后给予患者有

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此外，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进行

积极干预，对其饮食进行有效指导，使其保持良好

的生活习惯［5］；

共情护理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联合共情

护理，具体操作为：首先对此类患者进行心理评估：

根据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结果来采取相应的共情护

理措施：1）换位思考。由于患者没有充分认识脑梗

死，极为恐惧疾病，因此易有焦虑、抑郁等消极情

绪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临床护理人员应该对患者

的心理情绪变化表示理解并对其进行密切观察，积

极主动地和患者沟通，对其消极情绪进行及时疏导；

2）健康教育。通过手册、视频等形式将脑梗死的发

病机制、治疗方法、预后康复等讲解给患者及其家

属，对患者进行有效指导，使其将科学的饮食方式

及生活作息习惯培养起来，按时服药，在面对治疗

和护理的过程中对积极乐观的心态进行有效的保持；

3）共情体验。脑梗死患者在面对治疗的过程中可能

会有诸多顾虑及疑问产生，这时临床护理人员一方

面应该对患者的主诉进行耐心倾听，另一方面还应

该从患者的言语、肢体动作中将患者存在的问题及

时寻找出来，然后积极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尽可

能地将患者的顾虑及疑问解决掉，并将有针对性的

帮助及时提供给患者，使患者的需求得到切实有效

的满足［6］。

1.3　观察指标

护理前后分别评估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两组

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

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定，其中 SAS 标准分的分

界值为 50 分，其中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

为中度焦虑，70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SDS 标准分的

分界值为 53 分，其中 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72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7］。同时，采

用问卷形式对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进行评定，共

分为完全依从、部分依从、不依从三个选项。此外，

应用简易 FMA 运动能力评估方法对两组患者的神经

功能进行评定，共 50 项，每项分值在 0~2 分之间，

总分在 0~100 分之间，患者的神经功能和分值呈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8］；应用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

评价法对两组患者的瘫痪侧肢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

行评定，共 10 项，每项分值在 0~10 分之间，总分

在 0-100 分之间，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分值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9］；应用简易上肢功能评价法

（STEF）对两组患者的活动功能进行评定，总分在

0~66 分之间，患者的活动功能和分值呈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10］。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数据时用软件 SPSS20.0，计数资料用

率（n，％）表示，率的比较用 χ2 检验；计量数据用

（x±s）表示，两组治疗前后比较用配对均数 t 检

验，两样本均数比较用 t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消极情绪比较

组内比较，共情护理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 评

分和 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护理前（P<0.05），但常

规护理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之间

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组间比较，护理前两

组患者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P>0.05），护理后共情护理组患者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P<0.05），具体见

表 1。

2.2　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比较

共情护理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72.5％（29/40）

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 52.5％（21/40）（P<0.05），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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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SAS评分和SDS评分变化情况比

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共情护理组 40 护理前 54.3±5.4 53.7±5.4
护理后 36.8±4.7#* 39.0±4.4#*

常规护理组 40 护理前 54.5±5.3 53.8±5.7
护理后 49.9±5.2 48.2±5.5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05；与常规护理组比较，
*P<0.05。

表2　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共情护理组 40 10（25.0） 19（47.5） 11（27.5） 29（72.5）*

常规护理组 40 6（15.0） 15（37.5） 19（47.5） 21（52.5）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的康复效果比较

组 内 比 较 ， 护 理 后 两 组 患 者 的 F M A 评 分 、

Fugl-Meyer 评分、STEF 评分均显著高于护理前

（P<0.05）；组间比较，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FMA 评

分、Fugl-Meyer 评分、STEF 评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

著（P>0.05），护理后共情护理组患者的 FMA 评分、

Fugl-Meyer 评分、STEF 评分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

（P<0.05），具体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FMA评分、Fugl-Meyer评分、

STEF评分变化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FMA评分 Fugl-Meyer评分 STEF评分

共情护理组 40 护理前 51.4±10.2 12.5±2.5 26.5±2.3

护理后 79.8±16.7#* 32.0±3.1#* 59.6±3.4#*

常规护理组 40 护理前 50.4±11.2 12.9±2.2 25.6±2.5

护理后 68.7±14.3# 23.4±2.1# 49.5±2.8#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05；与常规护理组比较，
*P<0.05。

3　讨论

脑梗死指是指因脑部血液供应障碍，缺血、缺

氧所导致的局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死或软化。失

语、偏瘫等是脑梗死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严重的

情况下还会引发老年痴呆等症状，对患者的生命安

全及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脑梗死患者

内心的消极情绪对病情康复造成不良影响。共情

（empathy）是指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

感受的能力。共情又名 " 同理 "、" 通情 "、" 同感 "

等，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心理治理核心技术。1973
年，共情的概念被引入护理领域，此后共情被看作

是护理的道德和哲学的基础部分，共情护理成为心

理护理的核心内容，共情能力成为护士核心能力。

临床护理人员在共情护理下在对问题进行思考的过

程中能够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对患者的内心活动进

行更为真切的感受，进而更易对患者的想法表示理

解，从而将有针对性的护理服务提供给患者。

相关研究表明［11］，在老年期脑梗死患者的护理

中，共情护理作为一种新的护理方式较传统护理具

有无比的优越性，患者在共情护理的作用下能够更

好地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对临床治疗和护理工作

更积极配合，从而为其早日康复奠定坚实基础。另

外还有研究也表明［12］，在老年期脑梗死患者的护理

中，共情护理能够使患者切身感受到临床护理人员

的关怀和照顾，从而有效消除消极情绪，以乐观的

心态面对临床的治疗和护理工作。本研究结果显示，

组内比较，共情护理组患者护理后的焦虑抑郁情绪

较护理前显著好转（P<0.05），但常规护理组患者护

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改善不明显（P>0.05）；组间

比较，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严重程度无

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共情护理组患者的不良

情绪严重程度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P<0.05），说明

共情护理能够更有效改善老年期脑梗死患者消极情

绪，将有效的前提条件提供给患者对临床治疗和护

理工作的积极配合。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共情护理

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P<0.05），

说明共情护理能够有效提升老年期脑梗死患者的治

疗依从性。另外，组内比较，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神

经功能，日常活动功能及肢体运动功能均显著优于

护理前（P<0.05）；组间比较，护理前两组患者上述

功能组间差异均不显著（P>0.05），护理后共情护理

组患者的 F 神经功能，日常活动功能及肢体运动功能

均显著优于常规护理组（P<0.05），说明共情护理能

够更有效改善老年期脑梗死患者的神经功能、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及肢体活动功能，从而切实有效地改

善患者的康复效果，具有更好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共情护理能够更有效改善老年期脑

梗死患者消极情绪、治疗依从性以及康复效果，值

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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