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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与社会回避苦恼相关性分析

张　贞 、 崔跃明 、 刘　倩 、 骆会萍

【摘要】目的　旨在探讨分析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与社会回避苦恼相关性。方法　随

机抽取本院于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收治 236 例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为研究对象，选用社会支持

评定量表（SRRS）评定社会支持情况，选用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SADS）评估社会回避苦恼，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社会支持与社交回避、社交苦恼的关系。结果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男性社会支持

评分显著高于女性（P< 0.05），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显著低于女性（P< 0.05）。社会支持随年龄段增

长显著下降，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评分随年龄段增长显著上升（P< 0.05）。患者文化程度越高，社

会支持越高，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越低（P< 0.05），城市患者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农村患者（P< 0.05），

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评分显著低于农村患者（P< 0.05）。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与社会回避

及苦恼均呈现负相关性（P< 0.05）。结论　护理人员应有效引导外界对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

持，增强其与他人交流的自信心，乐观积极恢复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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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voidance distress in patients with mild aphasia 
　　ZHANG Zhen，CUI Yueming，LIU Qian，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Jishuitan Hospital，Beijing 10003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voidance distress in patients 

with mild aphasia. Methods　236 mild stroke aphasi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our 

hospital during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Social support were evaluated using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RRS），

and social avoidance distress were evaluated using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SADS）. The association be-

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social distress were analyzed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Results　The so-

cial support score of male stroke patients with mild aphasi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patients（P<0.05）. 

The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ore of male stroke patients with mild aphasi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fe-

male patients（P<0.05）. Social support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The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age growth（P<0.05）. The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social support and lower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P<0.05）. The social support score of urban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patients（P<0.05）. The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ore of urban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in rural areas（P<0.05）.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in patients with mild aphasia（P<0.05）. Conclusion　The nursing staff 

should effectively guide social support to the patients with mild aphasia，improve their self-confidenc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and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ability of daily life.

【Key words】Stroke patients with mild aphasia；Social support；Social avoidance distress；Correlation

脑中风轻度失语症患者语言功能较健康人［1］，

存在发音模糊、说话吃力和语速缓慢等语言功能障

碍，明显阻断其与外界的正常交流，造成其内心孤

独、抑郁、焦虑，产生社会回避心理。研究显示［2］，

脑中风轻度失语症心理状态与其康复期生理功能恢

复程度存在密切关系，而外界社会支持可从主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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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给其提供相应帮助和关怀，达到纠正其不良

心理、树立自信心的目的［3］，但关于此类该患者社

会支持与社会回避苦恼关系的研究尚未见诸于报道，

本研究随机抽取本院于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收

治 236 例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为研究对象，旨在探

讨分析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与社会回避苦

恼相关性，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随机抽取本院于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收治

236 例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经脑 CT 或磁共振确诊脑梗死或脑出血，病程＞ 1
年；②格拉斯哥预后评分 5~4 分；② BDAE 失语症严

重程度分级 <2 级；③意识清醒，对他人语言或行为

具有独立理解能力；④患者及其家属均签订知情同意

书，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伴有严重精神疾

病、智能障碍者；②先天性失语或语言障碍者；③情

绪急躁、依从性较差者；④既往抑郁史和精神抑制类

药物服用史者。

1.2　方法

社会支持调查工具使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

评定量表（SRRS）［4］，该量表包括主观支持（3 个条

目）、客观支持（4 个条目）和支持利用度（3 个条目）

3 个维度，共 10 个条目，主观支持指被调查者在社

会中被尊重、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客

观支持指被调查者从社会团队、亲友获取的可见的

物质和情感上的客观援助，不受其主体支配；支持利

用度是被调查者个体对主客观支持利用程度，该量

表内容效度为 0.92，各条目一致性 0.89~0.94，单条

目评分 1~4 分，各维度和总分得分越高，则代表支

持度或利用度越高。社会回避苦恼选择社交回避与

苦恼量表（SADS）［5］，该量表包括社交回避（14 个条

目）和社交苦恼（14 个条目）2 个维度，该量表内容

效度为 0.92，各条目一致性 0.85~0.90，单条目评分

1~5 分，各维度和总分得分越高，则社交回避与苦恼

越重。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19 .0 进行双人录入核查，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的形式

表示，计量资料以（x±s）的形式表示，两组间比较

选择独立因素 t 值分析，多组间选择单因素方差分

析，组组间两两比较选择 LSD-t 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社会支持与社交回避、社交苦恼的关系，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情况

本研究入选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一般资料如表

1 所示。

表1　中风轻度失语患者一般资料情况（n=236）

指标 人数（例） 百分比（％）

性别 男 119 50.42

女 117 49.58

年龄 28~40岁 48 20.34

40~60岁 86 36.44

60~66岁 102 43.22

文化程度 小学 115 48.73

中学 79 33.47

大专及以上 42 17.80

吸烟 是 108 45.76

否 128 54.24

糖尿病 是 89 37.71

否 147 62.29

脑中风类型 脑出血 104 44.07

脑梗塞 132 55.93

居住地 农村 147 62.29

城市 89 37.71

2.2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调查结果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男性社会支持评分显著高

于女性（P<0.05），社会支持评分随年龄段增长显著

下降（P<0.05），患者文化程度越高，社会支持评分

越高，不同文化程度患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城市患者社会支持评分显著高于农村患

者（P<0.05），如表 2。

2.3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回避苦恼调查结果

结果显示，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男性社交回避

和社交苦恼显著低于女性（P<0.05），社交回避和社

交苦恼评分随年龄段增长显著上升（P<0.05），患

者文化程度越高，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程度越低

（P<0.05），城市患者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评分显著

低于农村患者（P<0.05），如表 3。

2.3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与社会回避

及苦恼相关性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与社会回避及苦

恼均呈现负相关性（P<0.05），相比于主观支持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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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调查结果（x±s，n=236）

指标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总分

性别 男 9.92±1.35 12.35±2.30 9.85±1.37 33.42±3.84

女 6.21±1.24 9.82±2.15 6.01±1.24 25.14±3.22

t，P 3.506，0.025 1.39，0.24 3.60，0.022 2.86，0.046

年龄 28~40岁 10.14±1.26 9.75±1.18 10.82±1.49 32.71±4.58

40~60岁 7.42±1.15* 11.24±1.05 7.89±1.14* 26.62±3.35

60~66岁 5.18±1.02** 13.02±1.27* 5.09±1.08**# 23.38±2.62

F，P 14.06，0.0054 5.872，0.0387 15.77，0.0041 5.170，0.0495

文化程度 小学 5.22±1.21 13.74±1.25 5.38±1.12 23.19±2.88

中学 7.49±2.14 11.47±1.18 7.87±1.17 26.48±3.24

大专及以上 10.41±2.27* 9.84±1.05* 10.45±1.34** 32.88±3.98*

F，P 5.441，0.0449 8.510，0.0177 14.26，0.0053 6.310，0.0335

居住地 农村 7.24±2.12 8.35±2.09 7.14±2.17 23.72±2.36

城市 11.79±2.39 12.98±2.15 11.85±2.34 35.18±3.08

t，P 2.847，0.0465 2.675，0.0555 2.556，0.0629 6.220，0.0034

整体情况 得分 9.02±2.25 10.53±3.47 9.12±2.39 27.35±3.72

得分率（％） 75.17 65.81 76.00 68.38

注：年龄，vs 20~40岁，*P<0.05，**P<0.01，vs 40~60岁，#P<0.05；文化程度，vs 小学，*P<0.05，**P<0.01。

表3　不同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回避与社会苦恼调查结果（x±s，n=236）

指标 社交回避 社交苦恼 总分

性别 男 32.71±4.35 32.89±4.43 65.47±8.72

女 52.28±4.74 53.19±4.81 106.18±8.63

t，P 5.632，0.0049 5.842，0.0043 5.843，0.0043

年龄 28~40岁 30.17±3.25 31.22±3.29 63.37±5.61

40~60岁 49.72±3.26* 49.35±3.43* 93.41±7.41*

60~66岁 57.32±4.21** 57.27±4.24** 115.39±8.19**#

F，P 44.46，0.0003 40.42，0.0003 39.99，0.0003

文化程度 小学 61.55±4.27 61.64±4.31 124.19±8.19

中学 47.36±3.39* 49.72±3.34 96.77±6.31

大专及以上 30.18±3.15**# 32.24±3.18 62.09±5.18

F，P 56.02，0.0001 49.21，0.0002 65.16，0.0000

居住地 农村 52.24±4.76 53.33±4.84 105.52±8.24

城市 31.27±4.30 32.19±4.22 62.28±7.46

t，P 6.624，0.0027 6.120，0.0036 6.738，0.0025

整体情况 40.26±4.62 42.31±4.74 83.37±8.21

观支持，患者支持利用度与社会回避及苦恼负相关性最明显（P<0.01），见表 4 所示，如表 4。

3　讨论

3.1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情况

良好社会支持能够有效促进患者恢复健康，反

之则损害健康［6］。本研究中，轻度脑中风失语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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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社会支持平均评分为（29.35±3.72）分，得分率

68.38％，这表明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获得社会支持

处于勉强及格状态，具体分析各项社会支持维度，

可见得客观支持维度得分率最低，这可能因为脑中

风轻度失语症患者由于语言功能及肢体功能障碍而

无法与外界正常交流，且治疗费用也以家庭支出为

主［7］，造成其社会客观支持主要为家人和亲友，侧

面反映出我国社会团队或医护人员可能对脑中风轻

度失语症患者支持和援助程度不足，从而存在患者

自我效能下降、负性情绪上升的风险。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男性社

会支持评分显著高于女性（P<0.05），这可能因为

男性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强于女性患者，对社会支持

主观感受更明显。而且由于男性社会角色特征，造

成其社交范围更广、职业地位更高，故来自社会

客观支持更多。本研究结果与李晖等［8］研究结果不

同，李晖等人研究认为女性因被认为是弱势群体而

得到更多社会支持，性别因素对社会支持敏感性更

高和利用更充分的结论。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脑中

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评分随年龄段增长显著下

降（P<0.05），表明高龄患者更缺少社会支持，应

是社会支持关注的重点。此外，本研究中同时显示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文化程度越高，社会支持评分

越高，而城市患者社会支持评分显著高于农村患者

（P<0.05），前者反映出文化水平提升患者思维对社

会支持感受和对支持利用能力，而高文化水平和居

住于城市的患者经济条件较好，也决定其可能得到

更多和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3.2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社交回避苦恼调查

结果

脑中风轻度失语症患者由于语言交流障碍和肢

体残疾，心理易出现自卑感或对与外界交流的恐惧

感，倾向于回避社交和抵触社会支持。本研究结果

显示，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男性社交回避和社交苦

恼显著低于女性（P<0.05），这反映出女性由于心

理情感特征，造成其对于突发性脑梗死和脑中风引

起的“生活变故”和“身体改变”更为敏感，产生一

种“羞耻感”，更易表露出回避社交和与人交流的苦

恼［9］。

本 研 究 结 果 还 显 示 脑 中 风 轻 度 失 语 患 者 社

交 回 避 和 社 交 苦 恼 评 分 随 年 龄 段 增 长 显 著 上 升

（P<0.05），表明高龄患者对社交抵触心理强于中青

年患者，与他人研究［10］得出我国多数老年脑中风患

者因认为其因残疾已是家庭负担，从而感到苦恼和

逃避社交的结果相符。此外，研究中也新发现脑中

风轻度失语患者文化程度可影响其社交回避和社交

苦恼程度，文化程度越高，则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

越低（P<0.05），分析其原因可能为文化程度越高的

患者健康教育知识掌握越丰富，其对现代医学肯定

度也越高。

3.3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与社交回避

苦恼相关性

本研究对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与社会

回避苦恼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脑中风轻度失

语患者社会支持与社会回避及苦恼均呈现负相关性

（P<0.05），表明来自家庭、亲友和社会物质及精神

支持，可以有效缓解脑中风患者因语言障碍和疾病

折磨所引起的经济及心理负担［11］，使得患者放下心

理包袱，勇于与外界交流，而较低社会支持则可恶

化患者自信心，明显阻碍其与他人交往的能力。

综上所述，护理人员应有效评估脑中风轻度失

语患者社会支持状况，有效引导外界对患者社会支

持，增强其与他人交流的自信心，乐观积极恢复日

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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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脑中风轻度失语患者社会支持与社会回避及苦恼相关
性分析结果

指标
社交回避 社交苦恼 总分

r P r P r P

主观支持 -0.320 <0.05 -0.322 <0.05 -0.329 <0.05

客观支持 -0.326 <0.05 -0.327 <0.05 -0.325 <0.05

支持利用度 -0.436 <0.01 -0.432 <0.01 -0.429 <0.01

总分 -0.337 <0.05 -0.340 <0.05 -0.33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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