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5 期 - 921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生死教育对晚期癌症患者心理状态，死亡态度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　霞 、 李洪娟 、 周　杨 、 汪秀云

【摘要】目的　探讨生死教育对晚期癌症患者心理状态，死亡态度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

取我院收治的 105 例晚期癌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日常护理与治疗，在此基础

上实施生死教育，观察患者实施生死教育前后的死亡态度、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与生死教育实施

前相比，患者实施生死教育后对待死亡的态度明显改善（P< 0.05）。角色功能、躯体功能与教育前

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5），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总健康状况评分较教育前显著提高

（P< 0.05）。结论　对晚期癌症患者实施生死教育，能够有效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让患者树立正

确的生死观，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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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on psychological status，death attitud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LIU Xia，LI Hongjuan，ZHOU Yang，et al. Department of Abdominal Oncology，Cancer 
Center in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on psychological status，death attitud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Methods　10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in our hospi-

tal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treatment. On this basis，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was carried out，then the death attitude，quality of life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the death at-

titude of this group patien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ole function and body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education（P>0.05），but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function，cognitive function，social function and total health after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education（P<0.05）. Conclusion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so that the patients can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life 

and death，thu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s improved.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state；Conception of death；Quality of life；Advanced cancer；Life and death educa-

tion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而言，所进行的治疗只是为

了减轻患者痛苦，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癌症患者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明显的焦虑、恐惧、紧张心理，

再加上病痛折磨，更会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生活质

量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生死教育又称为死亡教育

或生命教育，该教育方式是通过对死亡问题的探讨，

让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生命的意义，认识到死亡是

生命的一个必然，从而影响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和行

为，进而以正向的态度面对自己和他人的死亡，达

到正确认识死亡、珍爱生命的目的［1］。我院为改善

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护理工作中引入了生

死教育，现将应用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 2014 年 10 月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

105 例晚期癌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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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恶性肿瘤诊断标准，并经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为

Ⅳ期癌症。入组患者的身体状况差、免疫功能低下，

已无法接受抗癌治疗。预期生存期不低于 3 个月，

无意识障碍，具备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男性 54 例，

女性 51 例，年龄 41~88 岁，平均（70.5±10.4）岁，

癌症类型：结直肠癌 20 例，肺癌 27 例，胃癌 11 例，

肾癌 9 例，食管癌 7 例，肝癌 10 例，卵巢癌 5 例，

子宫内膜癌 4 例，膀胱癌 8 例，喉癌 3 例，鼻咽癌 1
例。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26 例，初中及高中 66 例，

大专及以上 13 例。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肿瘤常规治疗与护理，在此基

础上，对患者实施生死教育。护理人员通过向患者

发放生死教育相关资料、组织患者集体授课、在病

区张贴生死教育相关图片与资料、对患者进行个别

辅导、开展生死教育专题讲座（每周 1 次，共 4 周）

等方式对患者进行生死教育。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

心理状态、身体状态，有针对性地、单独地对患者

实施生死教育，每周 1~2 次，在教育过程中灵活运

用解说、鼓励、引导等交流技巧。

①试探性谈话。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死亡较为忌

讳，所以对于面临死亡的癌症患者，也不能要求他

们能够马上敞开心扉，转变思想，接受生死教育。

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生死教育之初，可从社会时

事、电视节目、周边事物中与生死相关的内容着手，

试探性地与患者展开生死观交流，初步了解患者对

待死亡的看法。在进行试探性谈话时，如果患者表

现出了明显的抗拒，护理人员再要立即停止并转移

话题，以免引起患者对生死教育的反感。②由浅入

深、由远及近地进行交谈。对于试探性谈话，若患

者未表现出抗拒，则可以持续深化话题，有意无意

地将话题从他人转移到患者身上，将话题引导到患

者对待死亡的态度方面，借此深入了解患者对死亡

的看法。护理人员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可以重

点了解患者的宗教信仰，对于信奉宗教的患者，要

根据不同宗教对死亡的理解来引导患者，让患者相

信自己死后能够去往天堂或西方极乐世界，从而使

其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对于无宗

教信仰者，护理人员则可让患者认识到死亡是生命

发展的自然过程，以消除患者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

③升华生命意义。护理人员在同患者交流时，可鼓

励、引导患者讲述生平记忆最深刻或最有成就感的

事情，与患者一起回顾生命中有意义的时刻，护理

人员在倾听过程中要时常表现出对患者生命历程的

敬重、欣赏，让患者感受到自己经历的人生是有价

值、有意义的。④提供帮助。在对患者进行生死教

育的过程中，护理人员也可以打探出患者心中存有

的遗憾或想要完成的愿望，对于患者的这些需求，

护理人员可以协同患者家属，尽可能地帮助患者达

成愿望，让患者不留遗憾地离开人世。

1.3　观察指标

在实施生死教育前和实施生死教育后，分别向

患者发放我科自行设计的《生死观与价值观问卷》和

生活质量调查量表（QLQ-C30），用以评估患者的死

亡态度和生活质量。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运用 SPSS20.0 软件做统计学处理，计

数资料以（n，％）表示，通过 χ2 检验进行数据比较，

计量资料以（x±s）表示，通过 t 检验进行数据比较，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死亡态度

与生死教育实施前相比，本组患者实施生死教

育后对待死亡的态度明显改善，乐观接受死亡、珍

惜生命、生死教育帮助我正确坦然死亡的患者比例

明显升高，对死亡有悲伤恐惧认识，有绝望、悲伤、

自杀倾向，缺乏幸福感，疾病、亲情、经济压力大

的患者比例明显降低（P<0.05）。见表 1。
表1　本组患者实施生死教育前后的死亡态度对比（n，％）

项目
生死教育 
前（n=105）

生死教育
后（n=105） χ2 P

我会乐观接受死亡 19（18.10） 87（82.86） 88.084 <0.05

我对死亡有悲伤、恐惧认识 92（87.62） 30（28.57） 75.190 <0.05

我有绝望、悲伤、自杀倾向 58（55.24） 11（10.48） 47.681 <0.05

疾病、亲情、经济给我很大压力 95（90.48） 53（50.48） 40.371 <0.05

我缺乏幸福感 80（76.19） 18（17.14） 73.546 <0.05

珍惜生命 17（16.19） 86（81.90） 90.719 <0.05

生死教育帮助我正确坦然死亡 44（41.90） 96（91.43） 57.943 <0.05

2.2　生活质量

本组患者实施生死教育后的角色功能、躯体功

能与教育前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但是生死教

育后的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总健康状

况评分较教育前显著提高（P<0.05）。见表 2。

3　讨论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接触最多的群体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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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员，医务人员作为生死教育的实施者，其自身

必须掌握正确科学的生死观系统知识储备，才能够

以平和的心态做好晚期癌症患者患者及其家属心理

支持和干预，给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关怀，

对患者开展生死教育，从而使其正确面对和处理自

身在面对死亡时的痛苦和压力［2-4］。对临终病人进行

生死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濒死病人克服对死亡的恐

惧，对临终病人家属进行生死教育的在于帮助他们

适应病人病情的变化和死亡，帮助他们缩短悲痛过

程，减轻悲痛程度［5］。

国内有研究显示［6］，患者被告知生命终末期，

进行生死教育后，会提高其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

以及悲观情绪。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晚期癌症患者

在实施生死教育后对待死亡的态度明显改善，乐观

接受死亡、珍惜生命、生死教育帮助我正确坦然死

亡的患者比例明显升高，对死亡有悲伤恐惧认识，

有绝望、悲伤、自杀倾向，缺乏幸福感，疾病、亲

情、经济压力大的患者比例明显降低。这一结果与

前述文献报道结果基本一致。这是因为进行生死教

育后，使癌症患者对离世由无知进入到有知的境界，

让他们认识到离世是生命的一个自然阶段，是每个

人的最终归宿，离世本身并不痛苦，疾病的折磨才

是痛苦的［7-8］。因此，通过生死教育能够极大地解除

患者对待死亡的悲伤、恐惧情绪，让患者能够坦然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积极地度过剩下的时光。本

次研究结果还显示，晚期癌症患者在接受生死教育

后，其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总健康状

况评分较教育前显著提高。这说明生死教育能够有

效提高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因生死教育可以

教会患者对待死亡正确的认知，从而缓解患者不良

情绪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不少临床调查资料

都显示［9-10］，临终的晚期癌症患者普遍都存在着较为

明显的不良情绪，而不良情绪又与生理症状密切相

关，在不良情绪解除的情况下生理症状也会显著改

善。本组患者实施生死教育后的情绪功能及总健康

状况评分均明显提高，也提示生死教育对于改善晚

期癌症患者的情绪状态、健康状况具有明显效果。

综上所述，对晚期癌症患者实施生死教育，能

够有效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让患者树立正确的生

死观，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和现实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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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本组患者实施生死教育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
s，分）

项目
生死教育前
（n=105）

生死教育后
（n=105） t P

角色功能 40.5±29.1 41.4±28.7 0.226 >0.05

躯体功能 43.1±25.5 45.0±26.7 0.527 >0.05

情绪功能 52.3±20.3 74.2±18.9 8.091 <0.05

认知功能 42.9±20.5 58.6±17.3 5.997 <0.05

社会功能 32.2±24.6 50.2±21.5 5.645 <0.05

总健康状况 41.3±24.4 62.9±24.5 6.401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