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5 期 - 931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书写表达积极情绪对原发性肝癌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袁秀娟 1 、 袭龙祥 2 、 陈爱军 3 、 孟学兵 3

【摘要】目的　探索书写表达积极情绪对住院原发性肝癌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量和生活

质量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118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为

研究对象，随机分成 2 组，其中 59 例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为对照组，其余 59 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添

加书写表达积极情绪法的患者为观察组。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睡眠质量以及焦虑抑郁

情绪进行对比。结果　两组患者接受治疗前生活质量、睡眠质量及焦虑抑郁程度，组间差异不明显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均显著提高，焦虑抑郁情绪均显著缓解，且观察

组上述指标的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书写表达积极情绪法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睡

眠质量，生活质量以及焦虑抑郁情绪均有显著效果，较单一常规治疗有突出优势，适合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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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s writing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YUAN Xiujuan，XI Longxiang，CHEN Aijun，et al. The First Hospital of Zibo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Zibo 255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s writing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quality of sleep and life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Methods　118 patients with pri-

mary liver cancer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7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ac-

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59 case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patients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 as the control group，the other 59 cases were given positive emotions writing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herapy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sleep quality，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sleep qualit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After treatment，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leep quality of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were sig-

nificantly alleviated，and the improvements in the above index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ositive emotions writing therapy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sleep quality，qual-

ity of life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and it has prominent advantages over single 

conventional treatment，so it is suitable for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Positive emotions writing；Liver cancer；Anxiety；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肝癌是一种在我国常见的消化系统癌症类型［1］，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医疗模式的转

变，对于肝癌患者的治疗不在局限于临床的放化疗以

及手术治疗，也应提高对患者精神方面的重视程度［2，

3］。所以，本研究旨在探索书写表达积极情绪对住院

肝癌患者焦虑抑郁的临床实际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选取 2014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118 例原发性肝癌患

者为研究对象，其中 59例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为对照

组，其余 59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添加书写表达积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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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法的患者为观察组。其中观察组男性 30 例，女性

29例，平均年龄（53.47±7.42）岁；对照组男性 27例，

女性 32 例，平均年龄（55.06±8.12）岁。所有患者均

符合以下标准［4］：①非妊娠期妇女；②除原发性肝癌外

无其他严重躯体疾病，无严重原发性肝癌并发症，如

消化道出血，肝功能衰竭等表现；③既往无精神障碍

病史；④患者对研究内容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接受临床常规手术治疗及术后化疗，以及

常规肝癌术后护理，术后对患者采取积极的康复训练。

对于观察组来说，在对患者实施常规治疗和护理

的基础上添加书写表达积极情绪法，其具体环节分为

沟通、书写以及分享三个步骤［5］。沟通：护理人员积

极的与患者及其患者家属进行沟通，慢慢探索患者对

此疾病的关注点并进行耐心的疏导。书写：引导患者

每晚坚持记录今天所发生的任何例如开心、自豪以及

骄傲的事情，书写过程中要避免流水账的出现，每次

记录花费的时间大约为 25~40 分钟。分享：每周选取

两天的时间组织患者聚集在一起分享自己这几天所经

历的能产生积极情绪的事情，并相互鼓励。

1.3　评价指标

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价：对患者接受治疗前以

及治疗一个月后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定，利用生活质

量评价问卷［6］（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74，

GQOLI-74）对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定，

其中包括身体各器官状况、心理承受能力、社交能

力以及物质生活状态等方面，总分共为 100 分，得

分越高，代表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

治疗前后睡眠状况评价：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入睡需要时间以及睡眠持续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

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情绪评价：采用抑郁自评

量表［7］（SDS）和焦虑自评量表［8］（SAS）对患者治疗前

后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行评价，两者总分皆为 100 分，

临界分值分别为 53 分和 50 分，评分越高表示焦虑

和抑郁程度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的统计分析均由 SPSS19.0 版本进行。计量

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取 t 检验；

计数数据用率或百分比（n，％）进行表示，并进行

χ2 检验，P<0.05 有显著性差异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价

两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前 GQOLI-74 评分，组间

差异不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GQOLI-74
评分均有提升，且观察组该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表（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GQOLI-74 治疗后GQOLI-74

观察组 59 57.82±11.65 94.25±4.31*

对照组 59 56.29±10.97 66.36±5.43*

t - 1.876 2.397

P - 0.062 0.024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睡眠质量评价 

治疗前两组患者入睡所需时间和睡眠持续时间，

组间差异不明显；治疗后两组患者入睡时间均缩短，

睡眠持续时间均延长，且观察组睡眠质量显著优于

对照组（P<0.05），详情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对比表（x±s，h）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治疗前 入睡时间 1.46±0.34 1.45±0.45 1.875 0.052

睡眠时间 5.56±1.21 5.43±1.05 1.902 0.051

治疗后 入睡时间 0.32±0.14* 1.02±0.11* 2.078 0.043

睡眠时间 9.56±1.32* 5.99±0.99* 2.103 0.041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情绪评价

两组患者治疗前 SDS、SAS 评分差异不明显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DS、SAS 评分均有所

降低，其中观察组患者评分比对照组降低幅度更大，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3、表 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DS评分对比表

组别 例数 治疗前SDS 治疗后SDS 治疗前SAS 治疗后SAS

观察组 59 76.52±1.35 34.56±3.54* 75.35±2.45 34.56±3.56*

对照组 59 75.69±2.01 56.12±3.24* 74.21±3.64 59.12±3.16*

t - 1.923 2.398 1.856 2.568

P - 0.056 0.024  0.065 0.015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

3　讨论

肝癌就是仅次于胃癌、食道癌的第三大常见恶

性肿瘤，目前对于肝癌的治疗我国多数采用手术治

疗以及放、化疗的治疗方式［9］。因肝癌患者疼痛明

显，消化道症状突出且影响患者正常进食，以及常

规治疗后复发率较高，因此肝癌患者多数伴随有焦

虑抑郁情绪，甚至是惊恐，且生活质量差。因此近

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医疗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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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肝癌患者的治疗不在局限于躯体症状的好转，

也应提高对患者心理方面的重视。且在治疗的过程

中由于患者会以紧张焦虑甚至恐惧的心态去面对，

治疗配合性不高，同时加之化疗带来的一系列不良

反应，很容易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极易产生焦虑

抑郁的负面情绪，也严重影响患者的睡眠和生活质

量［10］。此结果会延缓其化疗的进程，甚至影响患者

对治疗的态度及依从性，从而延迟患者的出院时间，

进而增加患者的治疗费用。

所以，如何在对患者进行化疗的过程中改善

患者的负性情绪和治疗后的生活质量，也逐渐成为

目前临床治疗肝癌的重要问题之一。国内外许多学

者［11，12］曾探讨书写表达积极情绪法如何应用在护理

学以及取得的积极疗效，都为本次研究奠定了基础

并指明了方向。本研究将于本院接受治疗的原发性

肝癌患者按治疗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两组，以探索

书写表达积极情绪对住院原发性肝癌患者焦虑抑郁

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以便为临床预防肝癌患者

的治疗护理提供参考意见。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均有

提升，其中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对照组提升

幅度大（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入睡所需时间

以及睡眠持续的时间都得到改善，且观察组优于对

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DS、SAS 评分均

有所降低，其中观察组患者评分比对照组降低幅度

大（P<0.05），上述结果都表明书写表达积极情绪对

于临床住院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负性情绪、睡眠质

量和生活质量都有积极肯定的临床效果。

综上所述，书写表达积极情绪法对改善原发性肝

癌患者睡眠问题、生活质量和焦虑抑郁情绪问题都有

显著效果，较单一接受常规治疗有突出优势。但不足

之处在于临床样本量有限，且随访期较短，且未曾观

察对肝癌自身的辅助疗效，后续仍需进一步研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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