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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疗法对肺癌根治术后患者心理状态及癌因性疲乏的影响

陈培恒 1 、 秦利恒 1 、 杨　洋 2 、 辛利萍 3

【摘要】目的　探讨希望疗法对肺癌根治术后患者心理状态及癌因性疲乏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88 例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均采用肺癌根治术治疗。按随机

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4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心理护理，观察

组患者给予希望疗法。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

Piper 疲乏修订量表（R-PFS）评分以及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核心量表中文版评分。结果　观察组护理

后 SAS 评分、SDS 评分和 R-PF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护理后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核

心量表中文版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希望疗法能够显著降低肺癌根治术后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绪，缓解其癌因性疲乏，提升生活质量，值得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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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ope therapy on mental state and cancer-induced fatigue of patient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of 
lung cancer　　CHEN Peiheng，QIN Liheng，YANG Yang，et al. General Hospital of Pingmei Shenma Medical 
Group，Pingdingshan City，Henan Province 46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ope therapy on mental state and cancer-induced fatigue of 

patient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of lung cancer . Methods　A total of 88 lung cancer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Sept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ll were treated with radical resection of lung cancer，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44 cases）was given routine psy-

chological car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4 cases）was given hope therapy. The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SAS）

score，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SDS）score，Piper's fatigue revised scale（R-PFS）score，and the Chinese ver-

sion of the quality-of-life core scale for cancer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ca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SAS score，SDS score and R-PFS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Chinese version score of the core quality of life scale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Hope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of patient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of lung cancer relieve cancer-induced fatigu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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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最常见恶性肿瘤类型，我国绝大部分

地区肺癌发病率、死亡率均位居前列，对于早中期

患者，采用根治手术是首选治疗方法，在延长患者

寿命，降低复发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调查发

现，肺癌根治术后多数患者仍需要接受辅助放化疗

治疗，受到担心复发、经济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患

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频发，有报道显示，患者肺

癌根治术后焦虑检出率达到 46％～73％，抑郁为

36％～76％，且往往因患癌表现出痛苦、持续、主

观的乏力感或疲惫感，即癌因性疲乏，不仅影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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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活质量，并有可能干扰术后治疗及康复锻炼，

关注并改善患者心理健康已成为肺癌根治术后护理

的一项重要护理任务［1］。希望疗法既往主要用于抑

郁症的心理治疗中，是通过在小组课堂的形式教导

人们保持积极的目标以及有助于他们实现目标的行

为。本研究选择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我院收治

的 88 例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希望疗法对

肺癌根治术后患者心理状态及癌因性疲乏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88
例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 18～70 岁；

早中期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接受肺癌根治术病灶成

功切除，术后生命体征相对稳定；交流能力正常；患

者、家属对护理方案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合并精神

疾病者；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者；转移性肺癌者；初

中以下文化水平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男 24 例，女 20 例；

年龄 29～67 岁，平均（54.67±5.07）岁；受教育程

度：初中 20 例，高中 12 例，大专 8 例，本科 4 例；

TNM 分期Ⅰ期 5 例，Ⅱ a 期 14 例，Ⅱ b 期 17 例，Ⅲ

a 期 8 例；对照组男 23 例，女 21 例；年龄 34～66 岁，

平均（56.06±5.20）岁；受教育程度：初中 22 例，高

中 14 例，大专 6 例，本科 2 例；TNM 分期Ⅰ期 3 例，

Ⅱ a 期 18 例，Ⅱ b 期 17 例，Ⅲ a 期 6 例。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心理护理。心理护理在患者生

命体征稳定后进行。护士与患者一对一交流，首先

告知患者手术很成功，接受后续治疗后并且大多能

够控制；通过与患者的交流了解其焦虑、抑郁情绪的

主要原因，护士联合家属根据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的主要原因进行认知纠正以及心理安抚，尽可能缓

解不良情绪；出院后每周进行电话随访，了解患者病

情并肯定、鼓励患者，心理护理持续 1 个月。

观察组采用希望疗法。（1）建立团队，以同期入

院 3～5 人组成希望团队，安排到同一病房，护士讲

解希望的意义，引导患者进行自我介绍，期间活跃

气氛，给予患者肯定，营造欢快、支持的氛围。（2）
探索希望：术后 1 周内进行。①榜样交流：选择一名

本院接受肺癌根治术后预后良好的患者，与团队成

员共同交流，解答患者疑问，交流康复心得，提升

希望，树立积极信念；②正念引导：在舒缓音乐背景

下嘱咐患者全身放松，将注意力从疾病上转移，想

象自己处于一个安静、舒适或向往的环境，可以是

风景优美的景区也可以是其乐融融的家庭环境，引

导患者充满希望，积极面对未来；（3）扩大交流：术

后 2～4 周进行。①院内进行沙盘游戏：护士准备沙

盘和沙具，护士引导患者将沙具摆放成想象中的景

象，每个患者交流沙具摆放所表达的意义，结束后

团队成员进行掌声鼓励；②出院后进行社区作业疗

法，轻作业包括棋牌、刺绣等，重作业包括太极拳、

八段锦、广场舞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社交活动，增加

积极体验。（4）思考与展望：4 周后入院随访时进行

总结。①“希望日记”，指导患者现场书写之前自认

为充满希望的事迹，可以是与家人、朋友、医护发

生的故事也可以是自己的想法，与团队成员进行交

流。②展望未来：每位患者各讲诉 1 到 2 件康复后想

要完成的事请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自己需要做的

努力，增加患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2］ 评估两组患者护理

前后焦虑情绪：包括惊恐、乏力、静坐不能等 20 项，

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法，总分换算为百分制，得分

越高焦虑情绪越严重。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3］ 

评估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抑郁情绪：包括情绪低沉、睡

眠等 20 项，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法，总分换算为百

分制，得分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采用 Piper 疲乏修

订量表（R-PFS）［4］ 评估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癌因性疲

乏：共包含 9 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 0～ 10 分，总

得分 90 分，分数越高说明癌因性疲乏越严重。采用

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核心量表中文版［5］ 评估两组患者

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包括躯体功能、角色功能等 17
个条目，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法，总分换算成百分

制，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x±

s”表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进行 χ2 检验，当

P<0.05 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

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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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SAS评分和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观察组（n=44） 护理前 47.21±7.22 45.13±6.98

护理后 24.12±5.22△▲ 25.66±4.01△▲

对照组（n=44） 护理前 46.80±8.14 45.87±7.23

护理后 32.76±6.03△ 31.65±5.42△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癌因性疲乏和生活

质量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R-PFS 评分和癌症患者

生命质量核心量表中文版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 R-PFS 评分较前

明显降低，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核心量表中文版评分

较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评分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癌因性疲乏和生活质量比较 

（x±s，分）

组别 时间 R-PFS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n=44） 护理前 43.86±5.23 57.12±5.94

护理后 26.23±4.32△▲ 86.34±6.31△▲

对照组（n=44） 护理前 44.10±5.14 56.97±5.66

护理后 30.87±3.73△ 79.54±6.06△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虽然肺癌发病率、死亡率居高不下，但随着居

民健康意识的提升以及体检行业的进步，越来越多

的肺癌患者在早中期得到确诊，为手术根治提供了

机会，但对于患者而言，患癌以及手术治疗会对其

身心均造成巨大影响，术后负性情绪频发。刘桂香

等［6］一项针对肺癌住院患者的调查显示，合并抑郁

症比例达 45.65％，合并焦虑症达到 54.01％，且合

并抑郁症、焦虑症患者住院时间明显延长，术后肺

功能改善效果不及非抑郁症、焦虑症患者，提示负

性情绪对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带来不利影响。陈琳

琳等［7］认为，对于癌症患者而言，希望是一种精神

支柱，能提升其战胜疾病的信心，减轻在癌症治疗

期间的心理压力，促进癌症身心康复，这也为希望

疗法用于癌症患者的心理护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希望疗法在

肺癌根治术后心理护理中更见成效。希望疗法的第

一阶段为建立团队，以 3～5 人的小团队开展活动有

助于活跃气氛，提升患者的积极性，且病友之间能

够起到正向引导的作用，也有助于团体心理干预的

顺利实施［8］。第二阶段为探索希望，与康复效果较

佳的患者进行榜样交流，有助于通过现身说法的形

式解除患者术后顾虑，以便提升希望水平，树立积

极信念；正念引导主要通过正念冥想的形式进行，有

意识地将注意力从当前疾病状态转移，想象自己处

于内心中的美好环境内，增加积极情绪，减少压力

及焦虑［9］。扩大交流阶段是升华希望疗法效果的重

要阶段，团体沙盘游戏以心理分析的无意识理论为

干预基础，注重患者间、医护间的共情与感应，在

“沙盘”中发挥沙具的原型及象征性意义，实现对患

者的心理分析与干预的综合效果［10］。作业疗法是通

过选择性的作业活动（包括工作、劳动、文娱活动

等），使患者在作业中最大限度促进身体、心理以及

社会功能的恢复［11］。第四阶段主要内容为思考与展

望，通过“希望日记”的分享与交流能够进一步总结

心理干预实施以来患者心理活动的改变，提升积极

思维；通过展望未来促进患者采取积极的行动，克服

当前困境，努力实现所期望的目标［12］。本研究结果

显示，护理后观察组 R-PFS 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

评分高与对照组（P<0.05），癌因性疲乏的改善与负

性情绪减轻，积极心理的出现具有显著联系，患者

术后通过希望疗法使身心得到更佳的康复，生活质

量获得明显提升。

综上所述，希望疗法能够显著降低肺癌根治术

后焦虑、抑郁情绪，缓解癌因性疲乏，并提升生活

质量，值得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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