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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mental adjustment
in elderly stroke survivors from the aspects of positive adapta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negative
adaptation (depression), and inspect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the three factors of cognitive adaptation (self-esteem, optimism, sense of control) on mental adaptation in stroke survivors. Method:
The self-esteem scale, optimistic mood scale, the mastery scal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214 elderly stroke survivors in Beijing, Shanxi,
Shandong and Fujian. Result: Overall, older stroke survivors experienced more depressed distress,
but also reported a moderate degree of life satisfaction; the three factors of cognitive adaptation
(self-esteem, optimism, sense of control)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fe satisfaction level, and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cores on depression. Conclusion: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Adaptation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elderly stroke survi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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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旨在从积极适应(生活满意度)和消极适应(抑郁)两方面考察我国老年脑卒中患者心理适应的整体
特征，以及认知适应三要素(自尊、乐观、掌控感)对脑卒中患者心理适应的预测作用。方法：采用自尊
量表、乐观情绪量表、自我控制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对北京、山西、山东、福建等
地214名老年脑卒中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总体而言，老年脑卒中患者体验到较多的抑郁情绪困扰，
但同时也报告了中等程度的生活满意度；自尊、乐观和掌控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而对老年人的抑郁状况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结论：认知适应理论可作为今后开展老年脑卒
中患者不良心理适应预防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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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老年慢性疾病发病率呈现逐渐增长的态势。其中，脑卒中作为一种严
重的慢性疾病，会导致患者的躯体运动、感觉、言语和认知功能等受到很大限制，此外还会伴有抑郁症
状等心理问题，从而给患者、家庭以及社会都带来沉重的压力和负担(王秀娟，2003；田佳，陈长香，李
建民，2008；尹少华，赵丽辉，2008)。目前，许多关于脑卒中患者的研究，仍然把关注点放在其躯体机
能康复上(张通，2006)，而严重忽视了患者心理适应上的个体差异，如有些患者会被微小的残疾所击垮，
而有些人不仅适应了他们的残疾状况，而且对卒中后的生活维系了较高的幸福感。Taylor (1983)基于“积
极错觉”的前提假设提出创伤事件的认知适应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Adaptation)。认为大多数人对于自
己和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持有一种不精确的知觉，而这种由个体从创伤体验(如慢性病)中所发展出的积极错
觉(Positive illusion)是应对创伤或威胁性事件的重要心理资源，是个体在威胁性情境中仍然能够维系良好
心理健康或生理健康的关键因素(Taylor, Kemeny, Reed, Bower, & Gruenewald, 2000)。进而提出对极端应
激事件或情境的认知适应主要包括三个心理过程：探究事件的意义建构乐观态度、尝试重新获得对该事
件乃至个体生命的控制感和通过自我增强来重建自尊。因此，深入探讨我国老年脑卒中患者心理适应的
特征以及认知适应三因素所起的积极作用，为老年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提升提供依据。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方便取样和滚雪球的方法从北京、山西、山东、福建等地选取罹患脑卒中疾病的老年患者，共
发放问卷 257 份，回收 232 份，有效问卷 214 份，问卷有效率为 92.2%。其中，有效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70.29 岁(SD = 7.64)；平均病程为 91.88 月(SD = 74.43)；共患慢性疾病数为 2.65 种(SD = 1.65)；脑卒中发
作的平均次数为 1.57 (SD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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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乐观情绪量表(LOT-R)
该量表共包括 10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其中有 3 道题目为
反向计分，对这些题目进行重新编码后，所有项目的得分相加求和，得到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
体越乐观。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为 0.84。
2.2.2. 自我控制量表(SMS)
该量表共包括 7 个项目，采用 4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4 表示非常同意。其中，1、2、3、5、
7 题为反向计分，对这些题目进行重新编码后，所有项目的得分相加求和，得到量表总分。总分越高，
表明个体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越强。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为 0.89。
2.2.3. 自尊量表(RSES)
该量表用来衡量个体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觉，共 10 个项目。采用 4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
同意，4 表示非常同意。其中，3、5、9、10 题为反向计分，对这些题目进行重新编码后，所有项目的得
分相加求和，得到量表总分。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为 0.90。
2.2.4. 抑郁自评量表(SDS)
该量表由 20 个条目组成，采用 4 点计分。SDS 评定的抑郁严重度指数按下列公式计算：抑郁严重度
指数=各条目累计分/80(最高总分)，指数范围为 0.25~1.0。指数越高，表明个体抑郁程度越严重(江向东，
2001)。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为 0.80。
2.2.5. 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
该量表用于评估个体的整体生活满意度状况，由 5 个项目组成，采用 7 点计分，1 表示强烈反对，7
表示强烈赞成。所有项目的得分相加求和得到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描述统计、Pearson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结果
老年脑卒中患者心理适应和认知适应三因素(自尊、乐观和掌控感)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知，老年脑卒中患者所报告的抑郁情绪平均分为 31.24，抑郁严重度平均指数为 0.39，这表
明老年脑卒中患者面临着较多的抑郁情绪困扰。此外，老年脑卒中患者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为 22.69，稍
高于理论临界值 20 分。这说明老年脑卒中患者虽然面临着疾病的侵袭，但他们仍报告了中等水平的生活
满意度状况。

3.2. 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考察老年脑卒中患者的自尊、乐观、掌控感与其抑郁、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
关系，结果见表 2。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老年脑卒中患者的自尊水平、乐观状况和自我掌控感与其抑郁情绪、生活满意
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介于−0.60~0.71 之间。其中，老年人的抑郁状况与其自尊、乐观、
自我掌控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老年人自尊水平越高，乐观程度越好，对生活的控制感越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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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n = 214)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n = 214)
心理适应

认知适应

生活满意度
22.69 ± 6.56

抑郁
31.24 ± 6.76

自尊

乐观

掌控感

31.55 ± 6.01

12.03 ± 2.46

20.08 ± 4.82

Table 2. Related analysis of variables (n = 214)
表 2.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n = 214)
1

2

3

4

1 自尊

1

2 乐观

0.59**

1

3 掌控感

0.70**

0.44**

1

4 抑郁

−0.56**

−0.44**

−0.60**

5 生活满意度

0.71

**

0.49

**

0.65

**

1
−0.40**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抑郁情绪就会越少。而认知适应三因素与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老年人自尊水
平越高，乐观程度越好，对生活的控制感越强，其生活满意度水平会越高。

3.3. 回归分析
根据表 2 相关矩阵分析，以老年人文化程度、脑卒中严重程度、自尊、乐观和掌控感为自变量，分
别以老年人抑郁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更好地考察认知适应三因素对老年人心理适
应的预测作用，所得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知，文化程度、脑卒中严重程度、自尊、乐观和掌控感对老年人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均有显
著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文化程度显著负向预测其抑郁状况，显著正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水平；脑卒
中严重程度显著正向预测其抑郁状况，显著负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水平；自尊、乐观和掌控感三个变量
显著负向预测其抑郁状况，其解释率分别达到了 31%、33%、39%；自尊、乐观和掌控感三个变量显著
正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水平，其解释率分别达到了 56%、58%、61%。

4. 讨论
总体而言，我国老年脑卒中患者的抑郁情绪得分为 31.24，而生活满意度平均为 22.69 分。一方面，
脑卒中是严重的创伤事件，神经系统损伤及其并发症给老年患者的身体和生活带来巨大挑战和心理压力。
另一方面，这些老年人还同时报告了中等程度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这意味着“失能悖论”现象在老年脑
卒中患者身上也广泛存在，他们在面对突发性应激事件的时候，仍有较强的心理适应能力，这与已有研
究结果是一致的(Albrecht & Devlieger, 1999)。由此，老年脑卒中患者疾病心理适应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卒中相关的不同程度的功能损伤以及抑郁等负性情绪并不是脑卒中患者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在长期的
慢性疾病应对中表现出良好的心理适应状态。
此外，研究还发现，自尊、乐观和掌控感对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心理适应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老年
个体在遭遇重大创伤事件或挫折后，其生活方式和周围的人际关系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起初很有可能
是无法完全接受客观事实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觉察到客观现实无法改变的时候，便会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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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n = 214)
表 3. 老年人自尊、乐观和掌控感对心理适应的回归分析(n = 214)
抑郁
β
脑卒中严重程度

*

**

R

−0.14*

文化程度

0.29

−0.51***

乐观

−0.18

掌控感

−0.38***

β

R2

0.47***
0.11

***

自尊

注: p < 0.05 , p < 0.01,

生活满意度
2

−0.22***

0.31

*

0.63***
*

0.33

0.15

0.39

0.29***

0.27
0.56
0.58
0.61

***

p < 0.001。

理上做出努力去尽可能恢复到先前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状态。如他们会通过归因理解事件发生的原
因,并理解这件事对自己的意义，然后构建出新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对自己的生活目标做出新的调整。
此外，个体在面对自己的行为失能和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时，也会自然而然地通过寻求积极的反馈和评价
来保护甚至提升自己的自尊(陈建文，陈莎，2009)。通常情况下，个体更倾向于采用向下比较的过程，即
跟比自己处境更差的人相比，这时他们会发现只要选择合适的比较内容和角度,自己也可以比别人更好。
此外，个体在遭遇打击时,可能会觉得对当前处境乃至整个生命都失去了控制,此时个体可以通过想象、积
极思考的方式控制压力情境，这种控制错觉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信心，亦可以缓解挫折事件带来的负面
影响。
总的来说，本研究对改善老年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了重要启示。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本
研究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性。第一，由于研究被试较为特殊，患者多伴有行动不便或半身偏瘫，难
以进行大规模取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第二，施测的主观性问题。由于老
年群体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难以准确理解问卷的题意，再加上肢体瘫痪、视力下降等问题，从而使得
问卷调查的纸笔测验方式难以有效进行，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测试时主要采取给老年人读题并结合访谈
的方式进行，不同研究者对题目的理解和对被试回答的判定标准难免会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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