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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of workshop mode in solvi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 during chemotherapy. Methods: The select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underwent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y workshop mode, one time in each three weeks
as a course of treatment.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however, were intervened in traditional way.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the patients in these two
groups was assessed with the form of hospital heal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Result: These
two ways of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the grad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u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bigger effect on the grade of anxiety. Difference of the effect on the grade of depression
from these two ways is small. Conclusion: Aiming at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problem, a more effective way of intervention should be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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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工作坊模式对解决乳腺癌化疗期间的心理问题的有效性及可行性。方法：将选取的乳腺癌化
疗患者采用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患者采用工作坊模式进行心理干预，每3周(一个疗程)1次，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心理干预方式，在实施前、中及后分别使用医院健康焦虑抑郁量表评估两组患者心理
健康程度。结果：两种干预方法都可以减少焦虑、抑郁的评分，但是实验组对焦虑评分的影响更大，两
种方法对抑郁评分的影响无显著差异。结论：针对乳腺癌化疗患者不同的心理问题选用更有效的干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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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乳腺癌是世界范围内影响妇女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着女性的生命和健康情况[1]。目
前，根治性手术辅助化疗为国内治疗乳腺癌的重要方案。由于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不足，以为患了癌症就
要马上面对死亡，容易产生各种心理上的影响。在各种心理反应中尤以焦虑和抑郁最为明显。国内研究
报道，化疗期癌症患者有 51.87%存在轻度及轻度以上的焦虑，而抑郁发病率为 32%~86% [2]。焦虑、抑
郁是乳腺癌化疗患者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严重威胁着患者的康复和接受治疗的依从
性[3]。工作坊模式作为一种透过公众参与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现在已经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于各个领域。
就护理领域而言，工作坊模式应用在护理教学与培训中已有成效[4]。本研究旨在探讨在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应用工作坊模式对乳腺癌化疗患者进行心理干预，与传统护理模式相比较的结果对改善治疗效果和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意义。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选择我院乳腺外科自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4 月乳腺癌化疗患者 300 例。纳入标准：① 病理诊断为
乳腺癌 I~III 期完成手术并接受化疗治疗的患者；② 医院抑郁焦虑量表评分 ≥ 8 分者；③ 年龄 ≥ 18 岁，
具有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患者。排除标准：① 乳腺癌复发和转移，接受其他综合治疗者；② 既
往和目前有精神病史；③ 合并免疫系统疾病及重大器质性疾病。符合条件的共有 212 例，通过随机抽样
方法分为对照组 108 例和实验组 93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心理护理模式，实验组在常规心理护理的基础上
采用工作坊模式。两组患者在职业、学历、年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方法
构建以医务人员、心理咨询师为主的工作坊，通过健康宣教、一对一心理疏导、理论授课、案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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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经验交流等形式进行小组活动。工作坊每 3 周开展一次，每次 45 分钟，并结合即兴工作坊方式，为
期 10 个月。
实验组在常规心理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工作坊模式进行心理干预，每 3 周(一个疗程) 1 次，对照组采用
传统的心理干预方式，在实施前、中及后分别使用医院健康焦虑抑郁量表以问卷调查方式评估两组患者
心理健康程度，进行比较、分析。

2.3.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采用叶维菲等翻译的医院健康焦虑抑郁量表中文版作为测量工具，量表由 14 个项目组成，
7 个项评定抑郁，7 个项目评定焦虑，采用四级评分(0-3)。

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资料用重复测量试验的模型来统计，采用 t 检验方法，
P < 0.05 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如表 1、表 2 的统计数据结果显示，两种模式在干预前中后的焦虑抑郁评分越来越低，说明常规护
理模式和工作坊模式对乳腺癌患者化疗期焦虑抑郁情绪的干预都是有效的。从表中的 P 值可以看出，在
干预前期和中期两种干预方法没有统计学差异，而在干预后期，实验组对焦虑评分的更低，并且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说明工作坊模式对焦虑情绪的干预更有效。

4. 讨论
4.1. 心理干预模式对乳腺癌化疗患者的重要性
人们对未知的事情总是会容易产生恐惧、焦虑心理，而癌症患者比普通人承受着更多心理压力。近
年来，随着国内医疗水平的提高，乳腺癌在各种癌症治疗中效果显著，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也得到了延
长。手术作为癌症治疗的主要手段，无疑是乳腺癌患者的首选。乳腺癌患者大多数是女性，根治性手术
后乳房的缺失对女性形象的影响是女性患者难以接受的。而化疗作为有效的辅助治疗手段，多数乳腺癌
患者术后都是要进行的必要阶段。化疗引起的副作用如恶心、呕吐、脱发，严重者骨髓抑制，甚至影响
Table 1. Comparison of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workshop mode on anxiety intervention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表 1. 常规护理模式与工作坊模式对焦虑干预效果的比较(均值 ± 标准差)
焦虑

干预前

干预中

干预后

P

常规模式

8.31 ± 3.167

7.59 ± 3.156

5.92 ± 3.076

<0.05

工作坊模式

7.86 ± 2.880

6.71 ± 2.800

4.74 ± 2.226

<0.05

P

0.286

0.317

<0.05

Table 2. Comparison of effects of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workshop mode on depression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表 2. 常规护理模式与工作坊模式对抑郁干预效果的比较(均值 ± 标准差)
抑郁

干预前

干预中

干预后

P

常规模式

6.56 ± 3.169

5.72 ± 3.102

4.03 ± 2.567

<0.05

工作坊模式

6.42 ± 3.115

5.28 ± 3.136

3.83 ± 2.229

<0.05

P

0.864

0.83

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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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坚持完成所有的疗程。因手术造成的乳房缺失和多次化疗引起的副作用，
再加上庞大的治疗费用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会给患者带来不小的刺激，这些不良刺激使乳腺癌患者产生
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本次调查研究表明，手术后化疗期的乳腺癌患者存在较高的焦虑、抑郁情绪。
这些负面情绪反过来会影响治疗的进程。因此，需要重视患者的这些焦虑、抑郁情绪，正确的引导干预，
避免患者的这种情绪继续加深影响治疗甚至使病情恶化。

4.2. 工作坊模式对乳腺癌化疗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干预效果与常规模式的比较
在常规护理中，医生和护士会在化疗前对乳腺癌患者进行详细地讲解化疗选用的方案，化疗后可能
出现的副反应以及相应的应对方法。因此，在接受化疗时患者已有一定心理准备，掌握了基本的知识。
在网络普遍发达的时代，患者本身或家属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相关信息来填补癌症知识的缺乏。对
疾病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患者就不会那么无措，对化疗也不会那么抗拒，治疗进程得以顺利进行。工作
坊模式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心理干预中期，工作坊模式与常规模式的干预效果没有差
别，都能有效解决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随着化疗进程的进行，患者对疾病接受的信息越多，对疾病的发展和预后等方面知识的需求也越多，
但由于临床医护人员工作繁忙，往往忽视了患者这方面的需求。工作坊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咨询师
组成团队，可以更好解决乳腺癌化疗患者的需求。干预开始时先进行简单的知识健康宣教，进而针对性
的授课。授课时举例成功的病例和一些多年带病生存的病例，为患者树立治疗的信心，可以有效减轻患
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团队中加入了心理咨询师，既可以小组解答，也可以一对一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
另外，工作坊是一个团体活动，是由有着相同心理障碍的乳腺癌化疗患者组成的小组活动，除了可以接
受专业的咨询外，病友之间还可以相互讨论、交流治疗经验，是一个倾诉理解、产生共鸣的平台，这往
往比护理人员单方面输入有效得多。因此，工作坊模式相比常规护理模式更有优势，且在后期治疗中突显。

4.3. 工作坊模式对乳腺癌化疗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干预效果的存在差异
心理学家认为，抑郁和焦虑常常一起出现，抑郁的患者常常伴有焦虑的情绪[5]。焦虑是一种由紧张、
焦急、担心、忧虑和恐惧等交织成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而抑郁是一种以心境障碍或感性障碍为主的
症候群，主要以情绪失落为主。乳腺癌患者遭受患癌事实而出现焦虑抑郁情绪，有明显的诱因。当通过
干预措施削弱诱因对患者的影响使患者建立治疗信心时，这种情绪就可以缓解。本次研究使用的医院焦
虑抑郁量表仅作为筛查有焦虑、抑郁倾向的乳腺癌患者，有抑郁倾向并不一定患有抑郁症。抑郁症需要
专业的心理医生做出诊断和治疗。焦虑情绪相对抑郁情绪出现更早且更容易干预，而干预需要一个接受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针对性越强的干预方法越有效，这也是本次调查研究中工作坊对焦虑评分更低的
原因之一。而患者是在住院治疗，在同一个病区甚至同一个病房，就算使用不同的干预方法，患者之间
也会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这就是到治疗后期两种模式对乳腺癌化疗患者的抑郁评分无明显差异的影响
因素之一。
由于本研究选取的对象为近两年在本院乳腺外科接受治疗的患者，且均为女性，样本量不够大，研
究结果缺乏普遍性。另外由于团队组成均是本院在职人员，无固定休息时间，工作坊模式展开的时间受
限。

5. 结论
综上所述，乳腺癌化疗期患者普遍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在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要注意患者的心理
障碍问题，及时进行干预，并且针对患者出现不同的情绪障碍选用更有效的干预模式。工作坊模式在解
决乳腺癌化疗患者焦虑情绪问题中有明显的优势，应该运用到临床护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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