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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ing Nursing Education:
Leading Change, Advancing Health

Lin Zhan
渊Loewenberg College of Nursing, University of Memphis, TN, USA 冤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Nursing in America and points out that Academic Nurs鄄
ing is part of the triple aims of health care goals including better health care, better population health, and cost effec鄄
tivenes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ensures high quality teaching, rigorous research, and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higher education to students.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healthcare and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cademic Nursing
must face challenges and prepare graduates that meet needs of healthcare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healthcare needs of
aging and diversity of populations. Nursing is an applied science. How to prepare graduates to think and to act like a
caring, compassionate, and competent nurse in a real world is a key question for nurse educators. Therefore, Academic
Nursing has undergone drastic curricular reform so as to prepare nursing graduates with knowledge in teamwork, collab鄄
oration, health education, primary care, and ambulatory care with family/community focus, and 义alternative义 therapies. In
the end,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four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for quality of nursing programs by American Commission
of Collegiate Nursing Education (CCNE), as well as the essential knowledge for BSN, MSN, and DNP education pub鄄
lished by Colleges of Nursing (ACCN). It also takes Loewenberg College of Nursing for example to analyze how the cur鄄
ricular setting can meet the AACN requirements.
Keywords: reform in nursing education, nurse competence, Academic Nursing, curricular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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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教育变革：领导改革，促进健康

詹 林
渊孟菲斯大学 鲁文贝格护理学院袁美国田纳西州冤

揖摘 要铱 本文介绍了美国护理学科的发展历程袁并指出护理学科是实现健康照护三大目标野更好的医疗保健袁
改善人口健康袁提高成本效益冶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美国高等教育确保高质量的教学尧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可及的教育资

源袁为卫生医疗事业输送人才遥 在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改革的社会背景下袁护理学科培养的毕业生必须面对挑战袁满
足医疗需求的转变袁以及老年和不同人群的医疗保健需求遥 护理是一门应用科学袁如何将学生培养成为富有同情心尧
有胜任力的护士是护理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关键问题遥 因此袁护理学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课程改革袁以培养学生具备团

队合作尧健康教育尧初级保健尧以家庭/社区为中心的门诊服务及野替代冶疗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遥最后袁本文还介绍了美

国大学护理教育委员会渊CCNE冤对护理学科进行认证的四大标准以及美国高等护理教育学会渊ACCN冤提出本科生尧硕
士和博士所需具备的知识要求袁并以鲁文贝格护理学院为例袁分析如何在课程设置上达到 AACN 的要求遥

揖关键词铱 护理教育变革曰护士胜任力曰护理学科曰课程设置

Nursing educa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Historically, nurs鄄
ing education has been advanced from practical or diplo鄄
ma schools to doctoral education. In the early 1900, there
were practical, diploma or Nightingale schools. Between
1920s and 1930s, the Baccalaureate degree in Nursing
(BSN) and post -graduate programs were offered while
some nurses pursued available doctoral degree in educa鄄
tion,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1940s and 1950s, there were Associate Degree in Nursing
(ADN), Master忆 s Science degree in Nursing (MSN), and
Doctoral degree in nursing. Since 1960s, nursing educa鄄
tion has expanded to include a PhD degree in nursing,
Doctorate in Nursing Science (DNS), and recently, Doctor鄄
al degree in Nursing Practice (DNP). According to Ameri鄄
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Nursing (AACN, 2013), of
3 million nurses in the USA 55% have a BSN degree.
Concurrently, doctoral programs in nursing have signifi鄄
cantly increased from 20 DNP programs and 103 PhD
programs in 2006 to 217 DNP programs and 131 PhD
programs in 2012.

The purpose of Academic Nursing is to prepare grad鄄

uates that are qualified and competent to meet healthcare
needs in an ever-changing environment. Academic Nurs鄄
ing encompasses the integration of practi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ithin baccalaureate and graduate schools of
nursing. Faculty engage in academic nursing demonstrate
a commitment to inquiry, generate new knowledge for the
discipline of nursing, connect practice with education, and
lead scholarly pursuits that improve health and healthcare
(AACN, 2016).

Academic Nursing is part of national efforts to help
reach the health care goals, termed 义Trip Aims.义 Triple
aims include better health care, better population health,
and cost effectiveness. Better quality of care requires
health providers making concerted efforts for patient
safety, care effectiveness, patient-centeredness, timeliness,
efficiency, and equity. Better population health means to
improve overall health outcomes for aging and diverse
populations, to manage patient chronic illnesses, to re鄄
duce health disparities, and to help aging population live
longer and live better while finds ways to reduce cost, re鄄
duce healthcare waste. Most importantly, health care
providers must improve care quality, improve patient expe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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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nce, and improve efficiency (USA Center for Medicaid
and Medicare Services, 2014). Healthcare delivery has
been transformed to support teamwork, collaboration, del鄄
egation,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inter-professional
practice. Caring, compassion, and therapeutic communi鄄
cation are emphasized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are and appreciate different language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has increasing responsi鄄
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to ensure high quality teaching,
rigorous research, and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higher
education to students. Student success - from recruit鄄
ment, retention, progression, degree completion to career
advancement - is placed in the center of strategic think鄄
ing in higher education while advanced technology en鄄
ables higher education to use digital educational delivery
and modules to maximum accessibility of higher quality
education to students.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healthcare, advanced sci鄄
ence and technology, aging and diversifying populations,
existing health disparities, and emerging threat of global
health issues, to name a few, require Academic Nursing
to be responsive, proactive, and nimble to serv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healthcare, and health of the public.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healthcare, and higher education
changes, Academic Nursing must face challenges and
prepare graduates that meet needs of healthcare transfor鄄
mation, as well as healthcare needs of aging and diversity
of populations. In Academic Nursing, nursing curriculum
is periodically reviewed, revised, and/or reformed. For ex鄄
ample, essential knowledge in gerontology, chronic illness
management, home and community -based care, person
and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epidemiology, and genetics
and genomics are added. Values and ethics in healthcare
are taught to prepare nursing graduates for being patient-
family centered and being advocate fo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Courses in politics, economics, ethics, and as鄄
sertiveness ar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o equip stu鄄
dents with leadership and advocacy skills. Course con鄄
tents related to continuity of and transitional care and
global health are integrated. To promote health for all,
nursing students must learn how to attend and care fo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Nursing is an applied science. How to prepare grad鄄

uates to think and to act like a caring, compassionate,
and competent nurse in a real world is a key question for
nurse educators. To prepare nursing graduates for practice
in a complex healthcare system, students need to have
knowledge in teamwork, collaboration, health education,
primary care, and ambulatory care with family/community
focus, and 义alternative义 therapies. Interprofessional edu鄄
cation is needed so that graduates have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eamwork and collaboration across from health
professions. Clinical education shall be competency -
based with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simulation. Sim鄄
ulation framework is used to guide use of simulation in
nursing to cultivate clinical reasoning and critical think鄄
ing, to conduct self-reflection in patient situations, to un鄄
derstand and identify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in com鄄
plex patient situations for safety and quality care, and to
help build students忆 confidence when they go to clinical.
Simulation has proven to be effective in clinical develop鄄
ment of nurses. It provides a safe zone to keep student
engaged, to learn real skills, and apply theoretical knowl鄄
edge. As well, nursing faculty is challenged to learn how
to integrate simulation in teaching and practice.

Quality of nursing programs is measured by accredi鄄
tation standards. American Commission of Collegiate
Nursing Education (CCNE) is a nationally recognized nurs鄄
ing accreditation agency established in 1998 by vot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Nursing mem鄄
berships (Nursing Deans and Directors).

Four standards are used to evaluate quality of aca鄄
demic nursing, including 1) program quality I: mission
and governance; 2) program quality II: Institutional com鄄
mitment and resources; 3) program quality III: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learning practices; and 4) program effec鄄
tiveness: program outcomes. Program outcomes are mea鄄
sured by outcomes of students, faculty, and the program,
and whether the nursing program is in line with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Usually, nursing school/college or A鄄
cademic Nursing may have an Advisory Board consisting
of community major stakeholders that advise the school/

詹 林 护理教育变革院 领导改革袁促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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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 outcomes involve student enrollment,
rates of retention, progression, degree completion, and
employment. Graduates are also assessed if they pursue
advanced studies (lifelong learning) and their career ad鄄
vancement. Faculty outcomes involve teaching effective鄄
ness, research productivity, credible professional service,
and continue development.

AACN (2006, 2008, 2011) published essential knowl鄄
edge for BSN, MSN, and DNP education. Essential knowl鄄
edge for BSN students involves liberal education, organi鄄
zational and system leadership for quality care and patient
safety. Scholarship for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informa鄄
tion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atient care technolo鄄
gy, healthcare policy, finance,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lso are essential knowledge for nursing students. Inter-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for improv鄄
ing patient health outcomes are emphasized. Clinical pre鄄
vention and population health, professionalism and profes鄄
sional values are taught. Nursing graduates are expected
to be competent in generalist practice at the BSN level
(AACN BSN essentials, 2008).

Essential knowledge for MSN students involves sci鄄
ences and humanities, organizational and system Leader鄄
ship,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afety, translating and in
tegrating scholarship into Practice, informatics and health鄄
care technologies, health policy and advocacy, interpro鄄
fessional collaboration for improving outcomes, clinical
intervention and population health, master忆s level nursing
practice (AACN MSN Essentials, 2011).

Essential knowledge for DNP students involves sci鄄
entific underpinning for practice, organizational and sys鄄
tem leadership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ystem think鄄
ing, clinical scholarship and analytic methods for evi鄄
dence based practice, information system/technology and
patient care technology for improvement and transforming
healthcare, healthcare policy for advocacy in health care,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to improve patient and
population health outcomes, clinical intervention and
population health for improving nation忆s health, and ad鄄
vanced nursing practice (AACN DNP essentials, 2006).

Academic Nursing sets curriculum program out鄄

comes in line with AACN essentials, Institute of Medicine
recommendations, and quality and safety competency ed鄄
ucation for nurses. In the Loewenberg College of Nursing,
for example, we identify the following BSN curriculum
program outcomes, to note:

荫 Patient-centered Care
荫 Clinical Reasoning and Judgment
荫 Evidence-based Practice
荫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荫 Safety and Quality
荫 Health Promotion
荫 Human Diversity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荫 Professionalism
荫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Patient Care Tech鄄

nology
荫 Communication.
Competency -based curriculum is designed for

teaching nursing students having knowledge, skills, and
abilities (KSA) to perform,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experi鄄
ence with KSA, and using service learning to meet com鄄
munity healthcare needs. Integrated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change decontextualized knowledge to situat鄄
ed cognition and in particular clinical situations, change
separation between classroom and clinical to connect
clinical and classroom learning, emphasize critical think鄄
ing and clinical reasoning and multiple ways of thinking,
forma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to transition from novice to
expert nurses; and teach students about teambuilding,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ing in healthcare.

The need for preparing graduates being clinically
competent has called to build Academic and Practice
partnerships. Chief nursing officers and nursing leaders
have identified practice readiness clinical knowledge for
nursing students, such as technical skills, clinical reason鄄
ing,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man鄄
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Academic Nursing has worked
with practice partners by offering Nurse Residency Pro鄄
grams, establishing Dedicated Educational Units, having
a joint appointment for Clinical Preceptors, and collabo鄄
rating research at patient bedside and/or at the system
levels to generate nursing knowledge that guides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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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In 2010, after a decade of studies, 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issued the landmark study 义Future of Nurs鄄
ing: Leading change, advancing health义. The IOM makes
four major recommendations, to highlight:

荫 Nursing should practice to the full extent of thei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y removing barriers that hinder
nurses to practice to their full scope of authority based on
thei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uch as advanced practice
nurses忆 prescription authority without restrictions;

荫 Nurses should 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rough an improved education system that
promotes seamless academic progression;

荫 Nurses should be full partners, with physicians
and oth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 redesigning health鄄
care in the Unites states; and

荫 Effective workforce planning and policy making

requires better data collection and an improved informa鄄
tion infrastructure.

IOM 义future of Nursing义 presents powerful testimony
and policy agendas for nursing and ultimately for better鄄
ment of healthcare. Nursing, the largest healthcare work鄄
force in the USA is the backbone of American healthcare.
For over 14 years, nursing has been rated the most trusted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 new era for Academ鄄
ic Nursing, transforming healthcare requires academic and
practice leaders from across the health professions to work
together (AACN, 2016). Academic Nursing is committed
to prepare graduates to meet healthcare needs. To this
end,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social, healthcare, technol鄄
ogy, global, and population changes continue to impact on
what we educate, how we educate, whom we educate, and
partnering with whom to educate future nurses that meet
emerging needs of healthcare and ou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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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校护理程序教学方法的比较研究

赵婷婷 1 詹 林 2 徐 燕 1* 王志红 1

渊1. 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护理系袁上海 201209曰2. 美国孟斐斯大学 鲁文贝格护理学院袁美国田纳西州冤

揖摘 要铱 目的 对上海杉达学院和孟菲斯大学鲁文贝格护理学院护理程序的教学方法进行比较袁为改进上

海杉达学院野护理学基础冶课程中的护理程序教学提供依据遥 方法 采用文献内容分析尧院校个案研究和现场调研

等方法袁对护理程序理论和实践的教学方法进行比较遥 结果 鲁文贝格护理学院护理程序理论教学 1 学时袁课前学

生需预习 2.7 学时遥课上更多地采用提问尧互动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袁鼓励学生主动学习遥上海杉达学院护

理程序理论教学 3 学时袁均由老师课堂讲授袁无学生课前预习要求遥 鲁文贝格护理学院在护理程序理论教学后继续

以护理程序的步骤和思路讲授该门课程中的其他理论知识袁上海杉达学院仅将护理程序作为一次理论教学内容讲

授遥 鲁文贝格护理学院采用野先模拟实训袁后临床实践冶的模式开展护理程序实践教学 36 学时袁结合讨论会和概念

图的方法帮助学生对护理程序进行认知尧理解和运用遥 上海杉达学院并未对护理程序实践教学作学时安排遥 结论

中美护理学院在护理程序的教学上存在较大差异遥 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袁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袁理论教学与实

践教学穿插进行袁并结合概念图和讨论会等手段开展护理程序教学袁不仅有助于学生对护理程序的认知尧理解和运

用袁还有利于学生护理程序思维的建立袁为护理程序的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遥
揖关键词铱 护理程序曰护理学基础曰理论教学曰实践教学曰教学方法曰概念图曰比较

The Comparison of Teaching Methods of Nursing Process
within the Sino-US Universities

Zhao Tingting1 Zhan Lin2 Xu Yan1 Wang Zhihong1

渊1. Department of Nurs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chnology,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渊2. Loewenberg College of Nursing, University of Memphis, TN, USA冤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of nursing process in Sanda University (Sanda) with
the ones in Loewenberg College of Nursing of University of Memphis (LCON) so as to provide the reason and evid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nursing process. Methods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literature, ca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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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程序是护理人员运用评判性思维方式将最好

的证据运用于护理对象的照护和提升其功能状态以及

对疾病的反应[1]袁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袁也是解

决临床问题的工作思路遥 目前袁世界各国包括英国在内

都在学习美国的护理程序袁 以促成自身护理学科的发

展袁我国也不例外[2]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护理程序传入

我国以来袁 护理程序一直被视为是我国卫生机构护理

工作的基本方法[2]遥 国内研究指出袁护理专业学生在校

学习期间必须熟练地掌握并应用护理程序[3]遥 护理程序

被列入野护理学基础冶课程的一项重要教学内容遥 因而袁
如何教好护理程序袁 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护理程

序思维的护理人员袁是叶护理学基础曳课程教学的重要

方向袁同时也是教学改革的难点遥 本研究就中美两校护

理程序的教学方法进行比较袁 为我校护理程序的教学

改革提供思路和依据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资料

汇总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渊以下简称

为杉达医技学院冤四年制护理本科野护理学基础冶课程

的教材尧教学大纲及其相关资料袁并采集美国孟菲斯大

学鲁文贝格护理学院 渊Loewenberg College of Nursing袁
以下简称为 LCON冤四年制护理本科野以患者为中心的

基础照护冶渊Foundations of Patient-Centered Care冤和野基
础护理技能冶渊Foundational Nursing Skills冤 两门课程的

教材尧教学大纲尧旁听记录尧课后咨询及其相关资料遥

1.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内容分析尧 院校个案研究和现场调研等

方法袁就护理程序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进行比较遥
2 结果

2.1 护理程序理论教学方法的比较

LCON 护理程序的总教学 37 学时袁 其中理论教学

为 1 学时袁实践教学为 36 学时遥 理论课前袁学生至少需

要花 2 小时渊约 2.7 学时冤完成预习袁任务包括课前阅读

教材中护理程序的相应章节袁熟悉主要概念和本次课堂

的教学目标袁必要时完成一定数量的思考题遥 学生在课

前预习时可从课程的网络在线资源中下载理论授课多

媒体幻灯片袁以供预习使用遥 老师制作的多媒体幻灯片

并非书本知识的 野搬家冶袁 而是其对知识点的总结与归

纳遥课堂上袁老师除讲授理论袁还会提问以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曰与学生互动袁引发学生思考袁解答学生疑惑遥
杉达医技学院护理程序的理论学时数为 3学时袁理论

教学主要介绍护理程序的概念尧定义和步骤袁对学生课前

预习不作要求遥 学生由于缺少课前预习环节袁理论教学主

要由老师单向传递知识袁学生缺乏主动参与学习的氛围和

能力袁学习效果呈现出对知识点理解和思考深度不够遥
此外袁LCON 在护理程序理论教学 1 学时后继续以

护理程序的步骤和思路讲授该门课程中的其他理论知

识遥 例如在讲授睡眠这一章节时袁老师的讲授思路和多

媒体幻灯片的设计是先用两张幻灯片简单回顾睡眠的

周期尧重要性以及因睡眠障碍引起的疾病等基础知识曰

and field research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of nursing process. Results The lecture
hour of nursing process in LCON is 1 hour an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review before lecture. Teacher will spend more
time in question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students in order to stimulate students忆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encourage them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The lecture teaching hour of nursing process in Sanda is 3 hours which is completely
used in didactic course without students preview. Teacher will continue to apply nursing process to the other chapters in
LCON, while teacher treats nursing process as the content of one didactic course. The 36 hours of clinical practice com鄄
bined with concept maps and post-conference will be us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process after the simulation lab
in LCON, which help students to know, to understand and to use nursing process as well. The practicums of nursing pro鄄
cess in Sanda are not shown on the plan which creates the big difference within the Sino-US universities. Conclusion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the combination of lecture and practicu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 map help stu鄄
dents to know, understand and use the nursing proces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ursing process thinking as
well. The results provide the new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nursing process.
Keywords: nursing process, fundamental nursing, lecture, practice teaching, teaching method, concept map,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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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讲述睡眠异常患者的评估方法袁 以及如何正确甄

别睡眠障碍引起的异常身心表现或症状曰 继而介绍如

何为睡眠异常患者做出护理诊断和合理的护理计划曰
最后讲述护理人员可以采取何种护理措施解决患者睡

眠异常的问题遥 而杉达医技学院仅将护理程序理论教

学 3 学时作为一次理论教学内容讲授袁 护理程序理论

教学仅局限于这一次课遥LCON 的这种做法有利于培养

学生在遇到各种不同的护理问题时按照护理程序工作

思路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2.2 护理程序实践教学方法的比较

杉达医技学院在理论教学后未对护理程序的实践

教学做学时安排袁学生往往要在毕业前实习时才有机会

通过个案书写获得护理程序的实践机会遥 LCON 在护理

程序理论教学后采用野先模拟实训尧后临床实践冶的渐进

式方法袁即先实施模拟临床环境的实训袁培养学生在模

拟环境中运用护理程序的能力袁缓解学生直接进入临床

实践时表现出的陌生感和害怕犯错的焦虑情绪袁为后续

进入临床真实环境进行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LCON 的模拟实训每周完成 1 个案例袁2 学时袁共 6

个案例袁12 学时遥 模拟实训课前袁学生可从课程的网络

在线资源中下载案例袁通过预习熟悉案例背景遥 模拟实

训课上袁一组 10 名学生被随机赋予不同的角色袁分别

为责任护士 1 名尧辅助护士 1 名尧给药护士 1 名尧记录

护士 1 名袁家属 1 名袁观察者 5 名遥 学生将高仿真模拟

人视为真实的患者袁从测量呼吸尧脉搏和心肺听诊等生

命体征和八大系统的评估开始袁通过团队协作和配合袁
发现和解决患者的护理问题遥 实训结束后袁所有学生在

老师的组织下进行讨论袁 结合案例完成护理程序概念

图练习遥 模拟实训课后 2 周袁每个学生需上交概念图作

业袁成绩列入课程总评成绩的一部分遥
护理程序概念图分为几个部分院淤 学生需要对患者

进行护理评估曰于 做出护理诊断袁并分析相关因素曰盂 提

出护理的预期目标曰榆 阐述制定的护理措施及原理遥 以

野清理呼吸道无效冶护理问题为例袁参见护理程序概念图遥
异常的护理评估结果院
-体温院103.2 ℉ -呼吸院24 次/分
-氧饱和度为 92% -年龄院60 岁
-吸烟者 -呼吸困难
-指关节肿胀 -肺湿罗音
-咳铁锈色样痰

护理诊断院清理呼吸道无效
相关因素/原因渊R/T袁related to冤院呼吸道分泌物过多/阻塞气道
依据渊AEB袁as evidenced by冤院呼吸困难尧肺湿罗音尧咳嗽伴有疼痛尧咳痰

护理的预期目标院患者能有效地咳嗽袁且呼吸声变为清晰

护理措施及原理的阐述院
1. 根据需要嘱鼓励患者使用肺活量计器遥控制咳嗽和深呼吸可能是有效的方法遥研究发现给非卧床患者使用肺活量计器进
行锻炼和为其进行口腔护理袁 以及为绝对卧床患者进行口腔护理和将床头抬高或转向的方法可有效降低严重呼吸系统疾
病渊例如肺炎冤的发生率渊Lamar, 2012冤遥
2. 每 1 小时至每 4 小时听诊呼吸音 1 次遥 正常的呼吸音是清晰的或仅在肺野听到一些细小的爆裂声袁但在深呼吸时会转变
为清晰的呼吸音遥 如听诊呼吸音有粗糙的破裂声说明气道内有液体袁如有喘息说明存在气道梗阻渊Jarvis, 2012冤遥
3. 遵医嘱给氧遥 给氧可纠正缺氧渊Wong & Elliot, 2009冤遥
4. 协助患者深呼吸和控制咳嗽遥协助患者深吸气后袁屏住呼吸几秒钟袁然后按压上腹部并张口咳嗽两至三次遥控制咳嗽时使
用膈肌可以使咳嗽更加有力和有效渊Gosselink et al, 2008冤遥

护理评价院
预期目标已完成遥 患者的呼吸音变为清晰袁痰液性质转变为清尧灰色和少量遥 继续实施上述 4 项护理措施遥

图 1 护理程序的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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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ON 的临床实习为每月安排学生到社区康复中

心进行临床实践袁每月 1 次袁8 学时袁共 3 次袁24 学时遥
每次实践的任务不同袁依次为皮肤护理渊护理问题为皮

肤完整性受损冤尧气道护理渊护理问题为清理呼吸道无

效冤以及口服给药渊评估重点为吞咽功能冤遥 在实践前袁
老师会根据每次实践的任务遴选符合条件的特定患

者遥 在实践日当天袁每两位学生负责照护一位患者袁学
生需完成包含患者评估和基础护理操作在内的各项实

践学习任务遥 待上述实践内容和任务完成后袁在实践后

讨论会上由老师引导学生找到患者目前最重要尧 最迫

切解决的护理问题袁 并以概念图的形式呈现护理程序

的全过程遥 LCON 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袁将护理程

序贯穿于实训尧 实践教学的做法有利于学生从实践中

巩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遥
3 讨论

3.1 野教冶与野学冶相结合有利于学生对护理程序的认知

LCON 护理程序理论教学为老师授课 1 学时袁学生

自学 2.7 学时曰 杉达医技学院则均为老师讲授 3 学时袁
无学生自学要求袁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遥 这种传统的以

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袁 使学生逐渐养成了应付性完

成学习过程的习惯袁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4]袁且
学生丧失了自身对学习的主控权袁 不利于学生思考问

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遥 学生运用护理程序解决患

者护理问题的过程正是学生的临床实践思维能力的反

映袁 传统的以老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显然已不能满

足学生能力培养的需求遥 LCON 理论时数较少袁更注重

学生自主学习时间遥 学生可利用课程在线网络资源中

的多媒体课件尧自学安排表尧教学目标尧教材尧补充教

材尧练习题等进行课前自学袁在上课时学生已对本次授

课内容有了一定基础的认知遥 老师在理论授课时更多

地讲授重难点袁而不是照本宣科袁主要的任务则是引导

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思考与分析袁与学生进行互动袁通过

提问以了解学生对护理程序的认知尚且存在哪些疑

惑遥 这种老师野教冶与学生野自学冶相结合的模式袁特点在

于老师不仅传递知识袁 更能鼓励学生主动地参与和积

极地思考袁利于学生对护理程序的认知遥
3.2 野理论冶和野实践冶相结合有利于学生对护理程序的

理解和运用

LCON 的护理程序实践教学时数为 36 小时袁 教学

方法采用了模拟实训和临床实践遥 这与杉达医技学院

未安排护理程序的实践教学形成较大反差遥LCON 运用

高仿真模拟实训和社区临床实践有效避免了护理程序

仅停留在理论学习层面的问题袁 通过大量实践学时让

学生学会用护理程序的工作思维为患者提供照护服

务遥 近年来袁大量的研究表明高仿真模拟实训教学不仅

能架起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袁 还提升了学生的临

床实践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5-7]遥 学生在完成护理程

序理论学习后袁紧接着接受模拟实训和临床实践袁这种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穿插进行袁野一边上课袁一边实践冶
的安排袁 能够帮助学生将理论课学到的知识较短时间

内付诸应用袁不仅架起了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袁还形成了

理论应用实践尧实践促进理论理解的野正循环冶遥 而杉达

医技学院仅将护理程序理论教学 3 学时作为一次理论

教学内容讲授即止袁 在后续的课程中不再涉及护理程

序的内容遥LCON 注重学生在理论学习阶段不断地加深

学生对护理程序的印象袁 逐步养成运用护理程序思路

去分析和解决护理问题的认知袁为后续实训尧实践打下

良好的基础袁这种教学安排值得借鉴遥
3.3 野概念图冶和野讨论会冶相结合有利于学生护理程序

的思维建立

LCON 在模拟实训和社区临床实践中多次运用概

念图的方法绘制护理程序遥概念图又叫概念树尧知识图尧
认知图袁主要由概念尧连线和连接词组成[8]遥 作为有效组

织和表征知识的工具袁概念图通常是野将某一主题的有

关概念置于圆圈或方框之中袁然后用连线将相关的概念

或命题连接袁 连接上标明两个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冶[9]遥
如图 1 所示袁LCON 的概念图包含了概念尧 交叉连接和

层级结构三部分袁是概念图分类中的流程图袁即概念图

中的信息以线性方式排列遥 有数项研究表明袁通过概念

图可以有效培养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10-12]遥 LCON 在模

拟实训和临床实践后组织学生在讨论会上开展对案例

或病例中护理程序的讨论袁并运用概念图促使学生积极

查阅护理评估结果和护理诊断手册中的多种信息资源袁
分析和解决患者的护理问题遥 LCON 在 6 次模拟实训和

3 次临床实践后要求学生分别上交 2 份概念图作业作

为课程总评成绩的一部分袁即完成 4 个案例或病例的概

念图遥 这种做法是将概念图作为一种评价工具袁评价学

习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和对知识间相互关系三维的理

解袁而不是传统的只考查学习者的离散知识[13]遥 有研究

表明袁 将概念图应用于专科护生护理程序的教学中袁老
师能够及时发现学生错误理解和遗漏的知识袁并及时纠

正和补充[14]遥LCON 的学生将概念图作业上交给老师后袁
1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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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会对概念图进行评分袁 并及时给予学生反馈意见袁
帮助学生及时发现知识学习的误区和薄弱点遥学生第一

次绘制概念图时往往会以失败告终袁但随着老师的反馈

和对概念图的不断修改袁学生会对概念图的应用愈加得

心应手袁失败率大大降低袁对护理程序的步骤和流程也

有了更为直观尧深入的感受和体会遥
4 结论

目前国内的护理程序教学仅强调理论授课袁 学生

学完后仍不知如何运用护理程序进行患者的照护袁且
在实践的过程中缺乏临床工作思维袁 无法独立地照护

患者和解决患者的临床问题袁 相反更多地只是机械性

地完成护理操作遥 而在美国的护理院校袁护理程序是作

为一种解决临床问题的方法教授给每一位学生[4]袁是学

生独立开展患者照护的第一步遥 作为野护理学基础冶课
程的重要理论教学内容袁 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和

方法开展护理程序教学是每一位任课老师的首要任

务遥 作者从中美两校护理程序教学方法的比较中发现袁
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袁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穿插进行袁 并结合概念图和讨论会等

手段开展护理程序教学袁 不仅有助于学生对护理程序

的认知尧理解和运用袁还有利于学生护理程序思维的建

立袁为护理程序的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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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对癌症临终患者尊严内涵感知的现象学研究

明 星 徐 燕 *

渊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护理系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目的 深入了解护士对癌症临终患者尊严内涵的感知袁以期为舒缓疗护服务的有效实施提供实证

参考遥 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袁对 21 名来自上海市 1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舒缓疗护病房的护

士进行半结构访谈袁并用现象学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遥 结果 经资料分析袁护士对癌症临终患者尊严内涵的感知析

出 6 个主题袁依次为院维护形象袁尊重意愿袁减轻痛苦袁知情同意袁获得支持袁活动自主遥 结论 舒缓疗护护士对于癌

症临终患者尊严内涵的感知较为准确袁并与我国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遥 其感知途径主要来自于个人的认知与家属的

诉说遥 为更加全面准确理解患者尊严内涵袁未来需加深从患者视角探知其对于尊严内涵的感知袁从而为真正帮助患

者维护生命最后阶段的尊严提供实证参考遥
揖关键词铱 癌症临终患者曰尊严内涵曰感知曰质性研究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n Perception for Dying Cancer
Patients from Nurses

Ming Xing Xu Yan
渊Department of Nurs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chnology,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Objective Gaining insight into the nurses忆 perception of dignity connotation for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to
supply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for hospice care. Methods The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was conducted on 21 nurses in hospice care wards from 15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in Shanghai, and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Six themes about dignity perception for nurses emerged
through data analysis: image maintenance, wish respect, pain relief, informedconsent,getting support, independent activi鄄
ties. Conclusion nurses忆 perception of dignity connotation for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is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Their perception approach mainly comes from the individual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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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缓疗护渊hospice care冤是以最大限度提高患者舒

适度尧维护患者尊严为宗旨的一种医疗保健服务[1]遥 维护

患者尊严是舒缓疗护的哲学基础与核心价值观[2尧3]遥 尊严

从字面上可解释为野被尊重尧有价值感尧自尊的质量或状

态[4]遥 对于患者尊严内涵的准确理解可帮助照护团队调

整并检视对患者的态度尧与患者沟通及向患者表达共情

等的行为方式 [5]遥 近年来袁随着舒缓疗护的发展袁国内外

对临终患者的照护已不仅限于对症状的控制尧生活质量

的提高袁逐渐注重对患者尊严的护理咱6-9暂遥 而尊严是一个

复杂的概念袁如果不能明确其涵盖的内容袁医护人员承

认尧尊重和提高患者尊严的承诺就会沦为空洞的口号[10]遥
而舒缓疗护护士作为与患者接触最多的照护者袁其对尊

严内涵的理解对于其提供维护患者尊严的服务至关重

要遥 目前袁对于临终患者尊严内涵的研究多来源于西方

国家袁尚未见国内文化背景下关于临终患者尊严内涵的

研究遥 由于我国与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袁所以有

必要探知我国文化背景下患者尊严的内涵遥 因此袁本研

究拟选取上海市 1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舒缓疗护

的 21 名护士袁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度访谈袁深
入了解护士对于癌症临终患者尊严内涵的理解袁以期为

舒缓疗护服务的有效实施提供实证依据遥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袁 于 2015 年 7耀8 月选取上海 15 家

The dignity connotation should be g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ients themselves in future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so as to really help patients provide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guarding the dignity for patients
in their terminal life stage.
Keywords: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dignity connotation, perception, qualitative study

序号 年龄 职称 工作时间渊月冤 文化程度 宗教信仰 岗位培训并获证书

1 27 护士 24 大专 无 无

2 29 护师 32 本科 佛教 有

3 22 护士 12 大专 无 有

4 26 护师 36 本科 无 有

5 30 护师 10 本科 无 有

6 32 护师 24 大专 无 有

7 24 护士 12 本科 无 有

8 37 护师 36 本科 基督教 有

9 33 护师 10 本科 无 有

10 36 主管护师 7 本科 无 有

11 39 主管护师 6 大专 无 无

12 35 护师 5 本科 无 有

13 33 主管护师 12 本科 无 有

14 25 护士 3 本科 无 有

15 26 护士 4 本科 无 有

16 34 主管护师 6 本科 无 有

17 34 护师 10 本科 无 无

18 33 主管护师 7 本科 无 有

19 32 主管护师 24 本科 基督教 有

20 28 护师 10 大专 无 无

21 23 护士 5 大专 无 无

表 1 21名护士个人一般资料

Ming Xing Xu Yan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n Perception for Dying Cancer Patients from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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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舒缓疗护的 21 名护士进行深

度访谈遥21 名护士的年龄为渊30.4依9.87冤岁袁从事舒缓疗

护工作的平均时间为 14 个月遥本科学历护士共 15 名袁
占 71.4 %袁 接受过舒缓疗护培训并持有岗位适任证书

的护士共 16 名袁占 76.2 %遥 访谈人数以信息野饱和冶为
标准袁 即访谈中获得的信息开始出现重复袁 不再有新

的尧重要的主题出现[11]遥 受访者的一般资料详见表 1遥
1.2 资料收集方法

资料收集通过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遥 设定的半

结构式访谈提纲为院 淤 您是如何理解癌症临终患者尊

严的钥 于 您主要通过哪些途径来了解癌症临终患者尊

严钥 盂 现在的舒缓疗护哪些方面您觉得很好地维护了

患者的尊严钥 每位受访者接受 1耀2 次访谈袁每次受访时

间 15耀30min袁并全程录音遥
1.3 资料分析方法

资料的转录在访谈结束后 24 小时内即开始进行遥
采用 Colaizzi 的七步法进行分析袁为每名受访者的访谈

记录编序遥 反复仔细阅读所有资料袁 回忆访谈时的情

景袁将受访者的一般性观念找出共性袁进而运用对照尧
归纳等方式袁寻找陈述中所隐含的含义袁将共性的问题

提炼出来袁形成主轴概念袁进而升华成主题袁并返回受

访者处进行求证遥
2 结果

2.1 维护形象

在本次访谈中袁关于患者个人形象的维护是护士讨

论最多的话题遥 如护士 1院野到了最后袁他们会一直心灰

意冷的袁自己会脱衣服袁乱得一塌糊涂袁我们会尽量帮他

把衣服穿好尧被子盖好袁我觉得这样维护了个人形象袁提
升了他们的尊严遥 冶护士 2院野患者基本上自理能力这方

面是没有的袁在日常生活中要给他们洗一洗尧刷一刷袁做
好生活护理袁从而维持他们基本的尊严遥 冶护士 6院野有时

对患者操作的时候袁有可能会暴露隐私方面的袁要给他

维护好个人隐私袁维护好他们起码的尊严袁不管他是不

是清醒的遥 冶护士 9院野说话的时候要维护他们的隐私袁不
要刻意去打听他们的一些事情袁这样能够更好地维护他

们的尊严遥冶 护士 12院野我们看到很多场景袁患者的四肢尧
全身都浮肿袁静脉状况非常差袁一针肿掉打第二针袁二针

肿掉打第三针袁可能他离开的时候袁身体上扎满了密密

麻麻的针眼袁 我们会疑惑这是不是患者本身所需要的袁
我认为尊严首先要保证具有身体的完整性尧 非常舒适

地尧没有痛苦的状态下离去遥 冶护士 21院野我们总希望让

他走的时候身体是完整的袁不要身体这边破一块尧那边

破一块袁这对患者的尊严也是有损害的遥
2.2 尊重意愿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尊重患者的意愿是维护其

尊严的重要方式遥 护士 5院野因为每个人的信仰不一样袁
有些患者要走的时候袁要穿他们自己的衣服什么的袁在
这方面我们会尽量遵照患者的意愿吧袁 我想这也是维

护了他们的尊严吧遥冶护士 14院野我们会定期跟家属聊一

聊袁近期患者可能会在心理上有什么变化袁要尊重患者

自己的需求袁 花时间从侧面了解袁 了解途径主要是家

属遥 冶 护士 2院野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袁尽量帮患者完成

最后的心愿袁比如家庭关系有一些矛盾的袁能在老人走

之前袁让他们来看看他袁把家里的矛盾解决袁让他们心

安地走袁这也体现了人的尊严遥冶护士 5院野有的患者有捐

献器官的意愿袁 我们也会帮助他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帮助他们达成最后的心愿遥 冶
2.3 减轻痛苦

多名护士都提到了减轻患者的痛苦是维护其尊严

的重要措施袁包括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遥 护士 3院野就
是让他们用麻药袁至少身体上减少他们的痛苦袁让他们

有舒适感袁在我们这边的麻药都是不限量的袁我认为没

有疼痛是患者起码应该具有的尊严遥 冶护士 5院野我们这

里还有个临终关怀室袁快要差不多的时候袁让患者和家

属在里面遥 因为这些晚期的患者袁如果他的病友有一个

不好或如果真的在房间里走掉袁 他立刻会想到自己也

快要走了袁会增加他们的恐惧感袁心理上的放松也是有

尊严的一种方式遥 冶
2.4 知情同意

13 名护士提到了患者对于病情的知情和治疗的选

择是帮助患者实现有尊严离去的重要基础遥 护士 5院野有
可能我们是有一些力不从心袁病情告知这块袁很多患者

住进来之后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疾病和病情袁有些

家属不让我们告知袁 这导致我们的许多工作很难开展遥
所谓尊严袁在国外很清楚袁第一是要有知情权袁要有选择

治疗权遥冶护士 13院野患者不管是文化程度高的袁还是文化

程度低的袁大部分人还是很难接受这个疾病的袁包括我

们在护理当中袁 有些家属是不让我们告知患者病情的袁
直到生命结束很多患者连病情都不知晓袁何谈尊严钥 冶
2.5 获得支持

本研究中袁10 名受访者都提到了帮助患者寻求家

庭尧社会支持是帮助其维护个人尊严的有效途径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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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 2院野我们这边有社工帮他们搞活动袁 我们护士长尧
病房护士长都会一起组织的袁比如说过什么节日啊袁或
给他们搞个什么活动袁能让他们开心一下嘛浴 即使到了

生命的最后也有正常健康人所具有的尊严感遥 冶 护士

11院野我们会尽量劝家属有空多陪陪患者袁 让他有亲情

的陪伴袁不能把患者一个人冷冰冰地扔在这里袁让他有

被抛弃的感觉遥 这样能增强他们的尊严感遥 冶
2.6 活动自主

所有受访者中袁 有 2 名受访者提到维护患者的尊

严要加大患者自主活动的能力遥护士 6院野维护患者尊严

就是要评估他能够自我行动程度的基础上袁 还能够通

过自己的能力做一些事情袁我们要在旁边帮助他尧协助

他遥而不是说把患者看成一个不能动尧等死的人遥 冶护士

13院野不让患者做任何事情袁 我想这无异于把他们当作

死人来看待袁那还何谈维护他们的尊严遥 冶
3 讨论

3.1 护士对于患者尊严内涵的感知较为准确

本研究显示袁 绝大多数护士认为维护形象是最重

要的维护患者尊严的途径袁包括个人隐私尧身体整洁尧
身体完整性等的维护袁 其中更多地提到了保护患者的

隐私遥 患者隐私权是患者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的体现[12]遥
因此袁维护患者隐私是维护患者尊严的基本遥 尊重患者

个人意愿也被绝大多数护士看作维护患者尊严的重要

途径遥 学者 Periyakoil[13]提出袁使临终患者尊严受侵蚀的

最重要因素是失去了选择的能力遥 因此袁尊重患者个人

意愿对于维护患者尊严至关重要遥 大多数受访者也意

识到减轻患者的身心痛苦是维护患者尊严的重要方

法遥 这与舒缓疗护服务减轻患者身心痛苦袁从而协助患

者有尊严地离开这一服务宗旨一致遥 本研究中约半数

的护士提到了帮助患者获得支持是维护患者尊严的重

要途径遥国外一项研究[14]指出袁有家属尧社会参与的整体

舒缓疗护服务模式有着最好的护理质量遥 因此袁鼓励社

会尧家属主动参与舒缓疗护护理袁及时表达敬爱尧感激

之情袁适当给予身体和行动上的帮助袁都会使其心理上

获得慰藉和平衡袁提高其尊严感遥 本研究中还有 2 名受

访者提到了加大患者的自主活动能力对于维护其尊严

的重要性遥 加拿大学者 Chochinov[5]认为独立水平指病

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袁如果认知能力减退尧不能独立如

厕等袁会很大程度上削减尊严感遥 由上可知袁舒缓疗护

护士较为准确地理解了临终患者的尊严内涵遥
3.2 护士对患者尊严内涵的感知与我国文化背景密切

相关

对比西方已有的研究[15尧16]发现袁我国舒缓疗护护士在

维护形象尧减轻痛苦尧尊重意愿尧活动自主四方面与西方

国家护士对于临终患者尊严内涵感知的理解是一致的遥
而支持获得尧知情同意两个方面是本研究结果所呈现的

与西方已有研究不同的主题遥 2007 年袁Gallagher 等[17]通
过系统性文献回顾的方法得出临终患者尊严维护的影

响因素包括医务工作者的态度与行为袁环境尧照护文化尧
具体的照护活动遥并提出需对护士进行相应的教育以使

他们更加理解患者的尊严从而在日常照护活动中能够

很好地维护患者的尊严遥因此袁分析其可能的原因袁是我

国与西方国家医务工作者的态度与行为袁环境尧照护文

化尧具体的照护活动不同所造成的对于尊严内涵感知的

差异遥这提示舒缓疗护护士需了解不同背景下临终患者

的尊严内涵袁从而能够更好地引导其照护行为袁做到真

正维护临终患者的尊严遥 另外袁知情同意这一方面彰显

了我国较为独特的文化遥 在我国袁为了顺应相当一部分

人的死亡观袁医护人员几乎不会将癌症诊断和病情告知

患者本人袁而是将实情告诉家属袁而家属多半也会选择

不将实情告知患者遥 而在许多西方国家袁知道病情和选

择医疗措施是人人享有的自然人权袁不存在不告知的现

象[18]遥 因此袁文化因素是导致我国与西方国家舒缓疗护

护士尊严内涵感知差异的重要因素遥
3.3 护士对患者尊严的感知主要来自个人及家属

尊严的内涵较为复杂袁 在不同的社会及个人文化

背景下有所不同袁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19]遥同时袁基于

舒缓疗护服务对于维护患者尊严的重视袁 深入探讨我

国文化背景下临终患者尊严的内涵乃当务之急遥 本研

究发现护士对于患者尊严内涵的感知主要来自于个人

的认知与家属的诉说遥 然而有研究报道[19尧20]指出对患者

尊严内涵的准确理解单从照护团队角度很难达到遥 因

此袁 舒缓照护服务团队需更多地从患者自身角度出发

来了解其尊严内容袁增强对于患者尊严内涵的感知袁从
而帮助照护团队更好地理解患者尊严内涵袁 为真正践

行舒缓疗护服务的宗旨提供参考依据遥
3.4 知情同意是护士维护患者尊严的重要影响因素

知情同意权渊informed Consent冤是指具备表意能力

的患者在医生做出充分信息披露之后,在充分理解的基

础上得以据此自愿地就某种医疗方案尧医疗行为和医疗

措施做出明智决定的权利[18]遥 因此袁如果患者不知道自

己病情则很难做到与照护者进行良好的沟通袁使得患者

Ming Xing Xu Yan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n Perception for Dying Cancer Patients from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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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对医疗方案尧医疗行为和措施做出选择遥 本次访谈

发现受访护士提到很多入住舒缓疗护病房的患者不知

道自己的病情袁 这不但削弱了癌症临终患者知情同意

权袁也阻碍了护士对于患者尊严内涵的正确感知袁从而

影响到相应照护措施的实施遥 有研究表明袁癌症患者在

知晓病情后袁能够逐渐接受事实并安心治疗袁甚至告知

病情还是调动患者积极配合治疗的手段之一[21]袁但告知

癌症病情无异于对患者宣布死亡遥 因此袁为了既让患者

享有充分的知情同意权利袁又将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降

到最低袁非常有必要了解癌症患者究竟希望怎样知道自

己的真实病情遥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袁探究告知患者病情

的策略是维护癌症临终患者尊严的当务之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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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目的 探索基于问题解决疗法渊PST冤的认知行为干预对改变胃肠癌术后化疗患者应对方式尧生活质

量的影响遥方法 便利抽取上海某三甲医院胃肠癌术后化疗患者 63 人袁根据住院号的奇偶分为干预组及对照组遥干

预组给予基于问题解决疗法的认知行为干预加常规肿瘤护理袁对照组给予常规肿瘤护理袁持续 6 周遥 干预前后采用

医学应对量表渊MCMQ冤进行评估遥 结果 干预后袁两组患者野面对冶应对尧生活质量总分干预前后得分的差值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干预组干预前后野面对冶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1冤袁干预后得分高于干预前遥结论 基于

问题解决疗法的认知行为干预可改变胃肠癌术后化疗患者的应对方式袁增加其积极应对方式袁提高生活质量遥
揖关键词铱 问题解决曰认知疗法曰胃肠道肿瘤曰辅助化疗曰适应

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Problem Solving Therapy (PST)
on coping strateg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Methods Sixty-
three gastric cancer or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of a grade A tertiary hospital in Shanghai
were semi-randomly assigned with parity of hospital number. Besides usual cancer care, an individual intervention using
PST was implemented to intervention group. 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 (MCMQ),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General (FACT-G)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oping strategy and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Ther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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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冤
2014 年全球癌症报告显示[1]袁中国等亚洲地区胃肠道癌

症发病率高袁胃癌 68 万人袁结直肠癌 58 万人袁分别位居

癌症发病率的第二及第五位遥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渊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 NCCN冤 胃[2]尧
结肠癌[3]治疗指南指出袁对于可切除的域尧芋期胃肠癌

术后患者袁辅助化疗可延长其生存期袁是一种重要治疗

方式遥 胃肠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消极应对方式多袁应对

能力差遥 香港地区[4] 48.7%的消化道癌症患者采用过消

极应对方式袁大陆地区[5]患者亦是如此遥 寻求信仰尧压抑

回避是胃肠癌化疗患者主要的应对策略[6]袁寻求信仰被

认为是一种消极无效的应对策略[7]袁压抑回避的应对策

略长期使用也不利于身心健康袁 需要针对其应对方式

进行干预遥
问题解决疗法渊Prblem Solving Therapy, PST冤是认

知行为疗法中的一种包含六步骤 渊定义问题尧 设立目

标尧生成可选方案尧选择最佳方案尧实施方案尧评价效

果冤清晰结构的短程心理干预法[8]遥 PST 通过聚焦问题袁
训练个体一般处理技能[9]袁培养其积极问题解决态度及

行为[10]袁使其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袁提高应对能力遥 PST
运用于癌症患者中袁可帮助其寻求积极应对策略[11]袁有
效管理身心症状渊如前列腺癌患者下尿路症状[12]尧乳腺

癌患者活动限制[13]尧焦虑尧抑郁[14]冤遥 本研究旨在对胃肠

癌术后化疗患者开展问题解决疗法的干预袁 探索 PST
对应对方式尧生活质量的改变效果遥
1 对象

2015 年 7 月耀12 月间上海长海医院住院化疗及门

诊化疗的胃癌尧结直肠癌术后患者 63 例遥 纳入标准院逸
18 岁曰胃尧结直肠癌根治术后病理确诊曰I-III 期曰化疗

次数臆4 次曰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尧意识清楚遥排除标准院
胃尧结直肠癌造口及远处转移患者曰既往精神病史尧严重

功能障碍或其它恶性肿瘤病史者遥 纳入患者干预组 32
例袁对照组 31 例遥 年龄为渊47.56依12.01冤岁曰男 37 例袁女
26 例曰玉期 5 例袁域期 18 例袁芋期 40 例曰化疗方案 DCF
渊多西他赛+5-氟尿嘧啶冤12 例袁SOX渊奥沙利铂+替吉奥冤

13 例袁XELOX 渊奥沙利铂+希罗达冤34 例袁FOLFOX渊奥沙

利铂+5-氟尿嘧啶冤4 例遥两组患者在性别尧年龄尧肿瘤分

期尧化疗方案等一般资料比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
0.05冤袁基线具有可比性遥
2 方法

2.1 干预方案的形成

检索 PubMed袁EMBASE袁CINAHL袁BIOSIS Previews
及 CBM 数据库中 2014 年前癌症患者中应用基于问题

解决疗法的认知行为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袁最终纳入 9
篇英文文献袁 由两名研究者以 JBI 循证保健中心 2014
年评价手册对文献质量进行评鉴袁 以了解国内外癌症

患者中基于问题解决疗法的认知行为干预现状袁 确定

干预方案结构及形式遥 根据文献阅读自行编制访谈提

纲袁采用半结构访谈了解胃肠癌化疗患者渊n=15冤对化

疗的应对体验袁确定干预方案内容遥根据系统综述及半结

构访谈结果构建干预方案初稿袁经专家小组会议渊n=7冤修
定形成终稿遥
2.2 干预方案的实施

采用类实验研究实施并评价干预方案遥便利抽取上

海市某三甲医院胃肠癌化疗患者 63 人袁 根据住院号的

奇偶袁奇数分入干预组渊n=32冤袁偶数分入对照组渊n=31冤遥
干预组给予基于问题解决疗法的认知行为干预加常规

肿瘤护理袁对照组给予常规肿瘤护理遥 干预组给予常规

肿瘤护理渊化疗不良反应的健康教育尧化疗输液尧心理

护理冤加问题解决疗法干预渊30min/次袁1 次/周袁共 6 次袁
来院为面对面干预袁出院为电话干预冤曰对照组给予常

规肿瘤护理遥
具体干预措施院第 1 周院与患者建立良好关系袁指

导阅读课题组自编 叶化疗自助手册曳渊参考 叶Home care
for cancer曳症状护理指南袁以问题解决六步骤编制袁经
专家小组会议认证冤袁收听练习心理学专家认证的渐进

式肌肉放松光盘内容遥 第 2 周院告知问题解决疗法原理

及六步骤袁与患者一起列出现存问题清单袁根据问题解

决六步骤定义问题尧设立目标尧生成解决方案尧选择解

决方案袁布置患者回家作业要要要实施讨论的解决方案尧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hanges of confrontation coping strategy, total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鄄
ter intervention between two groups (P<0.05冤. Conlusion PST could change coping strategy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such as increase their positive coping strategy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problem solving, cognitive therapy, gastrointestinal neoplasms, adjuvant chemotherapy,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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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渐进式肌肉放松遥 第 3耀5 周院评价上周问题解决实

施方案的效果和困难袁检查渐进式肌肉放松练习袁与患

者一起围绕问题练习问题解决六步骤遥 第 6 周院评价上

周问题解决实施方案的效果和困难袁 一同回顾 5 次干

预过程并交流活动体会遥
2.3 伦理

本研究已通过长海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遥 研究者

开始研究前向患者说明此次研究的目的背景尧内容尧获
益及不便袁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干预中袁患者提供的信息

和资料仅供研究使用袁严格保密及保存遥
2.4 研究者资质

干预者为拥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尧 肿瘤科

临床半年实习经验的一名护理学硕士遥
2.5 研究工具

2.5.1 应对方式

医学应对方式问卷 渊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鄄
tionnaire袁MCMQ冤是临床中为数不多的专门用于评价患

者的应对量表遥原量表含 19 个条目袁我国姜乾金等[15]将
其译为中文袁并修订成 20 个条目袁分为 3 个维度袁对应

三种认知-行为的疾病相关应对方式院面对尧回避和屈

服袁 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69尧0.60 和

0.76袁重测信度分别为 0.64袁0.85 和 0.67遥各条目相应的

维度的负荷值均为 0.35遥 针对每个应对方式的使用频

率袁由低到高分别用 1尧2尧3尧4 表示袁分值越高袁则表明

该应对方式使用频率越高遥

2.5.2 生活质量

中文版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的普适性量表

渊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 -General,
FACT-G冤由万崇华[16]等翻译袁包含 4 个维度渊生理尧社会

家庭尧情绪尧功能冤尧27 个条目构成遥 量表各维度内部一

致性信度 Cronbach忆s 琢 值跃0.8袁重测信度均跃0.85袁采用

里克特五级评分法袁量表总得分为 108 分袁各维度得分

越高则生活质量越高遥
2.6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袁 双人核对输入数据袁对
资料进行均数尧标准差的计算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

后袁采用 t 检验或 Mann要Whitney 秩和检验遥
2.7 质量控制

干预实施由研究者完成袁 仅研究者知晓患者的分

组情况曰资料收集由不清楚分组的课题组成员完成遥 干

预组与对照组患者在住院或门诊化疗时安排不同病房

或相隔较远的门诊化疗位置防止样本污染遥
3 结果

干预后袁两组患者应对方式的野面对冶的差值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野回避冶尧野屈服冶差值得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见表 1遥 干预组自身前后应对方式的

野面对冶得分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渊P约0.01冤袁干预后野面
对冶得分高于干预前曰野回避冶得分尧野屈服冶得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对照组自身前后应对方式的野面对冶尧
野回避冶尧野屈服冶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变量名称
干预组前后差值

渊N1=32冤
对照组前后差值

渊N2=31冤 t/Z P

面对 1.88依3.21 0.26依3.19 t= 2.033 0.046*
回避 0.56依2.56 0.23依2.72 Z= -0.451 0.652
屈服 0.00依1.46 0.48依1.64 Z= -0.645 0.519

表 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应对方式差值的比较渊 x 依s冤

注院 *P<0.05.

变量名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面对 14.88依3.28 16.75依3.19 -3.304 0.002**
回避 13.97依3.55 14.53依2.72 -1.241 0.224
屈服 3.87依1.83 3.88依1.64 0.000 1.000

表 2 干预组自身前后应对方式的比较渊x 依s冤

注院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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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袁两组生活质量的总分尧情绪状况尧功能状

况的差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生活质量的生理

状况尧社会家庭状况差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变量名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面对 14.00依3.86 14.26依3.82 -0.464 0.646
回避 14.29依2.27 14.52依1.81 -0.478 0.636
屈服 4.29依2.13 4.77依2.19 -1.508 0.142

表 3 对照组自身前后应对方式的比较渊x 依s冤

变量名称
干预组
前后差值
渊N1=32冤

对照组
前后差值
渊N2=31冤

t/Z P

生理状况 -1.44依4.79 -3.19依5.16 t= 1.401 0.166
社会家庭状况 1.51依3.86 0.29依3.17 t= 1.375 0.174

情绪状况 1.06依3.10 -0.77依3.78 Z= -2.017 0.044*
功能状况 0.78依2.80 -0.26依3.13 Z= -2.067 0.039*

生活质量总分 1.85依9.36 -3.78依9.19 t= 2.409 0.019*

表 4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差值的比较渊依s冤

注院 *P<0.05.

4 讨论

4.1 积极应对方式增加

干预后应对方式中野面对冶的变化组间有统计学差

异渊t= 2.033袁P=0.046冤袁组内差异更显著渊t= -3.304袁P=
0.002冤袁提示干预可有效增加患者积极应对方式且干预

组的变化更显著遥这与国内[17-19]尧国外[20]对乳腺癌化疗患

者实施个体化认知行为干预结果一致袁也与李幼穗等[21]

的癌症患者团体认知行为干预研究结果一致遥 认知行

为理论提出院认知可影响行为袁认知的改变可以产生预

期的行为改变遥 干预中袁患者对化疗不适症状的消极认

知渊将其视为损失冤逐渐改变袁其拒绝化疗尧中途放弃化

疗等消极行为也继而发生转变袁表现为坚持完成化疗袁
主动关注健康信息等袁因此野面对冶应对可能会增多遥

消极应对方式无改变袁应对方式中野回避冶尧野屈服冶
组间尧组内改变无统计学差异袁与张侠[19]对乳腺癌尧肺癌

住院化疗患者的个体化认知行为干预结果一致遥 国内

研究[17尧18]则得出认知行为干预后野回避冶尧野屈服冶应对减

少袁本研究患者主要为门诊患者袁比起住院化疗患者袁
接触时间段尧次数少袁影响作用可能更为弱遥
4.2 生活质量提高

干预后生活质量中的总分渊t=2.409袁P=0.019冤尧情绪

状况 渊Z=-2.017袁P=0.044冤尧 功能状况 渊Z=-2.067袁P=
0.039冤的变化组间有统计学差异遥 这与胃癌[22]尧肺癌[19]尧
乳腺癌[14]化疗患者个体化认知行为干预结果一致遥美国[23]

及韩国[24]的荟萃分析也证实认知行为干预可提高胃肠

癌患者生活质量遥国内对胃癌[25]尧乳腺癌[19尧26]化疗患者的

个体化认知行为干预显示其情绪状况显著改善袁消极情

绪渊如院愤怒尧沮丧尧紧张冤减少遥 Hegel 等[13]对郊区乳腺癌

患者进行电话形式的问题解决干预后患者的功能状况

提高遥 多项研究表明袁癌症患者的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

存在相关[27-30]遥 其中袁野面对冶应对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袁
本研究中野面对冶应对增加袁生活质量可能得以提高遥
4.3 小结

应对方式影响着个体对事件的消极或积极的认

知袁因此个体产生不同的情绪及行为遥 个体对于日常生

活事件的应对方式较为固定袁但对于癌症尧化疗等从未

经历的疾病事件应对方式不稳定尧受多方因素影响袁特
别在患病初期袁 若医护人员能给予其适当的认知行为

干预袁增加其积极的应对方式袁对患者的情绪尧生活质

量或许能更进一步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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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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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袁分析了近年来肠造口患者在自我管理照护方面的现况与相关影响因素袁以期

初步探究肠造口患者在居家自我护理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遥 结果表明袁肠造口患者的自护能力是影响患者适应的

最重要因素袁适当的健康教育尧护理干预和心理社会支持等均可以有效提升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袁增强其生活

适应水平遥 然而袁有关肠造口患者在居家自我护理过程中面对的困难与挑战提及较少袁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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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tatus of self-management and related factors of in re鄄
cent year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problem of enterostomy patients, which are home-ba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lf-
care a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enterostomy patient忆 s adaptation. Appropriate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enterostomy patients; en鄄
hance their life adaptation level. However,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or enterostomy patients in the process of
home-based self-care are poorly addressed and need further study.
Keywords: elderly, enterostomy, home care

作者简介院 张媛媛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护理系袁助教遥 电子邮箱院jiaoyusmmu@163.com
蔡海燕袁女袁上海市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袁主管护师遥 电子邮箱院caihaiyan1125@163.com
赵爱平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尧临床实习部主任尧老年健康中心主任袁主任护师遥
电子邮箱院zhaoaiping3@126.com * 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院 本文系 2014 年上海市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野老年肠造口患者居家自我护理问题与对策的研究冶渊课题编号院ZZssy14026冤
研究成果之一遥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第 3 期圆 园1 6 年 9 月
晕燥援3Sep援 圆 园 1 6

26窑 窑



2016 年第 3 期

肠造口术是结直肠癌的常见手术方式遥 上海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1 年的报告指出袁结直肠癌已成为

上海市仅次于肺癌的第二位高发恶性肿瘤袁 是上海市

发病率上升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袁 且我国大肠癌的发

病率不断升高袁年发病增长率已达到 4援2豫遥肠造口改变

了患者正常的排便方式袁给患者的生理尧心理造成不良

影响袁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1]遥 肠造口患者终将转归

社区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袁肠造口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也随之下降袁 长期的居家自我管理将面对更多的问题

与挑战袁 其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护理问题也日渐成为临

床护理工作者关注的研究热点遥 现就肠造口患者的自

我护理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分析如下院
1 健康教育对老年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

提高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的基本知识尧 技能和自

信心袁让患者在科学指导下能够自我管理好肠造口袁是
促进其回归家庭尧融入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2]遥 而造口

患者在短暂的住院治疗期间袁由于有医护人员的照顾袁
他们没有遇到太多因非正常排便方式改变带来的困

惑遥 而转归社区之后袁由于脱离了医护人员的帮助袁他
们在造口护理尧心理尧日常生活等方面均会遇到困难袁
因此袁对肠造口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袁能
够较大的提升其自我护理的能力 [3尧4] 遥

相关研究[5]认为袁肠造口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在一

年内随术后时间的延长而增强袁 而在一年后随时间的

变化趋于稳定遥 因此袁进行健康教育效果最好的时间就

是在肠造口术后一年遥 目前进行的健康教育方式主要

包括形象化健康教育和路径化健康教育遥 其中袁临床路

径健康教育是指定质尧定量尧定人袁有计划尧有预见性的

进行健康教育遥 路径化健康教育能避免传统健康教育

的随意性袁满足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的需求袁提高患者的

自我护理能力[6]遥
2 护理干预对老年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袁 对肠造口术后患者的自我

护理能力的干预主要体现在自我护理知识和护理技能

方面袁自我概念和自我护理责任的干预比较少见遥 其主

要干预方式包括个性化护理干预尧造口治疗师介导尧同
伴支持小组尧延续护理等遥
2.1 个性化及聚焦解决模式护理干预

老年人由于合并症多袁生理机能下降袁致使肠造

口术后易发生造口并发症袁因此老年肠造口患者更需

要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护理干预遥 这一方式的护理干

预主要是从老年肠造口患者的情绪尧认知尧行为尧家属

以及自护能力五个方面进行一对一的护理干预袁同时

结合电话干预和家庭干预遥 研究结果显示袁个性化护

理能够有效降低老年肠造口患者的抑郁倾向袁改善生

活质量[7]遥
此外袁黄江彬[8]还提出了结合聚焦解决模式进行个

性化护理干预遥 聚焦解决模式主要包括五个步骤袁即描

述问题尧构建现阶段可行的目标尧探讨例外尧实行反馈

及效果评价遥 该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护理人员和患者

之间的有效沟通交流袁效果较好袁可为后续肠造口患者

的护理提供借鉴遥
2.2 造口治疗师介导

近年来袁随着专科护理的不断发展袁造口治疗师也

逐渐成为了专科护士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袁 在肠造口临

床护理领域为肠造口患者提供专业化的护理服务遥 研

究也证实[9]袁造口治疗师介导是提高患者早期自我护理

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遥 此外袁 由于造口治疗师的专业

性袁还能够提高造口患者的依从性和参与性袁对肠造口

患者的预后袁并发症的预防尧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很大的

好处遥
2.3 同伴支持小组

同伴支持一项被认为是面临困境时的重要支持袁
在具体的干预实施中包括开展造口联谊会袁 以及鼓励

家庭参与的协同护理模式遥 随着我国造口护理的开展袁
部分医院及社区开始定期召开造口联谊会袁 为造口患

者提供交流的平台袁 促使患者在交流中改变对肠造口

的一些消极观念袁 从而更好的接受和主动去护理好肠

造口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遥
协同护理模式则是以现有的人力资源袁 充分调动

患者积极性并鼓励家属参与护理袁 达到强化集体协同

护理的作用袁为患者提供一些额外需求的框架袁目标是

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患者获得适当的照顾以及发挥其

自我护理和健康决策能力[10]遥 研究结果显示袁同伴支持

教育小组除了能够给予患者专业性帮助外袁 还可以提

升患者的自我护理水平和社会适应水平[11]遥
2.4 延续护理

肠造口患者在手术前后短短的几天内袁 较难完全

掌握造口相关的护理知识和技巧袁 仅少数患者能够在

出院前达到造口自理[12]袁因此袁延续护理对永久性肠造

口患者袁 尤其是学习能力较弱的老年肠造口患者极为

重要遥 延续护理的目的是将对患者的护理从临床延续

张媛媛 蔡海燕 赵爱平 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与分析

27窑 窑



No.32016
至家庭袁进而提高护理效果[13]遥 延续护理的实施可以结

合电话咨询随访袁家庭访视袁造口患者联谊会袁造口门

诊等进行袁贯穿于肠造口患者治疗康复的全过程遥 研究

结果显示[14]袁延续护理可提高肠造口患者的自我护理能

力袁巩固肠造口知识和技巧袁从而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

能力遥
3 老年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水平的相关因素研究

3.1 人口统计学特征与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水平的相

关性

肠造口患者的人口学资料通常包括年龄尧 文化程

度尧经济收入尧自觉病情严重程度等相关遥有研究显示[15]袁
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袁患者自我护理的意愿加强袁但是

自我护理技能有所下降遥 性别未进入造口自我护理能力

量表回归方程遥
文化程度与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相关性研

究结果不尽一致袁有研究认为袁文化程度高的肠造口患

者对造口护理相关知识的掌握没有明显的优势[16]袁但是袁
罗巧莲认为[17]袁文化程度越高的患者袁造口的自我护理

技能越好遥 因此袁这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索遥
张利的研究表明[15]袁家庭经济收入越低的患者袁自

我照顾的意愿越低遥 这可能与长期需要担负购买肠造

口器械的费用压力有关遥
3.2 疾病相关情况与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水平的相关性

肠造口患者的疾病相关情况包括自觉疾病严重程

度袁术后时间以及并发症等遥 研究表明袁并发症对造口

自我护理的能力并无影响[15尧16]袁自觉疾病较不严重的肠

造口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较好[17]袁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袁
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也逐渐增强[18尧19]遥
3.3 心理社会因素与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水平的相关性

心理社会支持对肠造口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和适

应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遥 Wade[20]的研究发现袁丈夫或妻

子的支持能够帮助肠造口患者较容易接受造口袁 家庭

外支持更有利于肠造口术后康复期患者自我护理能力

的提高[21]遥良好的健康行为对造口自我护理知识的改变

起了重要作用袁可以促进自我护理能力的提高[15]遥 多项

研究显示袁自我护理能力与自我效能之间存在正相关袁
肠造口患者的造口自理能力越好袁 在造口自护理过程

中袁其分享的成功经验越多袁与造口相关的自我效能也

可随之增加[22尧23]袁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遥
4 小结

肠造口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是影响患者适应的最

重要因素袁 自我护理能力低下的患者常在社会交往和

疾病并发症两方面产生适应困难的现象袁因此袁提升肠

造口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遥
适当而有效的健康教育尧 相关护理干预等均可以

有效提升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袁 增强其对生活的

适应水平遥 护士作为患者照护的主体袁应当有效的整合

和利用资源袁 协同不同专业的人群共同确定并不断总

结和反馈肠造口患者在自我护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

优势袁以为患者提供优质的造口护理服务遥 此外袁有关

肠造口患者在居家自我护理过程中面对的困难与挑战

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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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护理学”服务性学习改革的实践与体会

刘 娜 万文洁 杨云衣 徐 燕 *

渊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护理系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目的 将服务性学习引入野老年护理学冶课程袁探讨老年护理服务性学习的实施方案及效果曰 方法

在 2011-2013 级护理本科 3 年级 304 名学生中开展老年护理服务性学习课程改革袁2012 级尧2013 级分别与 2011
级进行成绩比较袁及评判性思维能力尧对老年人的态度的自身前后对照曰 结果 2013 级学生成绩提高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2012尧2013 级学生课程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提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2012尧2013 级

学生课程前后对老年人的态度无统计学差异 渊P跃0.05冤曰 结论 服务性学习活动的方案设计要兼顾课程目标和服

务需求曰服务性学习活动的具体实施要强调学校和社区紧密合作曰服务性学习活动的效果保证要依赖教师和学生

积极参与遥
揖关键词铱 老年护理曰服务性学习曰课程改革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the Service-learning
Reform of Geriatric Nursing

Liu Na Wan Wenjie Yang Yunyi Xu Yan
渊Department of Nurs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chnology,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the service-learning Geriatric nursing course, discusses the implementing scheme
and the effect of aged care service-learning; Methods In grade 2011-2013袁which were grade 3 nursing undergradu鄄
ate袁304 students were carried out the aged care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reform, grade 2012 and 2013忆s score was com鄄
pared with 2011 respectively, and their comparison about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ttitude towards the elderly before
and after; Results Grade 2013 students忆 score of theory examination improv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鄄
cant (P < 0.05); The class of 2012, 2013,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s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enhancement, the differ鄄
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class of 2012, 2013, attitude towards the elderly before and aft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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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龄化形势严峻袁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

题引发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袁 社会对老年专科护理的

需求大大增加遥 但是袁由于种种原因袁现阶段的调查研

究显示护理专业本科生对于从事老年护理的职业认同

感不高袁多数不愿从事老年护理工作[1尧2]遥 因此袁在野老年

护理学冶 课程教学中强化培养学生为老年人群提供护

理服务的情感态度尧知识和技能显得尤为重要遥 但是袁
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 野老年护理学冶 教学存在以下不

足院 一是不能很好地解决学生为老年人服务的情感态

度问题曰二是对于一些老年护理中的必要技能袁如沟通

交流尧健康评估尧辅助器具使用等训练不足袁学生缺少

实际应用的经历与体会曰 三是部分老年常见疾病的教

学内容与前期的内外科护理学的内容有一定的交叉重

复袁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袁学习效果不理想遥 为了提高

课程教学效果袁 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技学院护理系自

2013 年起袁 在护理本科 2011耀2013 级本科三年级 304
名学生中开展老年护理服务性学习+讨论式学习的课

程改革袁取得明显成效袁现将课程中服务性学习实施及

效果总结如下遥
1 服务性学习的方案与实施

1.1 服务性学习的概念

20 世纪 60 年代袁 服务性学习 渊Service-learning袁
SL冤起源于美国袁目前在英国尧加拿大尧日本尧新加坡等

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尧香港等地区均有应用遥 关于服务性

学习的概念袁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袁本研究采用美国高

等教育协会 渊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 Education冤
对其的定义[3]院服务性学习是学生通过精心组织的服务

进行学习并获得发展的一种方法曰 这种服务要满足社

区的需要袁与高等教育机构和社区协调安排袁帮助形成

学生的公民责任感袁它必须与学生的学术课程整合袁强
化学术课程袁 并安排结构化的时间让学生来反思服务

经验遥 尽管对于服务性学习的表述各有不同袁但都强调

服务性学习具有以下几个内涵特征院学生的积极参与尧
服务活动的精心组织尧满足社区的实际需要尧学校与社

区的充分合作尧与学术课程整合尧安排结构化的时间让

学生反思等遥
1.2 服务性学习方案

1.2.1 服务性学习的目标

野老年护理学冶服务性学习的目标包含两个部分院
淤 教学目标院护生通过老年护理服务性学习后袁需学会

评估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及生活环境危险因素袁 掌握

老年人常见疾病和常见健康问题的相关知识袁 形成对

老年人的积极态度袁 在适当的情景中运用老年护理技

能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曰于 服务目标院老年人

现存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得到解决袁 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得到满足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遥
1.2.2 服务性学习的时间安排

野老年护理学冶总课时为 40 学时院体验式教学 4 学

时尧理论课 6 学时尧自学讨论课 15 学时尧服务实践课

渊在养老院内完成冤15 学时袁 服务实践课与自学讨论课

交替进行遥
1.2.3 服务性学习的内容

服务性学习的内容有院 老年人常见疾病袁 如高血

压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尧阿尔兹海默病尧抑郁尧
糖尿病尧老年肺炎尧骨质疏松尧骨关节炎尧前列腺增生曰
老年人常见健康问题袁如跌倒尧疼痛尧便秘尧尿失禁与尿

潴留曰教授老年人常用护理技术院测量脉搏尧呼吸训练尧
腹部按摩尧少林十巧手等遥 学生应用护理程序袁对老年

人的常见疾病和健康问题进行护理评估尧 做出护理诊

断尧制定护理计划尧实施护理计划尧评价实施效果遥
1.3 服务性学习的组织实施

1.3.1 研究对象

2011 级 37 名学生为对照组袁年龄 20.63依0.68 岁曰
2012 级 145 名学生为实验组袁 年龄 20.47依0.76 岁曰
2013 级 122 名学生同为实验组袁 年龄为 20.51依0.75
岁遥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年龄尧性别尧生源地尧志愿者经

历尧社区服务经历尧与老人生活经历及从事老年护理工

作意愿等基线资料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渊P跃0.05冤袁具

course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design of service-learning activities needs to give atten鄄
tion to both objective and service requirement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service-learning activities closely em鄄
phasiz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community; The effect of service-learning activities depends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Keywords: geriatric nursing袁service-learning袁 cours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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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比性遥
1.3.2 研究方法

实验组采用上述的服务性学习方案袁 对照组采用

传统教学模式院体验式教学 4 学时袁理论课 24 学时袁实
践课渊养老院完成冤12 学时袁且实践课程全部安排在理

论课结束后遥
1.3.3 评价

1.3.3.1 课程考试

任课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命题袁题型包括单选题尧简
答题及案例分析袁 题目设置涵盖要求学生需掌握的老

年护理知识点袁 卷面成绩能够直接反映学生的知识掌

握情况遥 为保证各级学生成绩的可比性袁理论考试的部

分考点尧分值设置保持一致遥
1.3.3.2 中文版评判性思维能力量表

采用彭美慈等[4]制订的中文版评判性思维能力量

表 渊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
Chinese Version袁CTDI-CV冤 对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进行评价袁测量评判性思维 7 个方面的特质袁包括寻找

真相尧开放思想尧分析能力尧系统化能力尧评判思维的自

信心尧求知欲和认知成熟度遥 共 75 个条目袁采用 Likert
评分方式袁从非常赞同渊1 分冤到非常不赞同渊6 分冤分为

6 个等级袁总分跃280 分表明有正性的评判性思维能力袁
各个特质逸40 分表明在该特质有较强的表现遥 其内容

效度为 0.89袁量表总的 Cronbach忆a 系数为 0.90遥
1.3.3.3 中文版对老年人的态度量表

Kogan忆s Old People Scale 渊KAOP冤是 Kogan 于 1961
年研制袁 用来测量对老年人的情感态度曰20 世纪 80 年

代开始应用于护理专业[5尧6]遥 中文版 KAOP 量表共有 34
条目袁 其中 17 个条目表达对老年人的消极态度曰17 个

条目表达对老年人的积极态度遥 采用 Likert 式评分方

式袁从非常不赞同渊1 分冤到非常赞同渊7 分冤分为 6 个等

级渊无 4 分的条目冤袁分值在 34 -238 之间袁总分越高表

示态度越积极遥 量表总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82袁消
极态度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83袁积极态度的 Cron鄄
bach忆s 琢 系数为 0.81袁具有较好的信效度[7]遥
1.3.3.4 反思日记

课程结束后袁 每位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反思日记

提纲上交一份服务反思日记遥
1.3.4 数据分析方法

量性资料采用 t 检验法袁质性资料采用 Colaizzi 现
象学研究法进行分析袁具体步骤如下[8]院淤 仔细阅读原

始资料曰于 析出有重要意义的表述曰盂 对这些有重要

意义的表述进行编码曰榆 将编码归类袁形成主题曰虞 整

合所得结果袁对研究对象进行详细的描述曰愚 辨别出相

似的观点袁形成结构框架曰余 返回研究对象处求证遥
2 服务性学习的效果

2.1 社会服务

野老年护理学冶服务性学习经过 3 轮的实施与改进袁
共有 304 名学生为 3 家养老院 146 位老年人提供 2966
小时的服务袁服务内容包括健康史采集袁测量血压尧脉
搏尧血糖袁老年人常见疾病与问题的健康宣教袁制作安

全警示标语等遥 老年人表示他们了解了自身的健康状

况袁 如 A 老人院野我的血糖没吃饭的时候 8.3渊mmol/L冤袁
稍微偏高袁血压正常冶曰学会了保健知识袁如 B 老人院野有
几个方面懂了袁 测血压什么的噎噎增加点知识吧噎噎
他们讲的有他们的道理袁我们不懂的袁现在知道了袁血
压在什么范围是正常的袁增加点知识冶曰学会保健技能袁
如 D 老人院野每天都做渊少林十巧手冤噎噎这个效果没那

么快袁要是做了几天就效果好袁就灵光来渊上海话冤噎噎
搭脉教了袁我会搭的袁一般性 70 渊次/min冤袁有时 72 渊次/
min冤噎噎跳的快也不好袁慢也不好噎噎渊腹部按摩冤没
大便的时候做一做冶曰得到心理支持袁如 W 老人院野你们

来袁我们挺欢喜的袁来看看我们老头老太挺亲切的袁家
里的子女也不过这样子噎噎跟子女呆在一起一样袁挺
开心的冶遥 养老院工作人员也对学生的服务表示认可袁
如 Z 工作人员院野你们给我们贴的那种标志嘛袁 都贴上

了袁因为像这种防夹手的这种袁都蛮好袁我们这边也没

有袁下次做的话就根据你们这个版本渊做一些冤袁像这种

门啊袁什么的老人是需要注意的袁防滑尧注意台阶这种

也蛮好袁我们院里本来也有的袁你们又给我们增加了一

些袁蛮好的冶遥
2.2 老年护理学理论知识考核结果

进行 2011 级与 2012 级学生理论成绩的独立样本 t
检验袁结果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见表 1曰进行 2011
级与 2013 级学生理论成绩的独立样本 t 检验袁2013 级

学生成绩提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见表 2遥
2.3 情感态度与评判性思维能力的量性结果

2012 级学生课程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配对 t
检验袁结果显示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提高袁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见表 3曰2013 级学生课程前后评判

性思维能力评分配对 t 检验袁结果显示学生评判性思维

能力提高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见表 4遥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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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标准差 t P
积极态度 -0.462 12.525 -0.444 0.658
消极态度 -0.731 11.278 -0.781 0.436

总分 -1.193 18.685 -0.769 0.443

2011 级渊n=37冤
渊x 依SD冤

2012 级渊n=145冤
渊x 依SD冤 t P

理论考试成绩 66.97依5.60 66.22依8.42 0.65 0.517

表 1 2011和 2012 级课程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2011 级渊n=37冤
渊x 依SD冤

2013 级渊n=122冤
渊x 依SD冤 t P

理论考试成绩 66.97依5.60 69.39依8.59 2.02 0.046

表 2 2011和 2013 级课程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均值 标准差 t P
寻找真相 -1.972 6.279 -3.782 0.000**
开放思想 -2.269 5.883 -4.644 0.000**
分析能力 -1.772 6.437 -3.315 0.001**

系统化能力 -2.386 5.458 -5.264 0.000**
自信心 -1.662 6.156 -3.251 0.001**
求知欲 -2.731 6.743 -4.877 0.000**

认知成熟度 -2.366 6.231 -4.571 0.000**
总分 -15.159 27.332 -6.678 0.000**

表 3 2012 级学生课程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比较

均值 标准差 t P
寻找真相 -0.492 7.015 -0.774 0.440
开放思想 -1.230 5.891 -2.305 0.023**
分析能力 -1.500 6.225 -2.662 0.009**

系统化能力 -1.557 6.028 -2.854 0.005**
自信心 -0.861 6.320 -1.504 0.135
求知欲 -2.344 6.834 -3.789 0.000**

认知成熟度 -1.852 8.598 -2.380 0.019**
总分 -9.836 30.021 -3.619 0.000**

表 4 2013 级学生课程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比较

表 5 2012 级学生课程前后对老年人态度得分比较

均值 标准差 t P
积极态度 -1.410 12.657 -1.230 0.221
消极态度 -0.197 11.628 -0.187 0.852

总分 -1.213 17.005 -0.788 0.432

表 6 2013级学生课程前后对老年人态度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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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生课程前后对老年人态度评分的配对 t 检验袁结果

学生前后测试结果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渊P跃0.05冤袁 见表

5曰2013 级学生课程前后对老年人态度评分评分配对 t
检验袁 结果学生前后测试结果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渊P跃
0.05冤袁见表 6遥
2.4 学生的学习体验

野老年护理学冶服务性学习课程改革给学生带来不

一样的学习体验袁如学生 13院野这一学习方法在之前的

学习中是不曾遇到的袁更多地以我们为主导袁同学间的

相互学习与分享汇报的形式袁这一点是这门课在我看

来最大的亮点之处噎噎这种形式是我非常喜欢的袁作
为学生就应该多方面发展袁而不仅仅是以一种老师教

授学生听讲的形式进行遥 在我们自己搜集资料尧整理

资料尧PPT 制作以及联系老人实际情况的一系列流程

下来袁所收获的知识远远比老师上课讲授来得多袁所记

住的多遥 一种新颖的形式尧一种需要用心学习的课程尧
一个收获颇多的服务性学习袁不仅仅是这门老年护理

学袁我希望能在更多的课程进行一个多样化的设置袁让
我们真正学知识尧掌握知识尧运用知识遥 冶学生并表示

自主学习能力尧沟通交流能力尧团队合作能力及理论联

系实际等方面有所提高曰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也由以

往的漠不关心袁甚至反感袁逐渐变成理解尧关爱和尊重袁
如 F 组学生院野之前觉得老年人比较暴躁尧倔强尧固执袁
去养老院之后觉得老人比较和善袁也很热情冶遥
3 讨论

3.1 服务性学习活动的方案设计要兼顾课程目标和服

务需求

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就是要求学生在完成课程学

习目标的同时为社会提供真实有价值的服务[9]遥 即服

务性学习方案的设计要兼顾课程目标和服务需求袁本
研究中为实现院校-社区的双赢袁采取如下措施院淤 服

务性学习方案设计前期袁任课教师深入服务性学习场

所了解养老院及其老年人的需求曰于 建立教学和服务

双重目标袁加强服务性学习内容与课程教学内容的联

系袁将老年人常见疾病与问题分为 4 个单元袁每个单元

有一次基于自学基础上的讨论袁一次服务性学习袁每个

单元制定课程学习目标尧服务目标袁引导学生带着自学

的问题进行服务袁在服务的实践中发现问题袁解决问

题曰盂 自学讨论课以小班为单位进行袁每次讨论课为 3
学时袁先由学生进行汇报渊2 学时冤袁再由教师进行总结

答疑与重难点内容的讲解渊1 学时冤遥 学生在汇报过程

中反思学习和服务存在的不足袁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

法曰教师则通过学生汇报更加清楚了解学生学习和服

务的情况袁及时给予指导和鼓励曰榆 服务实践课中护理

程序的应用袁能够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和需求袁并评价预

期服务目标的完成情况遥 本研究中服务性学习方案的

设计袁学生学习成绩并未受到影响甚至还有提高袁有效

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知识尧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尧沟通交流

的能力袁培养学生树立为老年人服务的意识曰同时袁为
老年人提供自身疾病的相关知识及护理服务袁提高老

年人生活质量做出贡献遥
3.2 服务性学习活动的具体实施要强调学校和社区紧

密合作

老年人由于机体各器官系统功能退化袁经历着其

他人无法感知的困境遥 而大学生正值青春袁无法体会

由于四肢无力尧身体沉重尧视物模糊尧听力减退尧感知觉

减退等给老年人生活带来的不便[10]遥 为使学生能够真

正感受到老年人机体功能减退对生活的影响袁我系购

置了高龄老年人及中风老年人的模拟体验设备袁在体

验过程中袁由学生分组分别扮演体验者尧催促者尧协助

者尧观察者的角色袁并分享不同角色带来的心理体验遥
更重要的是建立服务性学习基地袁服务性学习的场所

可以是在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袁也可以

到养老机构开展服务活动遥 考虑到我们课程教学的时

间固定袁学校周边为城乡结合部位袁社区居民居住分散

等具体情况袁我们开展服务性学习的场所不适合放在

社区上门服务袁故选择养老机构遥 关于养老机构的选

择袁主要考虑以下几点院淤 就近和交通方便袁节省往返

时间袁保证有效的服务时间曰于 有一定的规模且管理规

范袁愿意合作袁并且能够提供一定的支持和保障遥 盂 有

较强的卫生服务人员的人力配置袁能够与课程教师共

同指导学生遥 根据服务对象的具体纳入标准袁专职老

师在养老院医生的配合下袁筛选服务对象袁并收集老年

人的相关信息遥 养老院与学校合作为学生提供服务的

场所和必要的资源遥 合作中的注意事项包括院淤 及时

有效的沟通曰于 保护老年人隐私袁保证老年人安全曰盂
每次服务时间不宜过长袁保证老年人的休息曰榆 保证学

生教授给老人的医疗保健知识尧技能准确无误遥 学校

和社区的紧密合作袁为优化教学条件提供良好的基础袁
配合教学内容的改革袁让学生走进老年人的生活袁唤起

学生共鸣袁激发学生学习老年护理专业知识的兴趣并

形成对老年人的积极态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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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务性学习活动的效果保证要依赖教师和学生积

极参与

目前袁野老年护理学冶 任课教师主要由三部分人员

组成院一种是资深的护理专业教师袁他们有丰富的临床

护理经验和老年护理教学经验袁 在课程教学中负责理

论讲授尧讨论专题的准备及青年教师的指导曰第二种是

近几年毕业的护理硕士袁有比较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袁
但是缺乏临床护理经验和老年护理教学经验袁 在课程

教学中主要负责学生服务实践的带教与指导曰 第三种

是养老机构工作的医生袁他们有丰富的临床医疗经验袁
对老年人有全面的了解袁略懂护理袁主要负责协助带教

老师指导学生进行服务遥 师资队伍的构建强调专职教

师和兼职教师的优势互补袁在两者的共同指导下袁专业

知识与服务实践结合袁 提升服务实践中学生动手能力

和沟通能力遥
为保证教学任务和服务任务的顺利完成袁 教师需

做到院淤 集体备课院课程组 5 位教师袁2 名高级职称教

师负责讨论专题的准备袁 讨论课正式实施前课程组教

师集体备课袁明确重点和难点袁结合服务性学习过程中

发现的学生对于讨论主题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袁 进行

集体备课曰于 课前学生指导院开课前袁为学生发放叶老年

护理学课程服务性学习指导手册曳袁并讲解课程的具体

安排与要求袁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尧明确学习任务曰盂 筛

选服务对象院制定服务对象纳入标准袁在养老院的配合

下确定服务对象袁了解每位老年人的具体情况曰榆 转变

角色院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尧促进者和

激励者转变曰虞 收集教辅资料院学生自学内容居多袁为
学生获得学习资料提供帮助曰愚 教学效果评估院及时

完成教学资料的收集尧整理和归档袁统计分析袁撰写论

文遥 为调动教师和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袁 采用了如下措

施院淤 为教师提供参加各种学习班袁外派短期出国进

修的机会袁提高其教学水平和理论素养曰于 自学讨论

课尧服务实践课评分成绩纳入期末考核成绩曰盂 设置

优秀服务小组评选等奖励政策曰榆 教师的鼓励与褒奖

增加学生的自信心遥通过以上措施袁保证了服务性学习

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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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价值观是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在职业选择方

面的具体表现袁也就是一个人对职业的认知和态度以及

他对职业目标的追求和向往[1]遥护理职业价值观渊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冤 是指个人对护理职业的认知和态度

以及他对于护理职业目标的追求和向往遥 护理人员的职

业价值观体现在其对护理工作的态度和观点上袁是决定

护理人员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袁具有行为导向性遥多项研

究提示袁护理人员的职业价值观与护士职业满意度[2]尧护
士离职意愿[3]尧职业倦怠[4]等多种因素有关遥良好的护理职

业价值观引导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中热爱岗位袁发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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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动性袁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遥 有学者认为袁护
理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是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扩展

的[5]遥 虽然职业价值观的发展是终生的袁伴随着护士的整

个职业生涯袁然而袁最初对职业价值观有重要影响的阶段

是系统护理教育时期遥可见袁在校期间对护生实施职业价

值观的培养非常重要遥 为了了解目前国内外护理职业价

值观的研究现状并为护理教育的变革提供借鉴袁现对国

内外护理职业价值观研究进展作以下综述遥
1 职业价值观的定义

职业价值观渊professional values/work values冤的研究

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尧七十年代袁虽至今已有四十年左右的

历史袁但其定义仍未统一袁有较多学者均曾对它的定义做

过相关阐述遥 Kluckhohn认为价值观是以人为中心的袁他
定义价值观为院一个既清晰又模糊的概念袁它具有个人和

团队的特色袁影响着人们对行为模式尧行为方式以及行为

结果的选择[6]遥职业价值观的行为导向性已经受到学者的

广泛认可袁它可以影响一个人与他人的交往行为袁影响他

对伙伴的选择袁对就业倾向有着重要作用[7]遥 White 认为

职业价值观为个人的信念袁指导人们的行为[8]遥 它是个人

对自己的描述袁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遥在个体社会化

的过程中袁个人不断将特定的价值观和信念内化袁而内化

的这些价值观和信念构成了他们的道德评判标准袁是他

们最终形成一定思想尧态度尧选择尧决策尧行为和活动的出

发点[9]遥 Rokeach则认为职业价值观为个人如何行事的信

念袁他认为当一个人将价值观内化后袁它会作为外部因素

对其他人的价值观也产生一定影响[10]遥
职业价值观作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袁它存在

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种形式袁它既可以表现为行为本

身袁也可以是促使行为发生的内在动力[7]遥内在价值是指

与个人职业的内在方面相关的部分袁如个人的自我实现

和职业自主权等袁外在价值是职业的工具化尧物质化的

部分袁如薪酬尧职业晋升机会等[11]遥 尽管职业价值观尧护
理职业价值观的定义并未有统一规定袁但学者们对于它

的内涵尧作用和分类等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共识遥
2 护理职业价值观和护理专业价值观的联系与区别

国内研究中的相关概念往往是由国外的单词翻译

而来袁目前国内对于 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 的翻译

有两大类院护理职业价值观和护理专业价值观遥 常丽霞

等[12]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比较袁他们认为职业价值观的对

象是个体袁是人们在专业内涵尧社会环境尧职业环境等因

素综合影响下产生的对于职业的态度和目标倾向曰专业

价值观的对象是整个护理群体袁它所体现的是群体对于

护理专业尧护理学科的信念和态度倾向遥 两者之间也存

在一定相关性袁当个人对护理这个职业抱有正确的职业

目标和态度倾向袁同时接受社会大环境对于护理职业的

各种认知和看法时袁就能从本质上在个人层面形成对护

理职业的认可和坚持袁并且在专业层面上发展并培养合

适的护理专业价值观遥即护生正确的护理职业价值观能

够帮助培养其护理专业价值观袁提高专业稳定性遥
3 护理职业价值观的相关研究

3.1 护理职业价值观的测量工具

职业价值观作为一个情感领域的概念袁 其测量一

直都是研究者们所困扰的问题遥 现有研究中对于职业

价值观的测量也分为两个类型院 以量表为主的量性测

评和以访谈尧观察为主的质性评价遥
3.1.1 一般职业价值观量表

护理研究中袁价值观测量工具可分为一般职业价值

观量表和护理职业价值观量表两类遥在国外的测量工具

中袁Super 于 1985 年构建的价值观量表 渊Work Values
Inventory冤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遥 它是一种普

适性的测量工具袁不针对任何一种特定职业遥 量表包括

了利他主义尧美的追求尧智力激发尧成就满足尧独立自主尧
声望地位尧管理权力尧经济报酬尧社会交际尧安全稳定尧舒
适环境尧人际关系尧追求新意等 13 个维度[13]遥 此外袁Kin鄄
nane 和 Suziedelis 构建的职业动机表 渊Work Motivation
Schedule冤[14]尧Rao TV 与 Pareek V 的职业价值观量表[15]尧
Coetsier 和 Claes 编制的量表[16]都属于一般职业价值观

量表袁都能用于测量护生/护士的职业价值观水平遥
国内学者对于测量工具的研究也很多袁 包括宁维

卫修订的 Super 职业价值观量表渊work values inventory
WVI冤[17]尧吕厚超编制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18]尧Elizur
编制的职业价值观量表[19]尧修订版的 Holland 中国式职

业兴趣量表[20]尧凌文铨编制的职业价值观量表[21]尧张爱

卿编制的叶职业价值观测试曳[22]等袁以上量表都曾被用于

测量护士/护生的职业价值观遥
3.1.2 护理职业价值观量表

随着职业价值观研究的深入袁 学者们认识到职业

价值观应与特定的职业相联系才能真正体现其内涵袁
所有真正的职业都应该有其特定的职业价值观[23]遥研究

者们开始尝试构建适合于护理这个职业的专用价值观

量表遥 目前袁国外学者们常用的护理职业价值观量表由

Weis 和 Schank 以美国护士学会的护士准则为依据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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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袁共包括两个版本遥第一版根据1985 年的护士准则构

建渊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 Scale袁NPVS冤袁涉及 10 个

维度袁44 项条目[24]遥 第二版量表根据美国护士学会 2001
年出台的护士准则构建 渊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
Scale-Revised袁 NPVS-R冤袁 包括 5 个维度袁26 项条目[25]袁
这一版量表也已被土耳其[26]尧中国[27]尧西班牙[28]尧韩国[29]

等国家进行语言转译后广泛使用遥此外袁Eddy 的职业护

理行为测量工具渊The Professional Nursing Behavior In鄄
strument冤也曾被用于测量护士职业价值观袁它包括平

等尧美学尧自由和尊重等四个维度[30]遥还有一些研究者也

通过自制的测量问卷评价护理职业价值观遥
国内的研究者采用的护理人员职业价值观量性测

评工具也多达 10 种遥 其中袁由陈天艳[31]于 2007 年根据

美国 Weis 和 Schank 编制的护士职业价值观量表

渊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 scale-R袁NPVS-R冤 翻译形

成的中文版量表使用最为广泛遥 该量表包括照顾提供袁
行动主义袁责任尧自由尧安全袁信任等 4 个维度袁共 26 项

条目遥 其次袁龚艳艳[32]于 2011 年根据 Weis 和 Schank 的

NPVS-R 翻译成中文版量表袁邓敏娉等根据米尔顿罗克

奇的职业价值观理论系统编制的护士职业价值观量表[33]

等被用于测量护理人员的职业价值观遥
3.2 护理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对象以护士/护生为主

护士和在校护生作为构成护理队伍的重要部分袁
成为了目前国内外护理职业价值观研究的主要对象遥
护理职业价值观的研究也涉及两大类院 淤国内外护生/
护士的职业价值观现状调查曰 于护生/护士的职业价值

观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研究遥 如 Weis 的多项研究

显示袁教育内容的不同导致了在校护生中高年级护生与

低年级护生的职业价值观差异袁而护生和临床护士之间

的职业价值观差异则较多受到实践经验的影响 [34尧35]曰
Fisher[36]对参加副学士学位教育项目尧证书教育项目和

正规学士学位教育项目的刚入学的护生和即将毕业的

护生两类人群进行比较研究袁 结果显示三类教育项目

的护生职业价值观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袁 而证书教育

项目和学士学位教育项目的即将毕业护生群体的职业

价值观水平普遍高于刚入学的护生遥
此外袁国内学者穆欣[37]尧雷岸江[38]尧洪素[39]等也都对

在读护生和在职护士群体的职业价值观做过研究遥
相关性研究中袁 国内外学者都聚焦于职业价值观

与职业满意度[40尧41]尧自我效能感[42]尧职业倦怠[43]尧护士离

职意愿[44]尧就业动机[45]等常见变量间的关联遥 结果提示袁
护理职业价值观与职业满意度尧 自我效能感等呈正相

关袁而与职业倦怠尧离职意愿等呈负相关遥 这些结果对

于临床护理队伍的建设有着重要提示遥
3.3 护理职业价值观培养的研究

护理人员职业价值观的形成贯穿于其一生遥 其中袁
系统的专业教育阶段是培养未来护理人员职业价值观

的关键期遥 价值观教育是帮助护生职业价值观形成的

重要途径遥
个人的价值观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在生活中发展起来

的袁它受到文化尧宗教尧教育和家庭等因素的影响遥 学生进

入护理培训项目时通常带有个人价值观袁 而那些对于护

理职业可能并不合适[46尧47]遥 因此袁学生需要不断的发展自

身的价值观以适应未来职业需求遥有学者认为袁护理学生

的职业价值观是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扩展的[48]遥虽
然职业价值观的发展是终生的袁 伴随着护士的整个职业

生涯袁然而袁最初对职业价值观有重要影响的阶段是基础

护理教育时期遥 职业价值观在护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已

经得到学者的认可袁 但就如何对特定的价值观内容进行

内容设计尧课程安排却仍是问题遥 有学者指出袁实施职业

价值观教育应在护生入学早期袁 最好应于护生接受护理

课程的第一个学期向学生介绍相关概念袁 有利于后续专

业学习遥而教师作为知识的直接传授者袁应熟悉掌握学生

本身的价值观现状袁 针对性地采用合适的方式促使护生

价值观不断往职业方向靠拢[49]遥 同样有学者认为[50]袁最好

的价值观教育途径有院淤 教师作为野角色模范冶身体力行

展示职业价值观遥 于 教师为学生提供正式的尧系统的价

值观课程遥 盂 为学生提供临床实践的机会袁以实际经验

丰富职业价值观遥可见袁护理院校的教师在护生职业价值

观的发展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

发展袁卫生系统的变革也逐渐开始袁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学

者们也希望各国对这一概念逐渐达成共识遥然而袁国内关

于护理教师职业价值观的研究较少遥
4 小结

护理人员职业价值观的发展能够帮助培养其专业

价值观尧加强其专业稳定性遥 近年来袁软课程内容的教

学越来越受到护理届的重视袁 而个人的职业价值观不

仅具有职业行为导向性袁 更能体现其职业态度和职业

目标袁对护生未来职业的选择尧职业的坚持具有重要意

义遥 教师是教育的直接实施者袁同时他们作为护理教育

的三要素之一袁 对护生职业价值观培养过程有重要影

响遥 然而国内目前尚且缺乏此类相关研究袁我们应提倡

重视护理教师职业价值观的研究袁 为护生的情感类软

课程教学提供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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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是老年人群的常见问题之一袁 是威胁老年人

健康和生命的重要原因遥 中国老年人群跌倒发生率为

14.7%~34.0%袁 其中 60%~75%的跌倒可造成不同程度

的继发性损伤[1]遥 跌倒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袁其中平衡能力不足是跌倒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遥 如

何改善平衡功能袁预防老年人跌倒损伤袁提高其生存质

量袁 是目前康复医学和老年医学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

题遥 适当的训练可以提高个体的平衡控制能力袁因此老

老年人平衡功能训练方法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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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平衡功能训练已成为跌倒多因素干预的一部

分遥 本文就适用于老年人平衡功能训练的方法及应用

进展综述遥
1 肌肉力量训练

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肌肉组织发生退行性变化袁
肌力减退是平衡能力下降和步态失稳的一个重要原

因袁尤其是下肢肌力遥 老年人进行肌肉力量训练不仅可

以有效增加肌肉力量和质量袁 对平衡能力和骨密度也

能够产生显著的积极效果遥 以往学者主要通过传统肌

肉力量训练来提高老年人的平衡能力遥 近年来袁核心肌

肉力量训练成为传统肌肉力量训练的发展和补充遥
1.1 传统肌力训练

主要是依据超量恢复原理袁 通过做递增抗阻力量

练习来提高肌肉力量遥 老年人的传统肌肉力量练习具

体形式可以包括举重物尧拉弹力带尧做克服自身体重的

体操如俯卧撑尧仰卧起坐等以及爬楼梯尧搬运等日常体

力劳动[2]遥 Hess 等人[3]对高强度下肢力量训练的干预效

果进行研究袁通过对 13 名平衡功能减退的社区老年人

进行为期 10 周的专业康复理疗仪器训练袁帮助增强被

试者跖屈肌尧股四头肌尧腘绳肌的肌肉力量遥 其研究结

果表明训练后被试者的下肢肌力增强袁 平衡控制能力

提高袁 被试者 Berg 平衡量表得分增加 2.4 分袁野站起-
走冶计时测试总时间减少了 1.3 S遥奥塔戈运动锻炼项目

渊Otago Exercise Programme袁OEP冤将传统肌肉力量训练

与平衡训练相结合袁 该项目由新西兰奥塔戈医学院制

订袁通过使用一定重量的踝带渊最大可达到 4kg冤进行中

等强度的力量训练和平衡练习遥 一系列应用 OEP 锻炼

方案的研究都表明其在提高老年人平衡能力[4]袁预防老

年人跌倒方面有显著效果[5]遥 综上研究表明袁传统肌肉

力量训练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平衡能力袁 但大多数只

对直接参与运动的四肢和表层运动肌群进行训练袁忽
视了核心区域肌群尧深层稳定肌和小肌群的训练袁在整

个力量训练过程中袁身体重心以及各关节尧各肌群都是

处在相对平稳支撑状态下完成身体动作遥 针对这种不

足袁 学者提出了增强人体动作稳定性的核心肌肉力量

训练遥
1.2 核心肌肉力量训练

在传统力量训练的基础上增加不稳定因素袁 主要

针对人体核心肌群进行训练袁 通过增强机体的姿势控

制能力来改善老年人平衡能力遥 核心肌群系人体胸部

的中部到大腿中部袁包括正面尧两侧和后面能够调控人

体重心达到维持躯干平衡稳定的肌肉的统称[6]遥 在进行

核心肌力训练时袁 人体整个系统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运

动链袁以此来克服外界影响人体的重心的稳定性遥 尤其

是不平衡的状态下身体摆动来获得稳定袁 这时就需要

整个身体系统共同参与袁即下肢肌肉收缩尧髋关节的转

动尧上下肢共同完成[6]遥 核心肌力训练的主要形式包括

徒手自身重力练习袁负重练习袁综合器械干预练习袁睁尧
闭眼状态下的站立姿势练习袁振动训练袁悬吊训练袁普
拉提等遥 核心肌力训练常用的辅助器械有瑞士球尧平衡

板尧气垫尧泡沫桶和震动杆等袁以及被试者会在垫子上

完成各种徒手练习遥 在对老年人进行核心肌力训练时袁
应由稳定到不稳定尧由静态到动态尧由徒手到负重来实

施难度增加训练遥 有研究表明袁核心肌力训练能提高老

年人平衡能力[7]袁使用不稳定的装置进行力量训练不仅

可以提高所训练肌群的力量水平和本体感受能力袁还
可以激活核心肌群的参与袁 有效提高整体力量水平和

运动能力袁其效果优于传统肌力训练[6-8]遥
2 本体感觉训练

视觉尧前庭觉尧本体感觉三者在平衡反应中起到重

要的作用袁通常被称为野平衡三联冶遥 本体感觉是肌尧腱尧
关节等运动器官本身在不同状态渊运动或静止冤时产生

的感觉[5]袁包括关节位置觉与关节运动觉遥以往学者在本

体感觉训练提高平衡能力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多关节

及全身进行平衡训练[9]遥本体感觉训练可借助平衡板尧弹
力带尧振动仪器尧平衡训练系统等进行训练遥 本体感觉

神经肌肉易化技术渊proprioceptive neuromuscular facili鄄
tation袁PNF冤是指通过刺激本体感受器来改善和促进肌

肉功能的一种方法袁提高肌肉力量尧灵活度及平衡能力
[10]袁利用运动模式姿势作为载体袁增强有关神经肌肉反

应袁促进相应肌肉收缩渊以强带弱冤袁利用牵张野关节压

缩冶牵引和施加阻力等袁以增加本体感觉的刺激袁促进

功能恢复遥 KyoChulSeo[11尧12]运用 PNF 中的下肢训练模式

对脑卒中患者进行训练袁指导被试者完成膝关节屈曲尧
髋关节的内收外展动作的同时在特制的木质台阶上接

受上下台阶步态训练尧斜坡步态训练袁研究使用 Berg 平

衡量表尧功能伸展测试渊functional reach test袁FRT冤尧计
时起立行走测试渊time up and go test, TUG冤进行平衡功

能的评估遥研究结果表明袁脑卒中患者 PNF 训练后动态

平衡能力增加遥 Mesquita 等人[13]的研究同样表明 PNF
训练能提高老年女性的静态和动态平衡能力遥 张勃等

人[14]采用意大利 Tecnobody 公司生产的 PROKIN 3.0 康

Wan Wenjie Qu Qiang Xu Yan Research Progress on Balance Function Training Methods for the Elderly

42窑 窑



2016 年第 3 期 万文洁 瞿 强 徐 燕 老年人平衡功能训练方法的研究进展

复系统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本体感觉训练 渊包括直

线单足控制尧斜线单足控制尧圆周单足控制 3 种训练程

序冤袁同时结合核心肌力训练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该训练干

预有助于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能力的提高遥 人体姿势

平衡系统的维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本体感受器袁 通过

刺激本体感受器促进平衡功能的恢复袁 能有效地改善

患者的平衡功能预防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而带来的平

衡能力下降的问题袁并且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易掌握袁
方法易控制的特点遥 以往的此类研究多针对平衡功能

障碍患者袁 尚未应用 PNF 技术对正常老年人平衡能力

的影响进行研究遥
3 全身振动平衡训练

属于本体感觉训练中的一种袁 也有学者将其纳入

核心肌力训练遥 振动是一种非生理性机械刺激袁因具有

提高肌力尧改善柔韧性尧关节稳定性尧增强本体感受功

能尧改善运动能力和促进疲劳恢复等作用袁因而被广泛

应用于运动医学领域遥 全身震动平衡训练借助一个能

发送振动的平台袁 平台可被设定为特定且安全的频率

和时间遥 全身振动平衡训练已被多项研究证实可以提

高老年人的平衡功能遥 被试者可采取两种形式院淤 静

态平衡训练袁被试者屈膝站立袁臀部和膝部均弯曲一定

角度渊45 度冤袁两腿间距离相距 20cm遥 于 动态平衡训

练袁即在静态平衡训练的姿势上袁加上下蹲动作训练遥
Tomohiro 等人[15]对老年人进行全身振动平衡训练袁比较

静态和动态振动训练对于老年人平衡能力的影响遥 研

究中对照组渊静态平衡训练组冤全身振动平衡训练频率

为 20Hz袁1 周 2 次袁每次振动时间为 4min遥实验组渊动态

平衡训练组冤 在对照组的基础完成上下蹲动作 20 次遥
训练 6 个月后被试者的静态平衡能力和动态平衡能力

步均有提高袁 动态振动训练组效果优于静态振动训练

组遥 全身震动训练在提高老年人平衡功能方面是一种

安全尧有效尧易于操作的训练方式袁该方法被广泛用于

增强本体感觉功能领域遥 下一步研究学者将把重点放

在探讨不同的振动频率尧强度和时间尧周期对平衡功能

的影响袁以寻找具有最佳效果的振动方案遥
4 认知功能训练

人体或人体的某一部位保持某种特定姿势渊如坐尧
立冤的过程称静态姿势控制袁又称静态平衡遥 身体移动

渊如走或跑冤中的平衡则为动态平衡袁人体在维持身体

平衡时需要认知参与[16]遥 随着年龄增加袁认知能力下降

对老年人平衡能力的削弱已被许多研究证明袁 采用认

知心理学中的双任务范式袁 要求被试同时操作姿势和

认知任务袁研究姿势-认知的相互作用袁已成为一个新

的正在扩展的领域遥 双重任务平衡训练比单项平衡任

务训练能更好地提高老年人的平衡能力遥Patima 等人[17]

考察双任务平衡训练方式训练平衡受损老年人的效

果袁其训练效果可持续 3 个月遥 Larissa[18]对老年痴呆患

者进行双任务姿势-认知训练遥 其中姿势任务包括行

走尧在楼梯上运球尧负重锻炼遥 认知任务包括文字任务尧
减法倒数任务遥 该双任务训练策略要求被试者完成

5min 的预实验和 20min 的有氧运动后袁 进行 35min 的

正式双任务训练遥 上述训练任务共持续 16 周袁 每周 3
次袁 结果表明双任务训练策略能提高老年痴呆患者的

姿势控制能力遥 姿势-认知的共存在每一个体的日常生

活中无处不在袁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较一致地证实了姿

势-认知双任务的相互影响遥 因此双任务训练方式已成

为一个新拓展且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遥 但以往的双任

务姿势-认知研究更多地针对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患

者袁而对健康老年人的研究相对较少遥
5 其他健身项目

上述 4 种平衡训练方法在较大程度上需借助专门

的设备袁 被试者需在医护人员的现场指导下完成相应

的训练遥 基于医疗资源可及性存在一定局限袁安全可靠

并且便于老年人进行的一些健身项目可在社区中开

展袁这些经过研究表明可以提高老年人平衡能力的健身

项目包括有氧运动尧舞蹈尧太极拳等遥太极拳有助于提高

老年人对静态[19]和动态姿势控制[20]的稳定性遥 魏文[21]的
研究发现有氧运动比普通锻炼更能调高老年人的平衡

功能遥 舞蹈作为有氧运动的形式之一袁其预防老年人跌

倒效果的研究较多袁在提高老年人平衡能力方面袁其有

效性也得到了证明[22]遥 Miguel 等人[23]则对太极拳和交际

舞在提高老年人平衡能力方面进行比较袁76 名被试健

康老年人随机分为太极拳组和舞蹈组袁每周训练 3 次袁
每次训练时间为 45~60 分钟袁 坚持训练 1 年后比较两

组老年人的平衡能力遥研究者使用 NeuroCom 平衡训练

仪对被试者进行平衡能力的测评袁研究结果发现袁太极

拳组的老年人在睁眼和闭眼时的静态姿势控制能力高

于舞蹈组袁 舞蹈组的老年人在闭眼单腿站立时静态姿

势控制能力高于太极拳组遥 而在动态平衡方面袁太极组

高于舞蹈组遥 总的来说袁这些适合老年人并且便于实施

的健身项目在提高老年人平衡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作

用袁但较之专业的平衡训练项目袁其效果是否不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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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缺乏针对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遥
6 小结

目前我国已进入老年型社会袁预计到 2025 年我国

将成为野超老年型国家冶遥
为减少老年残疾袁实现健康老龄化袁提高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袁 科学的老年康复医学和康复护理具有重要

意义遥 跌倒是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袁且致残致死率高遥 近年来国内外致力于探索多学科

多模式团队合作的方法来降低患者跌倒率遥 当前形势

对护理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袁 不仅限于老年人防跌倒

护理措施的实施袁 思考如何为老年人提供合理有效的

老年康复护理策略势在必行遥
综上所述袁肌肉力量训练尧本体感觉训练尧全身振动

平衡训练尧认知-姿势双重任务平衡训练尧健身项目训练

对于老年人平衡能力的提升均有积极意义遥不同的训练

方法从肌肉力量尧本体感觉尧认知等角度进行训练以提

高老年人的平衡能力遥这些训练项目大部分需要被试者

在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完成袁而国内康复治疗师的人力

配备较之国外存在一定的差距袁另结合我国养老模式及

医院的软硬件配备的现状袁对老年康复护理人才的培养

提出了要求遥 护理人员需要在多学科团队合作模式下袁
思考如何选择合适的个性化平衡功能训练袁如何提高训

练项目的趣味性袁同时又能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尧雾霾

天气增加的情况下提供更安全有效的健身方式来满足

健康及特定疾病渊帕金森尧阿尔兹海默症尧脑卒中等冤两
类老年人群的平衡能力训练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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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袁 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

为主要临床特征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遥 抑郁症因其

高患病率尧高复发率尧高致残率和高自杀率袁目前已成

为世界第三大负担疾病遥 据世界卫生组织渊WHO冤发表

的叶世界卫生报告曳显示袁到 2020 年袁抑郁症将可能成

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疾病遥 因此抑郁症不仅

是一种疾病袁更一个社会公共问题袁它严重影响患者和

亲属的生活质量袁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遥 虽然随着

宣传力度的加大袁 大众对抑郁症的知晓率有了一定提

升袁但其治疗率依旧很低袁仅 5%[1]遥 公众对抑郁症的认

知不足直接导致了抑郁症患者不能得到及时尧 专业的

治疗袁疾病进一步发展袁甚至采取自杀行为袁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伤痛遥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医务工作者尧普通居

民及抑郁症患者本身这三类人群对抑郁症的知识和态

度的研究袁试图了解不同人群对抑郁症的认知情况袁以
期为后续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遥
1 不同人群对抑郁症的态度

1.1 非精神科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的态度

非精神科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的态度调查主要集中

在社区医生这一人群遥 吴海苏等[2]通过对 157 名社区医

生的调查显示袁 社区医生对老年抑郁症认识不足袁70%
以上的社区医生认为患者夸大了他们的症状袁 并且有

55%的社区医生认为应该先治疗躯体疾病袁再治疗抑郁

症遥 而对杭州市社区医生的调查结果表明袁社区医生对

抑郁症有一定的认识袁 大部分人认为就诊患者中有抑

郁症状者在不断增加遥 但与此同时袁由于对抑郁症的病

因学机制尧治疗等很少接受系统培训袁大多数社区全科

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和治疗的信心并不高[3]遥
1.2 普通居民对抑郁症的态度

国内居民对抑郁症的知晓率较高袁 但对其治疗的

态度仍存在一定误区遥 一项在杭州城区的大样本调查

显示袁大部分受访者认同抑郁症是一种疾病渊62.8豫冤袁
每个人都可能患抑郁症渊62.1豫冤袁患病后需要获得外界

帮助渊91.0豫冤袁但只有 34.7豫认为抑郁症患者需要接受

专业治疗袁 过半数受访者愿意选择自助方式或求助亲

友袁而对专业医疗帮助的认可率相对最低[4]遥 在长沙尧西
安尧无锡三地的调查显示袁城市居民对包括抑郁症在内

的精神疾病态度不如精神病患家属积极袁 均是中立偏

积极态度[5]遥 王砚华等对 582 名天津城市居民的调查结

果表明袁 天津市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的知晓率较高袁为
76.4%袁并且意识到其自杀的危险性遥在治疗方面, 无论

是在主动选择治疗, 或是对治疗效果的预期上, 公众都

更倾向于认同药物治疗袁但仍有 29.2%的人认为抑郁症

不治疗也会痊愈[6]遥 张晓等调查了广西邮政快递人员抑

郁障碍相关知识及态度袁57. 8% 的调查对象能准确识

别抑郁障碍病例袁 但调查对象对非专业求助的认同度

高于对专业求助的认同度袁 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抑郁障

碍的态度更积极尧病耻感也较少袁且能正确识别抑郁障

碍的人也更倾向于不歧视抑郁障碍患者[7]遥
1.3 抑郁症患者对疾病的态度

吕扬在老年抑郁症患者疾病治疗态度及服药信念

的初步研究中得出袁92.7%的老年患者均非常同意或同

意抑郁症确实是一种疾病袁然而有 24.0%患者表示不确

定或不认同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遥 老年抑郁症患者

在认可抗抑郁药疗效的同时袁 表现出对于药物副反应

和成瘾的顾虑袁且抱有早日停药的期望[8]遥
2 不同人群对抑郁症知识的知晓情况

2.1 非精神科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知识的知晓情况

2.1.1 社区医生对抑郁症知识的知晓情况

社区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高袁 对抑郁症的症

状不能准确描述遥 程嘉调查了北京市社区医务人员精

神卫生知识知晓度袁 结果显示在所有被调查的精神疾

病中袁抑郁症的识别处理正确率最低袁非精神卫生医务

人员为 55.3%袁精神病防治医务人员为 68.2%袁低于精

神分裂症尧双向情感障碍和强迫症[9]遥 而另一项涉及三

个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调查显示袁 三城市的综合医院和

初级医疗机构的非精神科专业医务人员对抑郁症三大

核心症状项目回答正确率总体仅为 24%[10]遥 从上海市

和深圳市对社区医生的调查中发现袁 近年来社区医生

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已有了大幅度提高袁 并且更倾向于

将病人转诊到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2尧11]遥
2.1.2 综合性医院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知识的知晓情况

总体而言袁 综合性医院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知识的

知晓率较低袁不及社区医生遥 姜杨等[12]在浙江省四家三

甲医院的护士中进行了调查袁 结果表明护士对抑郁症

的知晓率偏低袁 如慢性病伴发抑郁障碍的知晓率为

33.5%尧抑郁症出现睡眠障碍的知晓率为 17.8%尧首次

发作维持用药时间的知晓率为 10.6%遥陈健对 181 名护

士的调查结果则更加不容乐观袁仅 4 人渊2.26%冤能识别

CCMD-3 列出的 9 项抑郁症常见症状[13]袁而这一调查

在医生中的数据是 1.96%[14]遥 北京市护士抑郁症相关知

识和态度的调查研究显示袁447 名护士对抑郁症的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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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43.02%袁且非精神科护士明显低于精神科护士[15]遥
罗小阳等[16]采用案例调查表的方式袁让受访者根据 100
余字的病情介绍回答抑郁症的诊断尧治疗尧原因和预后

等相关知识遥 结果仅 54.5%的医生能准确识别为抑郁

症曰在治疗方面袁90. 6%的受访者认为患者需要接受专

业帮助袁且大多数认为精神科医师尧临床心理治疗师及

亲密家人和朋友的帮助等对患者有益袁 这应该是一个

正性的认识袁 表明综合医院的医师多数认可抑郁障碍

需要专业帮助袁 但还是有约半数人并不认为 野求神拜

佛袁请法师冶以及野自己单独处理问题冶对患者有害袁这
显然是对抑郁症治疗认知上的误区遥
2.2 普通居民对抑郁症知识的知晓情况

普通居民对于抑郁症识别尧防治知识尚存在欠缺袁
特别是抑郁症发病因素尧临床表现和预防袁急需加强宣

传教育遥一项在北京市某社区的调查显示袁仅有 2.8%的

被调查者能够正确选择抑郁症发病的所有相关因素曰
而对于抑郁的临床表现袁 无一人完整选择所有正确选

项曰有 62.4%对抑郁的临床表现存在错误的认识袁将抑

郁症的临床表现和精神分裂症相混淆曰在预防方面袁仅
有 8.5%的人能够全面地认识哪些做法能有助于预防抑

郁[17]遥 邓秀良以典型的抑郁症个案作为案例描述袁以问

卷调查形式在深圳市宝安区劳务工中调查其对抑郁症

的认识和相关知识的了解袁 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抑郁

症案例的正确识别率为 42.0%袁大部分人将抑郁症误认

为是压力过大尧神经衰弱尧想不开等等[18]遥
杨清艳等将调查的范围扩展到了农村居民袁 在调

查的 1007 名渊城市 503 人袁农村 504 人冤城乡居民中袁
仅 67%听说过抑郁症袁 且有 20%的人认为抑郁症不必

治疗也可能痊愈[19]遥而通过对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对比研

究发现袁 农村居民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常见精神疾病

的知晓情况不如城市居民遥孙霞等[20]对天津市区和山东

莱芜农村的居民进行了入户调查袁 结果显示听说过抑

郁症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分别占 75.9%和 34.6%袁认为患

抑郁症是疯子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分别占 8.1%和

20.2%遥
2.3 抑郁症患者对抑郁症知识的知晓情况

关于抑郁症患者对抑郁症知识的调查较为鲜见袁
仅有的两篇报道均表明抑郁症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

知晓情况不太理想遥黄亚林[21]采用自制问卷对某心理卫

生中心 118 例抑郁症患者进行了调查袁结果发现袁抑郁

症住院患者对抑郁症相关知识得分水平总体较低遥 其

中知识缺乏的条目主要集中在持续用药时间尧 应对药

物不良反应尧心理治疗的作用等方面袁此外对于早期症

状识别尧 最危险的表现等表示不了解的比例也超过了

1/3遥赵振海的研究也显示袁抑郁症患者对抑郁症是一种

精神疾病尧需要吃药治疗尧可以有躯体不适的知晓率较

高曰对抑郁症的病因尧具体临床表现尧治愈后还需要坚

持服药治疗及抑郁症的危险性知晓率较低[22]遥
3 国外关于抑郁症态度和知识的研究

3.1 国外医务人员对抑郁症态度和知识

由于地区的差异袁 国外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的态度

和知识也存在差异袁总体而言袁高收入国家医务人员对

抑郁症持更好的态度袁 同时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更

高遥 Haddad 汇总了欧洲 12 项共涉及 1543 名全科医生

和 984 名护士的研究结果袁 欧洲大陆的全科医生对于

抑郁症治疗的态度比英国的全科医生更积极袁 护士比

全科医生更欢迎心理治疗[23]遥而另一项在欧洲九国的调

查显示袁相对精神治疗师和医生而言袁社区推进者渊药
剂师尧警察尧教师尧牧师等冤和护士对抑郁症患者和抗抑

郁药物的态度更消极遥 且助理护士明显低于注册护士袁
是所有被调查人群中态度最消极且知识最狭窄的 [24]遥
Neury 在巴西调查了 78 名基层医务工作者袁42%的医

生认为很难区别患者是一般的心情不佳还是需要治疗

的抑郁障碍袁大部分医生会让需要抗抑郁药物或心理治

疗患者咨询专业心理医生[25]遥 一项在印度的调查显示袁
大部分社区卫生工作者识别抑郁症存在困难袁 甚至有

大量被调查者表示从未听说抑郁症或者认为抑郁症是

神的惩罚[26]遥
3.2 国外普通居民对抑郁症态度和知识

欧洲普通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识别率较高袁 甚至高

于我国的社区医生[16]遥 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袁普通

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识别率已经超过了 75%[27]袁而这一数

据在葡萄牙的调查结果是 67.1%[28]遥 而在马来西亚的调

查显示袁超过 1/3 的受访者表示抑郁是一种正常的医学

现象袁并且相信它可以自愈[29]遥对于抑郁症袁普通居民均

更愿意推荐非专业化的治疗方式袁 如参加社会活动和

体育锻炼袁改变生活方式等遥 瑞典最新调查发现袁公众

首选推荐抑郁症患者接受精神科专业治疗的比例为

22.5%[30]遥 大众普遍对精神药物和电抽搐治疗持负面态

度袁大众普遍认可躯体疾病需要药物治疗袁但不认可精

神疾病需要药物治疗[25]遥而拒绝的理由最常见的是对药

物不良反应的担忧袁如依赖性或大脑损伤袁或认为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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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症而不是对因治疗[31]遥
综上袁目前在国内袁不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普通居民

对抑郁症的知晓率较以往有了较大提高袁 即大众普遍

听说过抑郁症袁并知晓其是一种精神疾病遥 但对于抑郁

症的治疗普通居民还存在一定误区袁 仍有不少人认为

抑郁症即使不治疗仍旧可以痊愈或者倾向于自助及求

助亲友袁而不选择求助专业精神科医生遥 总体而言袁国
内非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的相关知识知晓率较低袁体
现在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高袁甚至不及国外普通居民袁

而国内居民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则更低遥 因此笔者认为

今后对抑郁症的工作重点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院 淤 加

强对社区医生及其他医疗机构非精神科医务人员对抑

郁症知识的了解袁尤其是抑郁症早期的临床表现袁以提

高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的识别处理能力及转诊意识袁使
抑郁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诊断和系统治疗遥 于 引导普

通居民正确认识抑郁症袁提高抑郁症发生的警觉性袁同
时通过社区媒介的宣传袁 让普通居民更加认可专业求

助袁以便在抑郁症发生时能得到及早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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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约有 20 亿人口正在遭受尿失禁的困扰[1]遥
尿失禁渊urinary incontinence, UI冤是影响女性身心健康

的一个全球性健康问题遥 国际尿控协会渊International
Continence Society袁ICS冤将尿失禁定义为野任何尿液不

自主地流出冶袁可分为压力性尿失禁尧急迫性尿失禁及

混合性尿失禁[2]遥 其高发年龄为 45耀55 岁[3尧4]袁是中老年

人常见病之一袁 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威胁成年女

性身心健康的 5 种主要慢性疾病之一[5尧6]遥 国内外文献

报道尿失禁患病率美国为 2%~46%[7]袁英国 34%[8]袁挪威

8%~32%[3]西班牙 34.9%[9]袁德国 15%[10]袁日本 10%[11]袁中
国台湾地区为 53.1%[12]遥 2007 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刘

春燕[13]进行的大规模尿失禁流行病学调查报道袁我国成

作者简介院 顾斐斐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护理系袁助教遥 电子邮箱院gufeifei910@163.com
基金项目院 本文系 2014 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野上海市某社区中老年女性盆底肌健康状况及认知行为现状调查冶渊课题编

号院ZZssy14027冤研究成果之一遥

我国女性尿失禁发病现状及其对护理的启示

顾斐斐
渊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护理系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本文从发病率尧疾病认知尧生活质量等方面综述了我国女性尿失禁发病特征袁分析护理领域的应对

措施遥 加强对尿失禁的社区健康教育尧专科人才队伍培养以及尿失禁护理的学术研究工作袁有利于改变女性尿失禁

现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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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女性尿失禁发生率达 30.9%遥

本文将在国内女性尿失禁流行病学相关文献综述

的基础上袁提出对失禁护理的启示遥
1 我国女性尿失禁患者发病现况

1.1 我国女性尿失禁发病率较高

文献报道我国不同地区成年女性尿失禁发病率各

异遥 国内关于女性尿失禁的流行病学调查报道从 2000
年起逐渐开始增多袁研究方法较为统一袁调查规模大小

不一尧地域分布广泛袁但尿失禁患病率均较高遥
文献显示袁 我国成年女性尿失禁流行病学调查范

围涉及人群院东北尧西北尧华北尧华东尧华南尧华中尧西南

七大地区共计样本量约 89842 例袁详见表 1遥 目前未见

浙江尧广西尧海南尧江西尧天津尧内蒙古尧宁夏尧青海尧陕
西尧贵州尧西藏尧黑龙江渊台尧港尧澳地区未纳入冤地区的

女性尿失禁大规模流行病学报道遥
综合研究结果袁笔者发现院淤 我国成年女性尿失禁的

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袁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袁城
市还是乡村袁 尿失禁作为一个严重影响妇女健康的问题

普遍存在遥 于 年龄≧60岁的老年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高

于平均水平袁并且有调查显示袁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呈

不断上升的态势遥 复旦大学张玲华[28]调查显示袁在 60岁及

以上的老年女性中袁60~74 岁年轻老年人尧75~89 岁老年

人尧90 岁以上长寿老年人的尿失禁患病率分别为 20.5%尧
27.3%尧33.3%袁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的现象在中国

协和医科大学刘春燕[13]的研究报告中也得到证实遥 盂 对

于我国成年女性尿失禁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已初具规

模袁 但是仍然缺少覆盖全国范围的系统全面的女性尿失

禁发病的权威数据袁对尿失禁的防治工作存在不利影响遥

调查地区 调查省份 样本总量 文献数量
UI患病率

成年女性 老年女性

东北 吉尧辽 约 5486 例 2 约 30.9%[14] /
西北 甘尧新 约 11200 例 3 约 23.6%[15] 59.4%[16]

华北 京尧冀尧晋 约 23950 例 8 34.43%~47.9%[17-20] 23.6%[21]

华东 鲁尧皖尧苏尧沪尧闽 约 24318 例 8 12.3%~38.78%[22-27] 12.17%~51.1%[25尧27尧28]

华南 粤 约 12111 例 5 29.85%[29] /
华中 豫尧鄂尧湘 5107 例 5 13.82%[30] 17.58%[31]*
西南 川尧渝尧云 约 7670 例 4 16.84%~46.1%[32尧33] 39.5%渊中老年冤[34]

表 1 我国渊台港澳地区除外冤各地区成年女性尿失禁调查流行病学特征

* 该数值指 40-55 岁女性袁/指数据缺失

1.2 我国女性尿失禁患者的疾病认知不足

伴随着全国乃至全球较高的女性尿失禁发病率袁
研究者们却发现患者对该病认知普遍存在不足遥 疾病

认知渊illness perceptions/awareness/cognition冤的相关研

究最早起源于 1960 年代袁主要指当疾病或健康受到威

胁的情况下袁 如何通过个体的认知评价及对疾病的情

绪表述袁决定着个体不同的心理行为反应和应对袁进而

影响疾病的康复[35]遥国内关于尿失禁患者疾病认知的文

献[36尧37]较少袁但调查结果均显示患者对尿失禁认知水平

普遍较低袁盆底肌锻炼知识尤为缺乏袁患者需要专业的

健康教育尧情感支持和社区干预遥 而疾病认知不足是直

接导致我国女性尿失禁患者出现不良求医行为尧 就诊

率低下及应对方式消极的重要原因遥
1.2.1 我国女性尿失禁患者求医行为较差尧就诊率低下

求医行为渊treatment seeking behavior冤是指当患者

察觉到身体异样到寻求医疗照护以达到缓解病情及治

愈的过程[38]遥 目前国内外报道多显示袁女性尿失禁患者

求医行为较差袁存在全球范围的诊治滞后现象袁求医行

为现状不容乐观遥 国内一项调查显示袁 某城市仅有

22.13%的尿失禁患者有过求医行为袁 患者求医意向较

低[39]遥 求医行为差的另一表现是就诊率低袁一项调查显

示女性尿失禁患者的就诊率为 18.11%[40]遥 牛丽华[19]等
调查报道北京某社区尿失禁总体就诊率为 32.4%袁尤其

中度和重度尿失禁的就诊率仅为 41.1%袁而轻度尿失禁

患者就诊率可达 70.7%遥
目前袁关于女性尿失禁患者就医行为差原因袁相关

研究不多袁 仅有 2 篇文献详细探讨了导致女性尿失禁

患者求医行为差的原因遥 泰山医学院麻彦等[41]通过对

Gu Feifei Enlightenments of Nursing from the Status of Female Urinary Incontinence Pati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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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女性尿失禁患者的质性访谈袁 归纳出患者求医行

为差的四大原因院淤 对尿失禁的认知不足曰于 疾病羞

耻感曰盂 家庭支持不足曰榆 尿失禁知识的来源非专业遥
1.2.2 我国女性尿失禁患者的应对方式较为消极

女性尿失禁患者求医行为差尧 就诊率低下现象同

时也反映了其应对方式消极遥 应对方式又称应对策略袁
是指人们为应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而

采取的方法尧手段或策略[42]袁不同的应对方式可对患者

造成不同的身心健康结局遥李静静等[43]对社区女性尿失

禁患者的应对方式的调查发现袁 患者较少采用自行购

买非处方药物或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药物治疗等治疗性

应对袁而普遍存在避免参加社交活动或体育锻炼尧避免

或减少外出尧限制饮水量等预防性应对方式袁另外也有

不少患者偏向勤换内裤尧使用尿垫尧在无尿意情况下频

繁如厕等掩饰性应对方式遥王莉等[44]研究显示老年女性

尿失禁患者多数采取回避和屈服的应对方式袁 而非面

对的应对方式遥 但患者的应对方式还是存在差异袁不同

年龄尧文化程度尧经济状况和尿失禁认知水平的老年女

性尿失禁患者采取的应对方式有所不同[45]遥
1.3 我国女性尿失禁患者的生活质量较差

生活质量是指个体在所生活的文化价值体系中袁
对自己的目标尧期望尧标准及所关注事情的感受程度袁
包括生理健康尧心理状态尧独立程度尧社会关系尧个人信

念及环境六个领域[46]遥女性尿失禁患者的低疾病认知水

平袁影响了患者的及时就医与有效治疗曰同时袁不正确

的疾病认知也会使患者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尧 消极应

对行为和负面情绪遥 这些因素会从生理尧心理等不同维

度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袁造成该类患者生活质量下降遥
Wan 等[47]调查成年尿失禁人群袁其中 88.8%认为尿

失禁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有中度影响袁11.2%达重度影

响遥 谢瑶洁等[48]发现尿失禁患者的生活质量在生理功

能尧生理职能尧躯体疼痛尧总体健康尧社会功能尧情感职

能尧精神健康六个维度均低于常人遥 王建六[49]等分析认

为尿失禁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袁 限制了患者的人际交

往袁使患者产生自卑与情绪沮丧尧食欲尧性欲低下等身

心障碍袁甚至会产生轻生倾向袁部分患者由于难言之隐

而拖延诊治遥
2 启示

2.1 重视发挥护理人员在改变患者疾病认知方面的作用

针对我国女性尿失禁发病率高尧疾病认知水平低尧
患者生活质量较差的现状特点袁 必须把健康教育放到

重中之重的地位袁 充分发挥护理人员作为女性尿失禁

健康教育主力军的职责袁 大力发展健全社区尿失禁健

康教育遥 首先袁社区护理人员应该针对社区女性居民袁
普及尿失禁预防和筛查尧尿失禁危害尧诊断和治疗相关

的知识袁提高对尿失禁的认知水平曰其次袁对于高危人

群袁进行疾病基础知识如危险因素尧病因尧症状尧产生的

影响尧预防尧治疗尧自我管理尧盆底功能训练等的宣教袁
针对性地组织筛查尧盆底肌锻炼指导曰而对于罹患尿失

禁的患者袁开展针对性的教育袁包括药物治疗尧围手术

期指导尧功能锻炼与康复等袁要特别重视心理支持与疏

导袁必要时邀请专业人员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遥 可以借

鉴国外的做法袁联合医院和社区专业人员袁建立多学科

团队袁开展如下工作院淤 定期组织社区女性居民聆听失

禁专业讲座尧举办失禁科普讲堂曰于 制作简单易懂的图

文结合宣传手册袁或录制失禁宣传视频袁使居民能够回

家后随时多次观看曰盂 使用野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问

卷渊ICIQ冤冶等专业问卷袁每年到社区开展尿失禁筛查评

估工作曰榆 组织失禁心理照护团体袁重点关注那些病耻

感 [50]较重的尿失禁患者 [51]袁通过同伴教育改变自卑心

理袁使之能够正确积极地应对尿失禁的发生曰虞 结合移

动护理技术袁开发尿失禁健康教育信息平台袁定期推送

失禁相关知识至社区居民遥
2.2 加强尿失禁专科护理实践和人才培养

尿失禁是全球性健康问题袁 许多发达国家的尿失

禁发病率也居高不下袁失禁专科护士也应运而生遥以美

国为例袁野美国伤口造口失禁护士协会冶渊Wound, Osto鄄
my and Continence Nurses Society, WOCNS冤 是统一培

训尧 管理伤口造口失禁护士的专业学术组织袁 共有伤

口尧造口尧失禁 3 个专业遥该组织负责认定野持证伤口造

口失禁专科护士冶渊Certificated Wound Ostomy and Con鄄
tinence Nurses, CWOCN冤袁其培训课程的内容分别为伤

口护理 40%尧造口护理 30%尧失禁护理 15%以及专业

发展 15%[52]遥 在美国袁许多州立大学均设立了伤口造口

失禁渊WOC冤培训项目袁学员必须是学士及以上学历袁
并有 5 年及以上临床工作经验的注册护士[53]遥 培训材

料为 WOCNS 统一标准的 WOC 护理教材袁教学方式以

学员自习为主袁 设置集中授课 1 周尧 医院实践 3耀4 个

月遥 理论授课教师均为经验丰富的 CWOCN袁不同教师

负责 1耀2 个专题袁授课方式丰富多样袁包括传统课堂教

学尧分组练习尧角色扮演尧工作坊等遥在完成理论学习和

医院实践后袁 才能参加网上考试袁 通过者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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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OCN 证书袁方能独立进行 WOC 工作遥 如此严格规

范的考核认证体系袁 值得我国失禁专科护理人才培养

的借鉴遥
我国 WOCN 人才培养与美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遥

国内 WOC 专科护理起步较晚袁 始于 1993 年袁2003 年

中华护理学会成立造口-伤口-失禁专委会袁 负责定期

举办 WOC 专科护理学术交流会议袁2010 年国内第一

所国际 WOC 培训学校在四川华西医院成立袁发展至今

有 8 所培训学校遥 学校课程设置参考国外但具体安排

自行决定袁无统一课程设置和教材遥 另外袁在学历要求尧
脱产学习和临床实践时间尧 授课和带教老师来源及其

教学方式等方面也不尽相同[54]遥 因此袁我国 WOCN 专科

人才队伍的建设应尤其注重院 淤 临床护士继续教育方

面袁中华护理学会造口-伤口-失禁专委会牵头袁带领各

地方护理学会下属造口-伤口-失禁学组袁 联合各培训

学校袁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袁形成统一的专科护士准入

标准尧培训教材尧授课教师选取标准袁完善资格认定制

度袁促进相关法律法规遥 于 学校教育方面袁培养高端失

禁护理专门人才袁自 2010 年国家教育部批准开设专业

学位护理研究生教育后袁山东大学尧中山大学等护理学

院先后设置 WOC 专科护理专业[55]袁今后应在各护理院

校逐步增加 WOC 专业学位护理研究生的培养袁 并将

WOCN 培训与认证纳入毕业考核中袁 以促进我国失禁

护理的专科发展水平遥
2.3 加强尿失禁护理的学术研究工作

女性尿失禁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袁石
婧等 [56]分析了 2006-2015 年 PubMed 数据库收录的老

年人尿失禁文献袁 结果显示老年人尿失禁研究热点主

要包括 5 个方面院 外科手术治疗方法尧 病理生理学机

制尧流行病学研究尧护理与药物治疗遥其中袁老年人尿失

禁的护理研究热点包括术前术后护理方法尧 并发症护

理尧盆底肌膀胱训练等方法的护理以及心理护理遥而每

年大约有 70 篇左右与尿失禁护理相关的文献在国内

期刊发表袁虽然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期刊发表类似袁但
就研究的范围尧深度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言袁都存在

较多不足袁导致研究缺少系统性袁研究成果难以转化应

用遥 建议未来的相关护理研究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向

重点突破院淤 流行病学相关的调查袁进一步丰富完善

我国成年女性尿失禁发病数据信息曰于 尿失禁患者自

我管理方法的研究袁尤其是老年患者的居家自我照护曰
盂 尿失禁患者心理护理干预性研究曰 榆 尿失禁专科

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与探讨曰虞 尿失禁患者的健

康教育模式与效果研究曰愚 尿失禁专科护理理论与技

术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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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一直被认为是护理的本质及一种无形的存

在袁也是护理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素质遥 对学生进行人

文关怀教育袁培养他们的关怀能力袁首先必须了解关怀

行为的影响因素遥 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分析影

响护生关怀行为的因素袁 为护生关怀能力的教育与培

养提供依据遥
1 关怀与护生关怀行为的内涵

1.1 关怀的意义

护生关怀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何妍蓉
渊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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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第一位研究关怀的护理学家 Leininger 认为护

理的本质是关怀袁关怀是护理的中心思想[1]遥
Watson 于 1975-1979 年发展出涵盖十个照护因素

的人性化关怀照护理论渊human caring theory冤之大范围

理论渊grand theory冤袁并将关怀照护的行为区分为表达

性活动渊expressive activity冤及操作性活动渊instrumental
activity冤遥 Watson 指出袁如果护理教育过于着重专业知

识及技术的层面袁 即使教师教会学生所有的规则与步

骤袁这些知识终将被淘汰袁因此应该加强教育学生的人

文知识层面袁关怀是护理的核心遥
Swanson 则于 1991 年提出涵盖五个照护过程的关

怀照护理论之中范围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袁他强调

野关怀照护冶 是一种与他人价值观互动的照护方式袁它
让个体感受到委托与责任[2]遥

Nel窑Noddings 的关怀伦理学和关怀教育思想注重

关怀的情感尧 情境与关系遥 她强调关怀者以开放的态

度袁表达对被关怀者的情感袁这之间涉及关怀者的关注

度与换位思考遥 更重要的是袁关怀者不能只在乎自己的

作为或付出袁更要有来自被关怀者的反应[3]遥
Hsieh 等将关怀诠释为关怀照护袁 在护理领域中袁

关怀照护概念涵盖心理社会层面与关怀照护行为两个

层面袁是一种思想与行为的具体表现[4]遥
综上袁关怀是护理的核心与精髓遥 关怀是存在于人

与人间互动的一种动态关系袁在合乎道德规范尧不伤害

个案的情况下袁所流露的真诚助人行为遥 对于关怀的认

识袁因不同的情境有着不同的操作定义袁而有不同的认

知与行为遥
1.2 护生关怀行为的表现

在 PUBMED尧ELSEVIER尧EBSCO尧SPRINGER 等数

据库以 caring尧nursing student尧measurement尧scale 等为

检索词袁运用直接法和追溯法进行文献检索袁共获得 11
种国内外护生关怀行为的测评工具遥 这些量表主要基

于 Watson 关怀理论的十个照护因素设计: 淤 形成人

性要利他主义价值体系曰 于 护士在护理实践中为患者

灌输信心与希望曰 盂 培养对自己及他人的敏感性曰榆
发展助人要信赖的关系曰虞 增进并接受正尧负向感受的

表达曰愚 护士使用系统科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决策曰
舆 增进人际间教学的互动关系曰余 提供支持性尧保护性

及纠正性的心理尧生理尧社会文化及精神的环境曰俞 协

助满足人的需要曰逾 允许存在现象的力量[2]遥
台湾学者 Lin 考虑台湾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袁提出一

个包括三个构面的护理关怀内涵院 淤 帮助病人渡过疾

病不平顺的过程曰于 病人权益的维护曰盂 了解病人遥并

以此三个维度建立关怀行为量表渊caring behaviors scale,
CBS冤袁用来测量台湾护理学生的关怀行为表现[5]遥

Ava 等通过开展护生关怀行为的测量和模型构建研

究袁发现关怀行为是护生关怀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遥护生

与护理教师之间关怀和非关怀行为也存在相关性 [6]遥
Carolyn 等在验证管理关怀行为的开发与初始模型中提

出一种有效的管理护生关怀行为袁即使用教育尧护理尧
组织的支持这三个维度去开发其互补的领域[7]遥 Gergis
在发展心理评估工具来衡量医学生的关爱行为研究中

提出医学生的关怀行为是可以使用测量工具来进行测

量的遥 将测量工具纳入本科医学教育和医疗专业人员

培训袁 可以帮助促进病人和他们家属感知临床医学生

关怀行为的质量[8]遥
护生的关怀行为的表现因护生本身的文化尧 所处

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呈现不同遥
2 护生关怀行为的影响因素

关于护生关怀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袁 最早源于美

国袁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遥 综合大

量文献资料袁以护生个体因素作为内部因素袁非护生个

体因素作为外部因素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遥
2.1 内部因素

2.1.1 年龄因素

Jennifer 等在预注册护士教育对护生关怀行为的

影响调查中发现袁随着年级的升高袁护生的关怀行为却

弱化[9]曰马语莲等在不同年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调查发

现袁护生年龄越小袁人文关怀能力相对越强[10]遥刘秀娜等

采用关怀维度测量表 渊caring dimensions inventory,
CDI冤对 4 个年级 210 名护生集中进行问卷调查袁结果

护生 CDI 测量结果总分为渊74.43依13.61冤分袁属于中等

程度袁且随着年级升高呈现下降趋势[11]遥 加之野回归效

应冶的存在袁随着护生年龄的增长袁导致其关怀行为弱

化遥
2.1.2 自我评价与认知因素

马语莲等在不同年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调查发

现袁自我评价较高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也较高[10]遥 张雅

丽等在研究中发现袁 参加关怀干预教育试验组学生的

自我价值感明显高于对照组袁 实验组学生的关怀行为

在实践后袁让学生自评沟通能力尧见习的意义和自我价

值评价袁每项满分均为 100 分[1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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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学习因素

学历水平尧 专业技能及专业选择方式都会影响护

生的关怀行为遥 王雪霞等提出袁不同学历尧不同选择护

理专业方式的护生平均得分有差异遥 不同学历护生间

的差异一方面来自年龄袁专科护生的年龄较小袁关爱行

为得分较高曰另一方面袁彭银英等研究表明本科学历护

生职业认同感较专科低遥 单君等提出袁影响实习护生实

施护理关怀行为的因素为护理关怀课程的学习及学历遥
护生侧重于治疗性关怀袁 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尚欠缺[13]遥
王雪霞等的研究显示袁 遵从家人意愿选择护理专业的

护生的关怀行为最好袁 其原因可能是一般能遵从家人

意愿选择专业的孩子个性比较柔顺袁 能较好地接受专

业的行为和道德要求曰其学习目标明确袁故能在思想尧
情感和态度上更易认同关怀价值袁 并能逐渐内化为个

人的价值观袁对患者表现出较好的关爱行为[14]遥
2.2 外部因素

2.2.1 教学环境

师生关系院NelNoddings 认为教师的专业要求是一

种去除知识专业相关的专业袁 教师对教育任务的觉知

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关怀理想袁教师即是教育关怀者遥 其

道德教育的方法为身教尧对话尧练习关怀尧肯定[3]遥
Christiansen 在探讨学生如何学会真正关心病人这

一护理技能的行动研究中指出袁 学习关怀不仅仅是学

生的责任袁学生不同程度的反应会导致病人病情不同袁
除了其他技能外袁维护良好的关系能力渊沟通冤也是护

理教育的重要一部分遥 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袁在帕特森

和 Zderad 看来袁这是去职业化的一种威胁遥这表明护生

需要有主体性认知,在专业和规范的指导方针下进行工

作是至关重要的遥 在这样的过程中袁同学尧老师尧临床带

教都可以作为有用的和必要的资源[15]遥
欧淑芬在五专护理科学生关怀行为表现研究中发

现袁学生认为野整体而言袁在实习期间表现关怀行为是

很重要的事冶 [16]遥 野就读护理科后对于护理课室课程的

兴趣尧就读护理科后对于临床实习课程的兴趣尧对于护

理课程的兴趣冶与关怀行为的表现有显著正相关[16]遥
教学方法与学习策略院Schwind 等提出采用叙事反

思过程这样一种艺术知情叙事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他

们的护理程序遥 学生从事叙事反思过程渊Narrative Re鄄
flection Process, NRP冤袁 一个创造性的多步骤自我表达

活动袁包括故事尧比喻尧绘画和写作袁紧随其后的是一群

人的故事的采访遥 研究的结果显示袁学生认为关心超越

期望;接受医疗服务是一个挑战袁通过在学校的叙事反

思可以提升他们对于人文关怀理论的理解遥 这项教育

在师生间构建了创造性对话性的关怀模式袁 该研究同

时举例说明如何使用 NRP[17]遥 Lee 等在野行动研究关怀

课程在台湾的发展院第二部分冶中提出用适当的课程和

学习策略袁学生可以学习关怀技能[18]遥 张雅丽等提出适

当的课程和学习策略尧 两种临床教学方法的实施均能

加强对医学生人文关怀行为的培养袁 而以问题为基础

渊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冤联合以病例为引导渊case
based study, CBS冤 教学法的见习效果优于以授课为基

础(lecture based learning, LBL)教学法[12]遥
护理教育者应探讨合适的教学方法, 开设护理关

怀课程并付诸实践, 不断提高护生护理关怀意识和行

动力遥
2.2.2 未来护理工作环境

护生作为未来职业护士的生力军袁实习时间尧工作

能力尧归属感尧工作设施均与其关怀行为呈相关性遥
Mackintosh 等在预注册护生关怀行为研究中发现袁

一些被试表现随着护理工作处理能力的提升袁 关怀行

为却随之下降遥 护生在面临专业社会化进程和专业护

理的关怀精神出现明显的分别袁 这阻碍了护生个人关

怀能力的发展[19]遥Hwang 等通过准实验法调查护理专业

学生在长期护理服务学习中的态度袁 发现不同的设施

都对护理专业的学生的自我超越及关怀行为有不同的

影响遥 分配到辅助生活设施学生更有可能改变他们的

态度和行为积极性[20]遥 Kathleen 在确定创建包括爱心行

为和促进社会存在的网上学习环境的最佳实践和证据

为基础的战略研究中提出袁 多种措施来模拟关怀网络

与社会存在可以促进护生的相互交织的关怀和归属感
[21]遥 王雪霞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袁实习时间越长的护生关

爱行为平均得分越高[14]遥
2.2.3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中网络交流尧 社会活动等均影响护生的

关怀行为曰 欧淑芬在五专护理科学生关怀行为表现研

究中发现袁学生关怀行为表现得分最高前三项袁属于了

解病人面向及帮助病人渡过疾病不平顺的过程面向曰
得分最低三项均属于病人权益的维护面向袁 可见护生

在病人权益的维护面向袁尚有加强空间[14]遥
刘秀娜等认为护生每学期参加社会活动次数尧对

护理关怀重要性的认同尧 对护理课程的兴趣等因素与

关怀行为的认知呈显著正相关遥 可以通过增加学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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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活动的次数尧 促进学生对护理关怀重要性的认同及

提升学生对护理课程的学习兴趣等措施来提高护生护

理关怀行为的认知水平[11]遥
2016 年 1 月 22 日袁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印发叶新入

职护士培训大纲渊试行冤曳袁并要求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

视新入职护士培训工作袁建立新入职护士培训制度遥 这

一政策及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对于护生关怀行为的影响

仍待研究遥
3 讨论

Laoingco 在护生的关怀行为与护生本身的种族与

家庭相关性研究发现袁 护生的家庭出生种族并不影响

其对病人的关怀行为[22]遥马语莲等指出我国护生人文关

怀能力偏低遥 这可能和两方面有关袁一是宗教信仰的缺

失袁二是人文关怀教育的偏失[10]遥
Khademian 通过研究护生对于关怀行为重要性的

看法提出袁 性别没有显著影响学生的关怀行为的观念

[23]遥王雪霞袁王力袁常爽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护生的关爱

理念和行为比男性护生要好袁 这与大家普遍认为女性

在耐心尧细心及爱心上较男性占优势是一致的[14]遥
Viliporn 等在比较泰国和瑞典护生对老年人的态度

时发现袁不同的文化袁却有着相似的积极态度[24]遥 然而

Papastavrou 等在欧洲意大利尧捷克尧芬兰尧希腊尧匈牙

利尧 地中海群岛共六国病人和护士对于关怀行为的跨

文化研究中发现袁 参与国的参与调查的病人和护士在

对关怀行为的观念上显示显著的差异[25]遥不同文化背景

导致认知不同行为表达不同遥
综合分析国内外文献发现性别尧种族尧文化因素仍

不能确定袁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分析相关性遥 护生关怀

行为需要更多混合研究和行动研究的深入袁 通过研究

寻找关怀教育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与关键点遥 内部因素

与外部因素可以作为设计护生关怀教育项目的参考袁
通过不同的教学环境进行干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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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精神运动康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袁法国 Soubiran 夫人针对由基因尧发育缺陷或机能丧失等导致

的精神运动功能障碍而创立的非药物治疗方法遥 1967 年其于巴黎开办了受法国高等教育部及卫生部认可的教学机

构要要要法国宜世高等精神运动与康复学院渊Institut Sup佴rieur de R佴佴ducation Psychomotrice袁ISRP冤遥 精神运动康复治

疗师帮助健康人及有发育障碍尧学习障碍尧躯体病变尧心理问题尧精神问题及残疾问题的个体袁是独立于西方传统的

物理治疗师渊PT冤尧作业治疗师渊OT冤尧言语治疗师渊ST冤之外的康复治疗师专业遥 其专业职能除有较广泛的适用性外袁
特别适用于从早产儿尧残障儿童尧老年等人生各个年龄阶段的有认知尧运动尧情绪情感障碍的患者曰同时也适用于正

常儿童学习机能障碍问题的预防和康复遥 杉达学院康复治疗和护理专业引进 ISPR 高等学院的课程非常必要和有

意义遥 中国有很多患者如儿童脑瘫尧自闭症尧老年痴呆尧帕金森症等患者均缺乏有效的康复手段遥 今后应在治疗师教

育上加强 OT尧增设精神运动课程遥
揖关键词铱 精神运动康复曰康复曰法国

Abstract: Psychomotor rehabilitation is a non-drug treatment method created in 1950s by Mrs. Soubiran in France, for
the psychomotor disorder caused by genetic, developmental defects or loss of function. And she started the Institut
Sup佴rieur de R佴佴ducation Psychomotrice (ISRP) in Paris in 1967. Psychomotor rehabilitation therapists are independent
of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physiotherapist (PT), occupation therapist (OT), speech therapist (ST). They help healthy people
and those one with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learning disabilities, physical disease, mental problem and disabil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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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袁我受法国宜世高等精神运动与康复

学院 渊Institut Sup佴rieur de R佴佴ducation Psychomotrice袁
ISRP冤邀请袁访问了该学院及与其专业方向密切相关

的欧葆庭渊Orpea冤养老机构袁收获颇丰遥 当我接触到虽

然陌生却又十分切合我们需要的专业和先进的养老

模式的时候袁 有一个问题在我脑海中回旋院 在中国袁
野当我们老去袁我们将得到怎样的康复与陪护钥 冶中国

的老龄化问题袁除了老年人的绝对数在全世界野遥遥

领先冶之外袁独生子女的后果要要要空巢现象更令人担

忧遥 所以袁养老院尧老年社区尧康复医院尧护理院等野概
念性冶养老产业和机构不断涌现遥 就目前的政策环境

而言袁诸如建造房屋尧购置设备等只要有政策尧有钱就

不会是问题袁但怎样给老人在功能上适宜尧在心理和

躯体上有舒适度的尧有康复价值的治疗与照顾钥 这是

更大尧更需要着手建设的工程袁而这些工程的完善需

要较长时间和顶层设计袁并且袁需要从教育尧从培养养

老康复的人才做起遥 以法国为首尧在欧盟及拉美国家

发展迅速的精神运动康复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养老产

业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遥
1 什么是精神运动康复

精神运动康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袁 法国的

Soubiran 夫人针对由基因尧发育缺陷或机能丧失等导致

的精神运动功能障碍而创立的非药物治疗方法袁 涉及

躯体尧心理或精神病学和残疾学等相关理论遥 而精神运

动障碍袁 是指个体的心身功能发展障碍和对周边人文

环境的适应性障碍等袁表现为认知功能尧运动机能和情

感表达的障碍等遥 而这些问题的发现和分析袁则是通过

精神运动康复治疗师评估获得的袁包括紧张度尧基础运

动行为尧偏侧性尧空间结构认知尧情绪调节能力袁关系适

应及书写能力等的评测遥
精神运动康复治疗师是独立于西方传统的物理治

疗师渊physiotherapist, PT冤尧作业治疗师渊occupation ther鄄

apist袁OT冤尧言语治疗师渊speech therapist袁ST冤之外的康

复治疗师专业遥 其专业职能除有较广泛的适用性外袁特
别适用于从早产儿尧残障儿童尧老年等人生各个年龄阶

段的有认知尧运动尧情绪情感障碍的患者曰同时也适用

于正常儿童学习机能障碍问题的预防和康复遥
2 精神运动康复的发展历史

1950 年袁 法国的 Soubiran 夫人创建了精神运动临

床分支及精神运动康复治疗和护理方法曰1967 年于法

国巴黎开办了一所受法国高等教育部及卫生部认可的

教学机构要要要精神运动康复高等学院渊Institut Sup佴rieur
de R佴佴ducation Psychomotrice , ISRP冤遥 此后袁众多曾接

受过 Soubiran 夫人初始培训班的人士袁 都在法国及世

界领域成为了精神运动康复拓展方面的领军人物遥
Soubiran 夫人也借此荣获法国国家荣誉骑士勋章遥1979
年袁Soubiran 夫人主导创建精神运动康复国际组织

渊OIPR冤曰1996 年袁 精神运动康复欧洲论坛正式成立曰
2007 年袁精神运动康复国际硕士顺利问世曰2012 年袁包
括 ISRP 在内的健康大学欧洲中心正式成立遥
3 精神运动康复在中国

2014 年 8 月袁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的背景下袁中法

健康会谈过程中袁法国大使委托 ISRP 学院组织讨论了

野康复和老龄化冶专题曰2014 年 12 月 13 日袁精神运动学

在中国上海举行了第一次野瑞金中法座谈会冶遥 该会主

要围绕儿童的精神运动研究尧 神经发育病理研究及老

化问题(尤其是阿尔兹海默病问题)三方面展开了讨论曰
2015 年 3 月 21 日袁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举办全市康复

专业人员学术交流活动袁 学习推广精神运动康复全新

的理念和技术曰2015 年 7 月袁上海杉达学院康复治疗系

教学团队 10 余人前往法国培训尧学习袁体验精神运动

专业课程和实践活动袁 并参观与之密切相关的养老机

构尧并拟在康复治疗系和护理系引进其课程袁以培养具

备老年康复特殊技能和理念的康复治疗师遥

individual. Its professional functions are widely applicable, especially for premature, disabled children and old life of all
ages with cognition, movement, emotion disorder, and it also applies to normal children learning prevention and rehabil鄄
itation dysfunction problems. It is very necessary and meaningful to introduce the course of ISPR into th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nd nursing departments. China has a lot of patients such as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autism, Elderly peo鄄
ple with Alzheimer忆s disease, Parkinson忆s disease and so on are lack of effective means of rehabilitation.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OT and to set up the course of psychomotor rehabilitation.
Keywords: psychomotor rehabilitation, rehabilitatio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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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神运动康复的学科特点

2015 法国宜世高等精神运动与康复学院渊Institut
Sup佴rieur de R佴佴ducation Psychomotrice袁ISRP冤 毕业典

礼开始的一个表演感人至深院 其用一个猩猩的情绪和

认知来代表那些有先天缺陷或老年失认的情况袁 看治

疗师如何利用专业技术与其沟通并成功引导噎噎院长

说袁 这个节目是让台下的家长们了解他们即将毕业的

孩子们学了什么遥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分支呢钥
我试着从以下几方面描述院

4.1 精神运动康复是关于野互动冶的学科院医学与教

育的互动曰医生与患者的互动曰患者的身体与心理的互

动遥 其是从更高尧更综合的层面对患者的非药物治疗遥
4.2 精神运动学与每个人相关院关乎我们自身的情

绪尧情感的表达以及如何理解别人的表达遥
4.3 精神运动学很重要的学科内涵之一院帮助患者

重拾过往的生活场景和经历袁 唤醒丢失的精神与运动

相关的功能遥
4.4. 精神运动康复师的角色院帮助健康人及有发育

障碍尧学习障碍尧躯体病变尧心理问题尧精神问题及残疾

问题的个体袁 评估并治疗个体精神运动和精神运动发

展方面的功能问题遥
4.5 精神运动康复目标院 优化个体的潜力和精神

运动技能袁提高其参与适应自然尧人文环境的能力曰建
立一种关系和一个康复治疗尧教育的联盟袁来管理服

务对象遥
5 精神运动训练师的专业技能

精神运动训练师的专业技能包括院 淤 感官整合遥
于 姿势教育与管理遥盂 姿势控制尧运动机能渊精细运动

机能冤和姿势遥榆 运动协调实践遥虞 语言和非语言的沟

通遥愚 放松尧治疗性触摸遥舆 启动程序化记忆来弥补受

损的功能遥 余 认知矫正遥 俞 书写运动及书写治疗遥 逾
适合的肢体活动遥 酉借助各种媒介实施治疗袁如游戏尧
水尧动物等遥

此外袁精神运动训练师还有评估与组织尧教育等职

能袁包括院淤 分析和评估后作出精神运动诊断遥 于 设

计尧实施和评估精神运动的康复项目遥盂 在精神运动领

域袁制定和实施咨询尧预防尧康复尧教育的工作遥 榆 组织

康复治疗袁并与不同的参与者合作渊如阿兹海默氏症的

医疗团队组成院老年科尧精神科医生尧精神运动治疗师尧
OT冤遥 虞 进行精神运动教育尧陪伴尧精神运动护理尧康复

和再适应的干预遥 野适用建筑冶的设计顾问院精神运动治

疗师也为设计公共区域做咨询袁如院园林封闭生活空间

等遥 专门设计接待老年痴呆症的机构的建筑设计项目袁
使建筑适应患者需求袁使他们能够安全地行走袁同时刺

激他们的技能遥
6 精神运动治疗与我们现有的康复治疗有何不同钥

6.1 在欧洲袁其是独立于 PT尧OT尧ST 之外的非药物

治疗学科遥
6.2 更专注于儿童尧老人遥
6.3 更关注精神层面遥
6.4 特别注意与病人接触和相处的方式遥 对患者提

倡引导和共情尧体贴尧包容噎噎致力于帮助患者理解自

身的角色院理解身体尧认知尧情感尧环境的角色遥
6.5 以配合病人的方式去接触护理病人尧以理解病

人的方式去劝导病人遥 如对于老年痴呆的患者袁首先是

野人冶渊相当于 6 岁以下心智尚未发育成熟时冤袁 其次是

野病冶袁是特殊的野人冶和特殊的野病冶遥
7 思考和展望

法国 80 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的 5%袁 他们中的很

多人将需要这样的陪护遥 中国目前没有精神运动治疗

师袁康复治疗师的课程结构中也缺乏这方面的内容袁少
数谈话型的心理治疗师完全不能应对这等情况遥 中国

的老年人的数量和占人口的比例远远超过法国遥 所以

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康复治疗和护理专业

引进 ISPR 高等学院的课程非常必要和有意义遥 经过这

次学习袁 我觉得相关理论和技术将对我们康复科目前

很多大脑发育不全的孩子和诸如脑外伤尧 脑卒中等患

者的康复治疗大有裨益遥 所以袁培训团员的共识是院精
神运动康复是我们缺乏而需要的遥

精神运动疗法从来不会将精神与运动分隔开来对

待袁往往通过运动来干预认知与精神心理问题遥 精神运

动康复认为袁无论是野精神冶还是野运动冶袁均是野心理冶与
野躯体冶交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遥 其对我们目前的康复

临床也有指导意义袁当卒中伴认知障碍尧当卒中出现抑

郁情绪袁治疗师现有的理论和方法均有限袁而野精神运

动冶的理念与技术带给我们新的视角与高度遥 其理念和

技术是我们需要的袁 对我们现行的治疗体系将是很好

的补充遥 当我们老去袁我们的大脑退变尧语言和记忆中

枢萎缩袁我们不会准确用说话表达时袁我们的身体和可

能并不正常的行为就是表达的方式袁 精神运动康复将

能体察并给与我们有舒适度的治疗和照顾遥
中国的养老产业及与之相关的老年康复医院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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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院尧老年护理院等正不断增加袁但内涵不足的问题

普遍袁令人担忧浴 请问正在老去的人们院你愿意花很多

钱去一个只有豪华外在尧只有概念尧没有内涵尧没有专

业照顾的所谓的养老院去住吗钥 精神运动与养老机构

的结合势在必行遥 关注并扶持养老相关专业尧同时相

关专业自身从养老需求出发丰富和调整专业内涵袁是
养老产业链上关键的一环袁期待国家能在政策层面积

极作为遥
与国际接轨不仅仅是与美国接轨袁 而应该像其他

欧洲和拉美国家一样袁 根据自己的国情多样化地发展

康复治疗学体系袁 尤其是应对当代和将来的老龄化社

会中的问题遥
中国的康复医学治疗师知识结构和正在与国际接

轨的教育模式渊将 PT尧OT 分开冤是承袭一战尧二战后美

国应对伤残者的康复技术和策略袁 而对于当代和将来

社会人口老化尧 很多认知和精神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及

先天认知缺陷的人袁 我们目前培养的 PT尧OT 缺乏有效

的技能遥 中国目前和将来这样的患者有很多袁缺乏有效

的康复手段遥 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袁这些病人的绝对数

目很多袁基本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治疗袁因为缺少方法

和理念遥 我们的治疗师教育方面袁加强 OT尧增设精神运

动课程应是今后重要的策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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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内效贴对非特异性颈痛的影响

祁 奇 1 郁嫣嫣 2 余 波 2

渊1. 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康复治疗系袁上海 201209曰2.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袁上海 200080冤

揖摘 要铱 目的 研究肌内效贴对非特异性颈痛的影响遥 方法 非特异性颈痛患者 40 例袁按年龄尧性别尧病程

严格配对后随机分为肌内效贴+常规物理治疗组渊观察组冤及常规物理治疗组渊对照组冤各 20 例遥 在入选时尧治疗 3
天尧治疗 10 天分别进行视觉疼痛评分渊VAS冤尧颈痛残障程度评分渊NDI冤遥结果 观察组及对照组在入选时 VAS尧NDI
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遥 两组在治疗 3 天时相比较 VAS尧NDI 评分均有显著差异渊P约0.05袁tVAS=5.601袁tNDI=3.766冤遥 两组

在治疗 10 天时相比较 VAS尧NDI 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渊P跃0.05袁tVAS=0.2袁tNDI=0.306冤遥重复测量方差显示袁观察组与对

照组 VAS尧NDI 评分组间有显著性差异渊P约0.05袁FVAS=5.71袁FNDI=4.98冤遥结论 肌内效贴是一种简便尧有效的非特异性

颈痛治疗手段遥
揖关键词铱 肌内效贴曰非特异性颈痛曰视觉疼痛评分曰颈痛残障程度评分

The Effectiveness of Kinesio Taping in Patients with
Non-specific Neck Pain

Qi Qi Yu Yanyan Yu Bo
渊1.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chnology,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渊2.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200080, China冤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Kinesio taping on non-specific neck pain (NNP). Methods According
to age, sex and course of the disease, forty patients with NNP were classified into either observation group (n=20) and
control group (n=20) groups.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physical therapy and kinesio taping袁and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only treated with physical therapy.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and 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3-day after intervention and 10-day later.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袁 the VAS scores and NDI scores in both group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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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部疼痛是骨科临床常见的问题袁 大多数颈痛患

者并不是因为创伤尧感染尧肿瘤等特异性病变引起袁而
是长期姿势不良或机械应力造成的劳损引发的非特异

性颈痛或单纯颈痛 渊nonspecific or simple neck pain冤[1]遥
非特异性颈痛发病率高尧易复发遥 又因其缺乏特异性袁
给诊断及治疗带来困难遥 一般常采用物理因子尧手法等

进行对症治疗袁 肌力训练尧 健康教育等方式预防其复

发遥 肌内效贴渊kinesiotape,KT冤, 是上世纪 70 年代起源

于日本袁由 Dr.Kenzo Kase 首创的软组织贴扎疗法遥 与

传统的运动贴布渊sport tape冤无弹力不同袁是有弹性的贴

布遥 其主要应用于运动医学界遥 临床上主要有消肿尧止
痛袁改善感觉输入及促进软组织功能活动的效用袁在支

撑及稳定肌肉与关节的同时不妨碍身体正常活动[2-8]遥本
文旨在探讨肌内效贴对非特异性颈痛的影响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1 年 1 月耀2012 年 3 月康复科门诊非特异

性颈痛病例共 40 例遥 按年龄段渊25耀30 岁院4 人曰30耀35
岁院6 人曰35耀40 岁院10 人曰40耀45 岁院8 人曰45耀50 岁院6
人曰50耀55 岁院4 人曰55耀60 岁院2 人冤尧性别尧病程等袁进行

1颐1 配对后袁采用 STATA 程序生成随机号袁按入组顺序

分为肌内效贴+常规物理治疗组 渊以下简称观察组冤及
常规物理治疗组渊以下简称对照组冤各 20 例遥 两组患者

一般情况及病情见表 1袁表中数据经统计学比较袁显示

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院淤 颈部疼痛曰于 依从性好袁愿意完成诊

疗曰盂 VAS 评分>0 分曰榆 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排除标准院淤 有颈椎外伤史尧手术史曰于 有上肢麻

木等上肢神经根性症状曰盂 发热尧感染及全身性严重疾

病曰榆 肿瘤患者曰虞 认知障碍曰愚 服用镇痛尧抗焦虑等

药物遥
脱落标准院 淤 发生过敏性反应者以致治疗不能完

成者曰于 其他治疗性相关性事件不能完成者遥

intervention after 3 days, VAS score and NDI score were observed to show significant (P<0.05, tVAS=5.601, tNDI=
3.766), but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fter 10 days later (P>0.05, tVAS=0.2, tNDI=0.306). In addition,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showe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on VAS score and NDI score between obser鄄
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Kinesio Taping is a convenient and effec鄄
tive treatment for non-specific neck pain patients.
Keywords: Kinesio taping, non-specific neck pain, visual analogue scale, neck disability index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20
20

性别

男

9
9

女

11
11

平均年龄

x依S 岁

42.29依3.28
41.89依3.53

臆2W 跃2W
8 12
8 12

病程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1.3 治疗方法

常规物理治疗院急性颈部疼痛渊病程臆2 周冤患者

采用超短波无热量治疗曰慢性颈部疼痛渊病程跃2 周冤患
者采用超短波微热量治疗,低周波治疗遥 以上理疗均 1
次/天袁每次治疗 20min袁7 天为 1 个疗程袁疗程间休息

1 天遥
肌内效贴院患者使用南京斯瑞奇医疗的野苏宁食药

监械渊准冤字 2011-1640043冶型肌内效贴布遥 贴扎方法[2]

为院淤 痛点提高 X 型贴法袁贴在疼痛最明显处曰于 半棘

肌放松 Y 型贴法袁野锚冶固定于发际下方袁两野尾冶沿脊柱

两侧分别延展至上胸椎两侧曰 盂 斜方肌放松 Y 型贴

法袁野锚冶固定于肩峰袁两野尾冶分别延展于枕骨隆突及后

背部曰榆 胸锁乳突肌放松 Y 型贴法袁野锚冶固定于乳突袁
两野尾冶分别延展于胸锁关节处和锁骨内 1/3 处曰虞 姿

势矫正 Y 形贴法院野锚冶固定于胸腰椎交界处袁两野尾冶沿
脊柱两侧向上分别延展至颈胸椎交界处两侧遥 根据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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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VAS NDI

观察组

入选时 20 5.84依0.76 57.70依6.88
治疗 3d 20 3.21依0.44淤于 21.00依4.96淤于

治疗 10d 20 1.40依0.53淤盂 16.90依6.17淤盂

对照组

入选时 20 5.91依0.71 59.00依5.33
治疗 3d 20 3.93依0.37淤 26.50依4.25淤

治疗 10d 20 1.43依0.41淤 17.40依3.90淤

F=5.71榆 F=4.98榆

表 2 两组评测结果比较

淤 与入选时比较 P约0.05 于 与对照组相同时间点比较 P约0.05
盂 与对照组相同时间点比较 P跃0.05 榆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间 F 值袁P约0.05

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尧组合肌肉放松的贴扎方法袁都进行

姿势矫正的贴扎遥 以上贴扎 1 次/1 天袁 单次贴扎维持

24h 左右袁5 次为 1 个疗程袁疗程间休息 1 天遥
观察组患者进行常规物理治疗+肌内效贴治疗袁对

照组患者仅行常规物理治疗袁疗程尧治疗时间等同上遥
两组均不行药物治疗袁均接受相同的健康教育袁包括生

活方式指导袁姿势纠正袁自我锻炼等遥
1.4 评价方法

分别于入选时尧治疗第 3 天尧10 天对两组患者进行

疗效评定遥
疼痛程度评定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渊visual ana鄄

logue scale袁VAS冤[9]袁评分标准院根据患者自觉疼痛程度

在 0耀10 分之间打分袁0 分为正常袁 没有疼痛曰1耀3 分表

现为轻度疼痛袁 可以忍受不影响日常活动曰4耀6 分表现

为中度疼痛袁疼痛影响睡眠袁尚能忍受曰7耀10 分表现为

重度疼痛袁难以忍受遥
颈痛残障程度评分 渊neck pain disability index,

NDI冤[10],评分标准院从疼痛尧提重物尧阅读尧睡眠尧反应尧工
作尧驾驶等十个方面进行评定袁结果总分 100 分遥
1.5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11.0 软件进行分析袁使用重复测

量的方差分析方法分析患者从入选时到治疗第 10 天

各阶段组内及组间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渊Bonferroni
法袁 以固定时间的分组因素作单独效应分析冤袁P<0.05
表示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遥
2 结果

所有入选病例均完成此次研究遥 观察组及对照组

在入选时 VAS尧NDI 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遥 两组在治疗

3 天尧10 天后与分别与入选时相比较 VAS尧NDI 评分均

有显著差异遥 两组组间在治疗 3 天时 VAS尧NDI 评分有

显著性差异渊P约0.05袁tVAS=5.601袁tNDI=3.766冤曰治疗 10 天

时组间无显著性差异渊P跃0.05袁tVAS=0.2袁tNDI=0.306冤遥重复

测量方差显示袁观察组与对照组 VAS尧NDI 评分组间有

显著性差异渊P约0.05袁FVAS=5.71袁FNDI=4.98冤遥

3 讨论

非特异性颈部疼痛的发生率非常高袁往往和长期

坐姿不良尧低头过多有关遥 有研究表明袁非特异性颈

部疼痛和职业有密切的相关性袁财务尧文案尧电脑软

件尧外科医生尧学生等人群的颈痛发生率明显高于其

他人群[11]遥
绝大多数的非特异性颈痛可采取保守治疗遥 对

于因颈部姿势不良而造成的肌肉酸痛袁 可选择局部

理疗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 促进炎性渗出物及代谢产

物加快尧水肿减轻尧疼痛缓解 ,减轻或逆转疾病的病

理发展遥
肌内效贴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袁 已被广泛应用于

运动损伤防治的各个领域[12]遥它是一种背面有 S 型黏胶

的透气弹性贴布袁在拉力下可有 140%的弹性袁不含任

何药物成分袁过敏性低袁有一定的防水和透气特性[13]遥肌
内效贴布有缓解疼痛尧改善循环尧减轻水肿尧放松肌肉尧
增加感觉输入等功效[2]遥

根据闸门控制学说袁 肌内效贴减轻疼痛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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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皮肤上的感觉输入促使痛觉抑制信息传入大脑

而致遥 X 形贴扎方法可促进固定端位置的血液循环袁
有效达到止痛效果袁也就是所谓的痛点提高贴布袁我
们在患者疼痛最明显部位采用此种贴法遥 根据肌内

效贴有弹力的特性袁贴布野锚冶在肌肉止点袁向肌肉起

点贴扎袁能放松紧绷的肌肉袁从而减轻疼痛遥 非特异

性颈痛大多是因为不良姿势引起袁 如长期低头坐姿

易引起半棘肌紧张袁 头向一侧旋转或侧屈过久易引

起胸锁乳突肌及斜方肌的紧张遥 我们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袁 选择需要放松的肌肉进行肌内效贴扎遥 另

外袁肌内效贴在有效贴扎时间内又可持续作用袁仿如

野把治疗师的手带回家冶袁 并且其特有的类似皮肤的

材质袁能适度增加皮肤与肌肉之间的间隙袁从而促进

深层淋巴及血液循环[14]遥 从结果可以看出袁使用肌内

效贴的观察组袁 在治疗 3 天时的VAS尧NDI 评分都明

显好于对照组遥

肌内效贴能增加感知觉尧本体感觉输入袁改善运

动控制[15尧16]遥 我们对观察组的患者都采取了姿势矫正

的贴扎方法袁试图通过纠正患者的不良姿势达到治疗

目的遥 然而大多数非特异性颈痛在短期内都可以缓

解袁只有 10%左右的颈痛患者转变为慢性颈痛 [17]遥 结

果显示治疗10 天后的评测结果显示两组无明显差

异袁 可能就是因为非特异性颈痛自限性的特性所导

致袁也可能是因为改变不良习惯是个长期过程袁短期

的肌内效贴扎治疗无法取得更好的效果遥但肌内效贴

快速尧有效特点袁能够帮助非特异性颈痛的患者迅速

的减轻症状袁无痛苦的治疗体验也能提高患者的遵医

行为遥
该研究样本量偏少袁 没有探讨不同贴扎方式间的

差异袁 对于姿势纠正的长期效果也没有进行观察和讨

论遥 综上所述袁肌内效贴是一种简便尧有效的非特异性

颈痛治疗手段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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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immediate effects of ischemic compression (IC) for the
treatment of myofascial trigger points (MTrPs) in the waist and hip. Methods There were twenty qualified volunteers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placed into 2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ch received IC treatment for MTrPs;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received sham IC. The following data were recorded before and after each treatment: the pres鄄
sure pain threshold levels of waist and hip measured with a pressure analog algometry and muscle strength of lower
limb.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an immediate increase in PPT of the waist and hip after treatment in the case of IC.

揖摘 要铱 目的 本文通过观察肌筋膜触发点的其中一种手法对于局部压力疼痛阈值渊Pressure Pain Thresh鄄
old, PPT冤的即时效应袁了解该手法镇痛作用的程度曰观察腰臀部肌筋膜触发点手法对股四头肌和腘绳肌的最大等

长肌力的即时效应袁从而了解腰臀部肌筋膜触发点手法对下肢肌力的改善情况遥 方法 本文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

验设计方案袁入选符合标准的志愿者 20 名遥 入组后由一名评估员对患者进行 PPT 和下肢肌力的基线评价遥 完成基

线评价后按照随机对照试验方法随机分为两组院实验组渊n=10冤和对照组渊n=10冤遥 试验组采用肌筋膜触发点手法进

行干预袁对照组采用传统推法进行干预袁通过一次手法后再次由评估员进行两组的临床评估遥 结果 通过一次试验

后袁实验组志愿者的 PPT 水平较试验前升高渊P < 0.05)袁对照组志愿者的 PPT 水平与试验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渊P > 0.05)曰实验组与对照组志愿者试验前后股四头肌和腘绳肌肌力的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渊P > 0.05冤遥 结论 淤
腰臀部肌筋膜触发点手法具有明显的局部镇痛效果曰于 腰臀部肌筋膜触发点手法对下肢肌力无即时效应遥

揖关键词铱 肌筋膜触发点曰压力疼痛阈值曰下肢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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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来袁 欧美国家的医生逐渐将肌筋膜组织

源性疼痛的病症归类于肌筋膜触发点渊myofascial trig鄄
ger points冤 或肌筋膜疼痛综合征遥 美国临床教授珍妮

特窑G窑特拉维尔渊Janet Travell冤首先开创这一领域袁通
过几十年来对疼痛治疗积累的临床经验总结袁她发现

众多的来自非器质性神经肌纤维的疼痛综合征都是

由于肌筋膜痛性触发点所造成的遥 随着对肌筋膜触发

点研究的不断深入, 临床诊断和治疗效果不断得到提

高遥 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肌筋膜触发点引发的肌筋膜综

合征是由一个或多个疼痛触发点引起的, 以局部和牵

涉痛尧感觉尧运动尧自主神经症状和体征为特点的一种

综合征遥 而肌筋膜触发点 渊Myofascial Trigger Points袁
MTrPs冤 是一个在患者受累骨骼肌上能够激惹疼痛的

局限小区袁 通常可在这个位置上摸到一个拉紧的带

渊taut band冤袁挤压时疼痛曰并且能引起远处的牵涉痛遥
MTrPs 被分为活化的 MTrPs 和潜伏期 MTrPs遥 活化的

MTrPs 可以伴随着自发疼痛的形成 渊在活动状态下或

静止状态下均可出现)袁在触压或者针刺活化的 MTrPs
时可以出现曾经熟悉的疼痛尧局部的肌肉颤搐反应以

及牵涉痛遥 潜在 MTrPs 不会产生自发疼痛袁但当用力

按压或者针刺时也会产生疼痛遥 刺激潜在 MTrPs 也会

诱发出局部的肌肉颤搐以及牵涉痛袁但产生的疼痛不

是受试者曾经熟悉的疼痛遥 在治疗肌筋膜触发点导致

的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临床应用中袁目前最常用的临

床治疗方法包括针刺疗法尧喷射加牵引治疗尧手法治

疗等遥 其中手法治疗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则是对

触发点的点按治疗袁 国外称之为 ischemic compression
techniques袁即 IC 疗法遥 本文通过临床实验来探究腰臀

部潜伏性触发点 IC 手法对局部压力疼痛阈值和下肢

肌力的即时影响遥
1 研究目的

1.1 观察肌筋膜触发点手法对于局部压力疼痛阈

值渊pressure pain threshold袁PPT冤的即时影响袁了解其镇

痛作用的程度和范围曰
1.2 观察腰臀部肌筋膜触发点手法对下肢最大等

长肌力的即时影响袁了解该手法对肌力的改善情况遥

2 研究内容

2.1 研究对象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5 月袁 纳入健康志愿者 20
例袁 均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实习生以及康复治

疗师遥随机分组后实验组 10例袁男 4例袁女 6例袁年龄渊22依
2.5冤岁曰对照组 10例袁男 3例袁女 7例袁年龄渊21依3.5冤岁遥两

组受试者性别尧年龄均无显著性差异袁具有可比性遥
2.1.1 纳入标准院志愿者若干名袁能够配合研究袁并

已知情同意者袁年龄为 18耀28 岁遥
2.1.2 排除标准院骨质增生明显袁合并严重的腰椎管

狭窄尧腰椎滑脱或椎板狭部裂者曰严重的骨质疏松尧骨
关节结核尧骨髓炎等患者曰患有严重心脏病尧高血压尧肝
肾等疾病患者曰体表皮肤破损尧溃烂或皮肤病患者曰有
出血倾向的血液病患者遥

2.1.3 退出标准院不能坚持治疗者曰出现严重不良反

应者曰中途提出退出临床研究者遥
2.2 研究方法

2.2.1 设计方案院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设计遥
2.2.2 研究地点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遥
2.2.3 入选和试验程序院入选符合标准的志愿者 20

名袁入组后由一名评估员对受试者进行基线评价遥 完成

基线评价后按照随机对照试验方法随机分为两组院实
验组渊n=10冤和对照组渊n=10冤遥 两组手法均由作者进行遥
治疗一次后再次由同一评估员进行临床评估遥

2.2.4 治疗方法渊以下手法均作用于受试者左侧肢体冤院
实验组院 淤 受试者取俯卧位袁 测试者立于受试者

左侧袁在腰臀部施滚法和掌根按揉法 2 分钟袁用以放松

准备遥 于 继以上体位测试者用大拇指点按腰方肌渊4
点冤尧臀大肌渊3 点冤尧臀中肌渊3 点冤尧臀小肌渊2 点冤共 12 个

触发点渊见图 1耀图 10冤袁治疗 12 分钟遥 其中每个点按压

两次袁每次 30 秒袁力量由轻到重直至受试者的耐受量遥
盂 继以上体位用拍打法拍打腰臀部 1 分钟结束遥

对照组院 淤 受试者取俯卧位袁测试者立于受试者左

侧袁 在腰臀部施滚法和掌根按揉法 2分钟袁 用以放松准

备遥于 继以上体位测试者在左侧腰臀部施以轻柔推法 12
分钟遥 盂 继以上体位用拍打法拍打腰臀部 1分钟结束遥

No changes in muscle strength of Lower limb in bo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found. Conclusion
We can see a short-term positive effect with use of IC in PPT levels but no change in muscle strength of Lower limb.
Keywords: myofascial trigger points, Pressure pain threshold, anmuscle strength of lower l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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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腰方肌的浅表触发点和关联痛区域 图 2 腰方肌的深部触发点和关联痛区域

图 3 臀大肌的 1 号触发点和关联痛区域 图 4 臀大肌的 2 号触发点和关联痛区域

图 5 臀大肌的 3 号触发点和尾骨部的关联痛区域 图 6 臀中肌的 1 号触发点和关联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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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临床评估院 评估内容包括压力疼痛阈值

渊PPT冤和最大等长肌力遥
淤 压力疼痛阈值(PPT)的评估院PPT 是指当压力感

刚刚变成疼痛感时的最小压力量袁 被认为是定量测量

疼痛的一个有效和可靠的方法袁 使用测痛计测量 PPT
可以客观的定量疼痛遥 在本研究中由一名评估员使用

一个手持机械压力测痛计 渊Wagner 袁Greenwich袁CT冤来
测定 PPT遥 此设备包括一个平面的圆形橡皮头部渊面积

1cm2冤袁通过金属活塞连接在一个压力仪表上遥 此仪表

以千克为单位显示遥 因为头部的表面积是渊1cm2冤袁度数

以 kg/cm2 表示遥测痛计的度数范围是 0 到 10kg袁最小分

辨率为 0.1kg遥
告知受试着在感觉到压力感变为疼痛感时立即说

野停冶遥 由一位评估员使用测痛计袁使测痛计顶端垂直于

皮肤袁用手向下逐渐增加压力袁下压速率大约为 0.5kg/s袁
直到达到受试者口头报告的 PPT遥 此时评估员立即收

回测痛计遥 在试验开始前袁先告知受试者测痛计的使用

方法袁在左手的虎口部位进行 2 次实验性的 PPT 测试袁
要求受试者记住其报告 PPT 时的感觉袁 并且在随后的

测试中在相同的疼痛感时报告 PPT遥 在研究前袁对研究

员进行测痛计的训练袁 并且稳定的控制下压速率大约

为 0.5kg/s遥

图 7 臀中肌的 2号触发点和关联痛区域 图 8 臀中肌的 3 号触发点和关联痛区域

图 9 臀小肌的 1号触发点和关联痛区域 图 10 臀小肌的 2 号触发点和关联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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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L4 棘突旁开 1.5 寸渊大肠腧袁左侧冤和股骨大

转子最凸点与骶裂孔连线的外 1/3 与内 2/3 交界处渊环
跳穴袁左侧冤测量 PPT 水平遥 在每个测量点上进行三

次 PPT 水平的测定袁间隔 30s袁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进

行分析遥
于 下肢等长肌力的评估院 由一位测试者使用一个

手持测力计渊Baseline Push-Pull Dynamometer袁Newyork袁
USA冤进行腘绳肌的等长肌力测试遥 测试时受试者俯卧袁
头保持正中位袁 双上肢平放于测试床上至于身体两侧袁
骨盆固定膝关节屈曲 90 度遥 将测力计末端放在踝关节

外踝上方两横指出遥测试过程中测试者向受试者发出指

令袁使其尽最大力量屈曲和伸直膝关节袁研究员用力保

持膝关节屈曲 90 度遥最大等长肌力测试进行 3 次袁间隔

30s袁使其恢复力量袁每次持续时间 5s袁记录每次测试的

峰值肌力袁取平均值用于分析遥
测试时告知受试者正确的施力方向袁 并注意防止

受试者在膝关节屈曲时屈髋袁在膝关节伸直时伸髋遥 同

时要求在较为安静的环境下进行测试袁 以便受试者集

中精力袁另外要求测试者充分鼓励受试者袁以得到最大

力量遥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数据统计与分析使用 Excel 数据统计软件

和 SPSS 17.0 统计分析软件袁 定量数据以均数依标准差

表示袁统计方法为配对样本 t 检验袁统计学显著性差异

水平为 P<0.05遥
3 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数量分析与不良反应分析

共纳入 20 例志愿者袁中途无退出者袁均完成试验遥
试验中与试验后 20 例志愿者均无不良反应遥
3.2 实验组与对照组志愿者的基线资料分析

实验组和对照组志愿者在性别尧 年龄方面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渊P > 0.05冤袁具有可比性袁见表 1遥

3.3 实验组与对照组志愿者试验前后的压力疼痛阈值

比较

实验组和对照组志愿者试验前大肠俞和环跳两点

的 PPT 水平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渊P > 0.05冤袁具有可比

性遥 实验组志愿者的大肠俞和环跳两点的 PPT 水平均

较试验前升高渊P < 0.05冤袁对照组志愿者的大肠俞和环

跳两处 PPT 评分与试验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渊P >
0.05冤袁见表 2遥

3.4 实验组与对照组志愿者试验前后的下肢最大等长

肌力比较

实验组志愿者试验前后股四头肌和腘绳肌肌力的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渊P>0.05冤袁对照组志愿者试验前后股

四头肌和腘绳肌肌力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渊P>0.05冤袁见
表 3遥

4 讨论

在戴维斯的叶无痛一身轻曳一书中提到触发点是

非常常见的袁特拉维尔与西蒙毫不夸张地称其为野人
类苦难的根源冶遥 没人能逃脱触发点袁 包括儿童和婴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志愿者的基本资料

组别 n 男/女 年龄渊x 依s冤
实验组 10 4/6 22.5依1.27
对照组 10 3/7 22.6依1.17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志愿者试验前后大肠腧与环跳
两点 PPT水平的比较

组别 试验前渊x 依s冤 试验后渊x 依s冤
实验组

大肠腧 PPT渊kg/cm2冤 4.66依0.54 5.64依0.60*
环跳 PPT渊kg/cm2冤 3.26依0.77 4.03依0.69*

对照组

大肠腧 PPT渊kg/cm2冤 4.75依0.54 4.71依0.52
环跳 PPT渊kg/cm2冤 3.28依0.67 3.40依0.67

野*冶代表 P<0.05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志愿者试验前后股四头
肌与腘绳肌肌力的比较

组别 试验前渊x 依s冤 试验后渊x 依s冤
实验组

股四头肌渊kg冤 21.4依3.95 21.7依4.14
腘绳肌渊kg冤 13.8依1.91 14.1依1.94

对照组

股四头肌渊kg冤 20.6依3.58 21.2依3.71
腘绳肌渊kg冤 13.6依3.11 13.3依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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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遥 触发点可持续终生存在袁甚至可在死后的肌肉内

存活袁直到尸僵后才无法被检测到遥 在任何可能会出

现活动过度的场合中袁触发点带来的疼痛可能是导致

伤残和浪费时间的最大原因之一遥 他们例举了一些研

究袁说明来疼痛门诊就医的疼痛病人中袁触发点是引

起 93%以上病人疼痛的要素袁且是引起 85%的病人疼

痛的唯一原因[6]遥
目前国外最常用的临床治疗方法包括手法治疗尧

针刺疗法尧喷射加牵引治疗等[7]袁而国内对于此类疼痛

的病人常用的方法是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遥 国外一些

研究显示袁 手法治疗在改善疼痛方面明显优于物理治

疗袁且手法治疗组好转速度比物理治疗组快袁因而治疗

费用也较低袁更有效更经济[3-5]遥 但由于资源的限制袁本
研究并没有加入物理治疗因素来与之相比较袁 对照组

仅设为模拟手法组遥临床研究表明袁IC 手法治疗可减轻

疼痛袁增加疼痛阈值遥 IC 手法治疗的可能机制是通过手

法治疗可放松紧张尧痉挛的肌肉袁刺激肌梭和关节囊的

感受器袁反射性抑制疼痛袁同时可刺激肌肉和关节的传

入神经袁通过突触前抑制方式袁减少神经冲动袁刺激可

激活内源性阿片类系统而减轻疼痛遥 此外可能是因为

手法治疗所产生的一系列机械性刺激可激发皮肤下的

各种感受器产生信号沿着粗纤维传入后角袁 使脊髓痛

冲动传递的闸门关闭有关[8]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法治疗

组在进行一次 IC 手法试验后袁 压力疼痛阈值增加袁提
示 IC 手法治疗对改善局部压力疼痛具有即时效应袁此
结果与国外研究报道一致遥

众所周知袁 影响肌肉力量大小及力量素质发展的

因素主要有院淤 肌肉体积袁肌肉体积的增加直接引起肌

肉力量的增加遥 研究发现机体力量的大小与体质量呈

正相关性袁 特别是与瘦体质量呈线性关系遥 于 肌肉长

度袁肌肉长度可影响肌肉力量的大小遥 肌肉在收缩时的

初长度与肌纤维中每个肌节的长度有关袁 因此肌节长

度可以影响肌纤维收缩的力量遥盂 肌肉收缩速度袁研究

证实袁 肌肉力量与肌肉收缩速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

系遥榆 肌纤维类型的改变袁力量不仅取决于肌肉的体积

而且决定于肌纤维的类型遥 肌纤维的类型与力量有着

密切的关系袁快肌纤维的收缩力量明显大于慢肌纤维袁
快肌纤维的收缩速度也明显高于慢肌纤维遥 虞 神经控

制能力袁力量并不是完全由肌肉性质所决定,其与神经

控制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袁 神经控制能力可以有效调

节肌肉内运动单元的募集遥愚 激素袁人体内分泌系统与

力量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袁 对机体肌肉力量影响较大

的内分泌激素有生长激素和睾酮[9]遥
很遗憾作者未找到有关触发点手法对肌力的影响

的文献遥 作者猜想腰臀部触发点手法并不能改变下肢

肌肉体积尧肌纤维类型等影响因素袁然而却可能通过手

法增高其痛阈使腰臀部肌肉放松袁 改善肌纤维的排列

从而使得肌肉初始长度增加袁 收缩速度改善从而对股

四头肌和腘绳肌产生积极影响曰 同时通过对神经调节

的作用袁在肌肉收缩时募集到更多的运动单元袁从而使

得肌力得到改善遥 然而实验结果却表明袁腰臀部触发点

手法对股四头肌和腘绳肌肌力没有明显的即时效应袁
可能是因为样本数量不足尧 治疗时间以及频次等因素

所致遥
本研究在设计上参照国外文献袁 设定志愿者的入

选标准袁疗效评估方法遥 在手法技术上以 IC 手法操作

为核心袁但结合中国临床实际袁加用中医传统手法袁先
放松受试者腰臀部肌肉袁可更有利和有效的实施 IC 手

法袁 避免受试者腰臀部肌肉紧张及心情紧张等因素影

响遥 但是本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袁例
如在进行手法时袁触发点的定位存在一定误差袁要精确

定位特别是对潜在的肌筋膜触发点进行准确无误的定

位袁 需要在该方面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师或治疗师才能

做到曰在进行下肢肌力测定时袁受试者每次都需用最大

力量屈曲和伸直膝关节袁 但最大力量的主观影响因素

较多等遥 本研究只是观察了单次手法的即时效果袁至于

短期以及长期的疗效还有待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进行

进一步的临床研究遥
本研究显示院 淤 腰臀部肌筋膜触发点手法具有明

显的局部即时镇痛效果曰 于 腰臀部肌筋膜触发点手法

对下肢肌力无明显的即时效应遥
触发点手法治疗在国外应用很广泛袁有大量的基

础和临床研究表明袁 它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疼痛袁是
治疗该类病症的既高效又安全的主要疗法之一袁然而

国内有关于触发点的研究并不多袁应用触发点知识进

行临床治疗的更是寥寥无几遥 因此袁热切期望国内的

医学临床教学中能包含更多的触发点知识遥 特别是康

复治疗专业的学生袁 更应该了解熟悉该专业知识袁因
为康复科的病人中疼痛类的患者占有绝大部分的比

重遥 笔者希望国内能有更多的医务工作者对该手法进

行临床研究探索袁使得该治疗方法能在国内尽快的推

广开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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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健康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设计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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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的学校健康教育人才袁现任学校卫生保健人员无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上袁都难以满足学校健康事业发展的需求遥2014 年经教育部批准袁上海市首个为中小学校培养健康教育教

师的本科专业开始招生遥 文章根据办学 2 年多来对专业内涵和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深入研究的经验和成果袁结合我

国实际情况和国际惯例袁从学校健康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尧岗位任务和核心能力分析出发袁对以能力为基础的本科层

次中小学校健康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方案进行系统阐述遥
揖关键词铱 学校卫生保健曰健康教育教师曰课程方案曰本科

A Research on Building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Plan of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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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Medical Technology袁 Sanda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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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the lack of trained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teachers for a long time, which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school health development both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China.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4,
Shanghai first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which focus on training health teacher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egan to recruit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s and experiences of more than 2 years in ex鄄
ploring the major connotation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scheme, this article expounded and discussed particularly the key
issues of construct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program system of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in undergraduate level based on
professional talent demands fro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job tasks and core competencies analysis.
Keywords: school health, health education teachers, curriculum desig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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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袁学校健康工作在世界主要发

达国家受到空前重视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促进学校和学生健康的国家法令和计划袁大
力培养健康教育专业人才袁 目前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健康教育专门人才培养体系袁 形成了国家形式的健康

教育课程认证和职业标准[1]遥 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受过系

统专业培训的学校健康教育师资袁 现任学校卫生保健

人员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袁 都难以满足学校健康事

业发展的需求[2尧3]遥
2014 年袁经教育部批准袁全国首个为中小学校培养

卫生保健教师的本科专业在上海杉达学院卫生教育系

开始招生袁至今已招收 3 届 4 年制本科学生 217 名遥 本

文拟在理论研究和上述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袁 以中小学

校健康教育人才需求和岗位任务调研为依据袁 以核心

职业能力分析为基础袁 构建学校健康教育人才培养的

专业课程设计方案袁 并对落实课程方案的相关重要问

题进行探讨遥
1 学校健康教育人才需求分析

1.1 学校健康教育人才数量严重不足

学校健康是事关国家人口总体健康素养的系统性

工程袁由于年龄和群体集中的特点袁世界范围内对于全

民健康的促进计划总是从学校健康促进开始遥 中国国

务院 1990 年出台的叶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曳要求各中小

学校应按照学生人数 600:1 的标准配备学校卫生保健

人员袁2013 年上海市教委尧 卫计委等五部委联合出台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的意见曳,提出

野中小学校应至少配备 1 名卫生保健教师袁学生人数与

卫生保健教师比应不低于 600:1袁寄宿制学校及 600 人

以上的学校除了卫生保健教师以外袁 还需配备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冶[4]遥 同年一项针对上海市各类学校卫生保

健人员配备情况的调查显示袁仅有 26%耀55%的学校能

达到这一要求袁 而且现有学校卫生保健人员中有近半

数由学科教师兼任袁并无专业教育背景[3]遥 马迎华等[5]

2011 年对我国学校卫生专业人员的现状调查也发现袁
全国大多数学校都达不到 600:1 的比例要求遥 因此袁中
小学卫生保健人员匮乏是制约我国学校健康工作顺利

发展的瓶颈问题遥
1.2 学校在职健康教育人才质量堪忧

目前我国中小学校健康工作的实施主体 渊学校卫

生保健人员冤的专业背景比较复杂袁人员素质不高袁年
龄老化袁面临青黄不接尧后继无人的现状遥 2012 年上海

市对1478 所中小学校的普查结果显示袁现有 1844 名学

校健康教育和卫生保健人员中袁 有医疗卫生专业背景

的仅占 50.3%曰 本科学历的占 30.4%袁 专科学历的占

42.5%袁专科以下达 17.1%曰31耀40 岁的占 33.5%袁41耀50
岁的占 30.4%[6]遥 在专业筹办的过程中袁我们对上海市

各类中小学进行了系统的走访和调研袁 发现中小学现

任卫生保健人员来源不一尧良莠不齐遥 有些是曾经做过

医生或护士的卫生人员袁 有比较扎实的医学知识背景

但缺乏健康教育教学的相应能力曰 有些是学科教师因

年龄尧家庭等个人原因转行做卫生保健教师袁具有较好

的教学能力但又没有相应的医学背景曰 更有一些既无

教育教学背景又无医学背景袁 难以胜任学校健康教育

相关工作遥 2002 年我国出台 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渊试行冤曳袁将体育课程名改为野体育与健康冶后袁体育教

师兼任了部分学校健康教育的职责袁 但因专业特长的

限制并不能全面负责起学校的健康教育工作[7]遥 因此袁
学校健康教育人才的专业素养和受教育背景难以支撑

起学校健康促进工程对专业人才的能力要求遥
1.3 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现状令人担忧

以 2013 年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对 17 个

区县 1557 所中小学校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学生体质

测查和调研结果为例院 学生体质健康综合指标高中学

段低于初中学段曰力量尧耐力素质指标随学段上升而呈

下降趋势曰超重及肥胖检出率达到 20%以上曰视力不良

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加速上升[8]遥 学生体质健康现状令人

担忧袁 而学校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领域面临着两难问

题院一方面学生需要系统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袁
另一方面学校健康教育师资青黄不接尧能力有限遥 在世

界卫生组织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袁WHO冤指导下袁
我国上海 1995 年就启动了 野中国/WHO 健康促进示范

学校冶项目的设计和申报袁开始试行在学校推进健康促

进计划遥 经过多年的建设袁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巨

大差距遥
鉴于以上情况袁上海市教委尧卫计委等五部委联合

提出培养四年制本科层次的学校卫生保健教师袁并将学

校卫生保健教师定义为 野具有一定医学相关教育背景袁
取得教师资格袁在学校从事卫生教育教学和提供日常学

校卫生保健服务的专业人员袁是推进学校卫生工作的主

体力量冶[4]遥国际范围内通常将发挥上述职能的人员称为

学校健康教育教师袁 本着接近国际通用名称的原则袁本
文以野健康教育冶取代文件中的野卫生保健冶一词遥

侯晓静 冯 震 楼建华 王志红 学校健康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设计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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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健康教育人才岗位核心能力界定

根据国家 叶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曳叶中小学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曳及上海市叶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学校卫生保

健工作的意见曳 中提出的学校健康教育及卫生保健工

作的基本任务和工作领域袁 结合对上海市区县教育局

和中小学校校长的走访袁 拟定中小学健康教育教师岗

位任务袁 以岗位任务为基础分析学校健康教育人才胜

任岗位要求所应具备的核心能力遥
2.1 核心能力框架

学校健康教育人才是推进学校健康工作的核心人

员袁其工作任务是多层面的袁人才核心能力界定为院淤 基

础性能力袁即开展学校健康教育尧提供学校健康服务尧管

理学校健康环境的能力曰于 发展性能力袁即在基础性能

力的基础上袁考虑发展性任务对能力的要求袁如设计健康

教育课程尧组织实施学校健康促进项目等曰盂 支持性能

力袁学校健康教育是一种社会性活动袁其主体人员应具有

相应的信息利用尧人际协调和组织管理能力遥
上述三大能力要求互相依赖尧互为条件遥 基础性能

力是学校健康教育岗位基本职责所需的基本能力袁表
现为专业素养曰 发展性能力是较高层次的职业能力要

求袁表现为发展潜力曰支持性能力作为一种支撑条件袁
是形成基础性能力和发展性能力的重要基础袁 同时在

基础性和发展性能力形成过程中袁 支持性能力也将获

得持续发展遥 三大能力要求及其相互关系见图 1遥

学校健康教育人才核心能力构架

支持性能力 基础性能力 发展性能力

健康信息和资源利用

组织尧管理与协调

学校健康教育

学校健康服务

学校健康环境管理

学校健康教育课程设计

学校健康促进项目研究

图 1 学校健康教育人才核心能力构架

Hou Xiaojing Feng Zhen Lou Jianhua Wang Zhihong A Research on Building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Plan of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2.2 人才培养目标描述

鉴于以上对学校健康教育人才岗位核心能力的界

定袁本专业培养目标可描述为野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

品质尧 扎实健康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和较强的实践

能力袁能够从事学校健康教育尧健康服务尧健康环境管

理工作的复合型尧应用型人才冶遥
3 以核心能力为基础的专业课程设计方案

3.1 课程模块设计

在上述三大核心能力框架下袁 我们运用以职业能

力分析为基础的课程设计思路袁构建本专业的核心课

程模块渊表 1冤遥 基础性能力培养中袁以必修课程为例袁
健康服务类课程 30 学分袁 健康教育类课程 26 学分袁
健康环境管理类课程 8 学分曰医院和医疗机构见实习

14 学分袁中小学校见实习 13 学分遥 支持性和发展性能

力的训练以实践性的项目和活动为主袁课程教学时数

较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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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课程设计

分类 能力领域 必修课程 选修课程
社会实践/
专题活动

见实习 毕业设计渊论文冤

基础性能力

学校健康服务

生命科学导论
人体解剖生理学
疾病学基础
儿童营养与发育
健康评估
预防医学
儿童青少年卫生与保健
意外伤害与突发急症的预
防与救护渊含 CPR 考证冤
药物安全教育

传染病学
儿童行为发育
青春期健康
护理基本技能

儿童医院和社
区医疗机构
见习
实习

学校健康教育

教育学基础
心理学基础
发展心理学
儿童认知与学习
信息传播学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基础
健康教育教学设计与评价
健康教育研究
健康教育教学法
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

教师职业道德
与法规
运动与健康

健康教育专题活动

中小学

见习
实习

学校健康环境
管理

学校卫生学
健康行为管理
食品卫生与安全

环境与健康

中小学

见习
实习

支持性能力

健康信息和资
源利用

卫生统计学
文献检索与利用

健康教育文献
选读
社区健康
全球健康

健康教育专题活动

组织尧 管理与
协调

组织行为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实践活动

发展性能力

学校健康教育
课程设计

健康教育课程设计
方案

学校健康促进
项目研究

健康促进理论与实践
毕业课题研究与
论文

表 1 健康教育专业核心课程设计

侯晓静 冯 震 楼建华 王志红 学校健康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设计方案研究

3.2 构建课程方案的原则

3.2.1 医教结合原则院即医学渊含公共卫生学冤与教

育学结合袁 这是构建学校健康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首

要原则遥 其中野医冶为内容根本袁野教冶为方法手段遥 我们

认为在课程顺序上宜先有基本内容袁再进行方法尧手段

的学习和训练遥 健康服务类课程渊医学类冤开设时间宜

稍早于健康教育类课程袁 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健康服

务知识尧技能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健康教育方式与途径袁

使教育教学方法的训练与教育内容有机结合袁 让学生

在实战中体验专业价值遥
3.2.2 能力渐进原则院 培养学生具备胜任岗位要求

的核心能力是教学的根本任务所在遥 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是一个渐进过程袁因此课程体系中设计了从低年级到高

年级有层次递进的能力训练系统遥 早期的课程教学中通

过案例讨论尧情景模拟训练学生分析和解决学校健康问

题的能力曰中后期结合相关课程尧社会实践尧见实习尧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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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程开设顺序和能力递进逻辑示意图

Hou Xiaojing Feng Zhen Lou Jianhua Wang Zhihong A Research on Building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Plan of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者服务等袁开展健康教育专题活动袁使学生获得在实际场

景中自主开展健康服务和健康教育相关活动的能力遥 这

种有层次尧有序列的课程和实践教学设计袁可帮助学生逐

步从感性认识尧简单项目尝试尧综合任务训练的系列过程

中获得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遥
课程开设顺序和能力递进逻辑示意图见图 2遥

3.2.3 分类设计原则院从学生角度出发袁按照知识与

能力发展的不同领域袁 将所有理论与实践课程分为三

类院知识与技能类课程尧综合训练类课程尧发展潜力类

课程遥 横向设计上袁三类课程宜齐头并进袁相互依存袁共
同贯穿于整个专业学习过程中袁 充分发挥学习迁移在

学生能力发展中的作用曰纵向设计上袁每一类课程内部

宜从简单到综合袁从一般到专业袁从模拟到实战袁逐步

深入袁表现出层次性和阶梯性袁以更好地契合学生认知

和能力发展的规律遥
3.2.4 综合评价原则院 即课程教学及人才质量的评

价标准应包含多重要素遥 知识与技能尧职业能力尧发展

潜力尧服务社区等均应作为重要的评价要素遥 学校教育

历来与家庭尧社会密切相关袁学校健康教育人才不仅应

能够利用和整合资源服务于学校健康袁 也应能以学校

健康教育的资源与成果回馈社区遥2016 年 7 月袁教育部

等九部委联合发出 叶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

意见曳[9]袁 今后学校健康教育与社区健康教育的融合是

必然趋势袁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应具前瞻性眼光遥

3.3 落实课程方案的挑战

本科层次学校健康教育在我国尚属首开专业袁没有

现成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可参考遥 三类课程内容分别来自

于临床医学领域尧师范教育领域尧公共卫生领域袁如何选

择适合本专业需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深度袁如何整合课

程内容是教学方案设计中的核心问题遥 如临床医学在专

业基础课程中开设微生物学尧免疫学尧病理生理学等课

程袁健康教育专业则需将这几门课程整合为野疾病学基

础冶曰又如护理专业也开设涵盖微生物学尧免疫学尧病理

生理学的野疾病学基础冶袁但其课程内容的深度和切入点

又大不同于健康教育专业遥 护理专业的野疾病学基础冶旨
在帮助理解疾病过程和特点袁 目标指向治愈和康复曰而
健康教育专业开设野疾病学基础冶则旨在帮助理解维护

健康的途径与方法袁目标指向健康促进遥 因此袁选择及整

合课程内容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遥
另外袁课程方案设计充分考虑了野能力为本冶的理

念袁努力以多层次尧多角度的能力训练课程和项目设计

帮助学生发展以胜任力和发展潜力为目标的能力水平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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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晓静 冯 震 楼建华 王志红 学校健康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设计方案研究

但实际运行中可能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遥 例如袁综合能

力训练课程中的野健康教育专题冶袁理想的教学状态应

该是依托学校健康促进研究团队或疾病控制与预防工

作团队袁 在实际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项目中完成教

学活动遥 要实现这一教学状态袁 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袁 一是寻求合适的研究团队合作或发展专业教师的

研究实力袁二是考虑如何在研究项目中嵌入教学活动袁
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遥 这是发达国家在学校健康教育

人才培养和健康促进领域留给世人的经验袁 也是我们

在专业建设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遥
本研究在充分考虑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基础上袁以

上海区域性人才需求为基础袁 借鉴发达国家在健康教

育人才培养领域的经验袁构建了以野医教结合冶为特色

的人才培养方案袁 并获得了上海市应用型本科试点专

业项目和上海市教委专项资金的支持遥 未来需要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课程方案袁加强师资和教学条件的建设袁
以期在野十三五冶期间建成示范性学校卫生保健专业人

才培养基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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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健康教育理念不仅强调对疾病的预防袁更
加重视如何促进身心健康遥 现在中小学生的体育与健

康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袁健康意识也不断增强袁为了将

健康理念贯穿于日常生活中袁 我们需要在学校教育中

加强对健康教育课程的重视遥 我国大陆健康教育处于

刚起步阶段袁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袁本文就我国台湾

地区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内涵进行分析袁 以提出对

大陆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有效的建议遥

1 台湾地区健康教育课程和体育课程现状

自 1923 年开始袁台湾地区就将健康课程纳入中小

学课程标准袁进行了多次课程改革袁并在 2000 年实行

了较为全面和大幅度的九年一贯课程改革, 不仅涉及

到教材的编写和选择尧课程的时数袁更着重改革了教师

的教与学生的学遥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袁健康教育的课程

名称改为野体育冶野健康与护理冶课程袁从小学直至高一

连续十年进行健康教育课程教学遥 在课堂教学中袁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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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模式袁以提升学生的创意尧学
习动机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遥 此次课改中每周教授健

康课的时数从以前的 2 学时增加至 3 学时遥 学生掌握

健康知识的情况也得到了全面评价遥
2006 年对高中阶段的课程纲要又进行了一次修

改袁在学生必修的独立课程中增加了体育尧健康与护理

课遥 并把体育与健康课的学习时程又延至高中二年级袁
将健康促进理念深入到各个年级遥 这次课程改革符合

公认的教学理念以及国际的大趋势[1]遥
1.1 健康课程

在台湾地区小学阶段的课程中袁 健康课程目的是

提升学生的各项与健康相关的能力袁 设定了有关于健

康多个主题的分阶段能力要求袁 根据不同阶段健康教

学内容的差异袁所设定的指标也不一样袁但是所有指标

都结合现在的健康促进的主流思想遥
中学与小学阶段健康教育所包含的内容大体相

同袁仍分类别进行健康教育教学袁在符合课程纲要的基

础上袁根据教育课堂现状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增加促进

新时代健康发展的新议题袁加强健康教育的整体规划袁
在教育内涵中充分体现能力指标袁 在给定教材编写者

或课程设计者一定标准的前提下又留有足够的空间袁
促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自主性遥 高中阶段的健

康教育课程是根据七大议题院野生长窑发展尧 人与食物尧
运动技能尧运动参与尧安全生活尧健康心理尧群体健康冶
规划整个课程设置[2]袁将健康与护理课程加入体育与健

康领域袁高一尧高二两个年级共四学分袁健康课程主要

包括八大议题院野生命与老化尧性教育尧食物与营养尧安
全与急救尧药物使用与药物滥用尧健康心理尧健康促进

与环境教育尧消费者健康冶袁各议题均有各自需要培养

的能力遥 后又根据课改的要求进行合并与修改袁减少为

六个议题遥 本次课改正式将健康促进的理念深入课程袁
从而促使学生把健康观念带入生活袁 形成健康的生活

形态[3]遥
从课程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袁 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地

区健康教育课程由小学至中学连贯系统的教学已历时

数十年曰 尽管高中阶段的健康与护理课程是近几年开

设的袁 但在课堂上能系统性尧 持续性开设健康教育课

程袁且从小学一年级延伸至高中一年级袁长达十年的持

续健康知识教学袁这对传递健康促进理念袁提升人们的

健康意识袁 促进公民健康消费等都具有非常积极的影

响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1.2 体育课程

台湾地区中小学课程在课改后主要包括七大学习

领域袁其中包括体育与健康领域遥 教学以学生为本袁促
进课内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袁 实现实践与理论的

统一遥 在各种升学科目的压力下袁健康身心更加值得重

视袁体育课程的目标不仅要在课堂上学得相关知识袁更
重要的是将知识转为行动袁渗透到日常生活中遥

但是台湾地区体育课改革只规定了体育课程纲要

并没有指定教材纲要袁所以课程由体育老师自由发挥袁
没有特定的教材袁内容也不限定袁只要能够根据学生年

龄特点达到课程目标袁使得学生获得适当的技能即可遥
台湾地区高中阶段体育课程纲要主要包含七大类

体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遥 一般学校每学期安排一定课

时的课程袁实施方式比较多样化袁包括假期集中实施和

每周平均实施等遥 其运动类型也多种多样袁学校根据各

自的办学理念尧地理环境尧场地大小尧设备种类等选择

适合本校的运动项目袁教学内容具有多种选择性遥 因此

各个学校没有统一的体育课教材尧评量方式袁教师通过

课程目标导向袁并以能力要求为参照袁结合学生实际设

计符合学生发展的课程教学内容遥
2 台湾地区体育与健康领域课程的优势与局限

2.1 体育与健康领域课程的优势

九年一贯课改之后袁 台湾地区不论是体育课还是

健康教育课都遵循同样的教学理念袁 即结合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遥 将课上所学的体育健康内容和健康教育知

识带到课外袁变成日常生活中的能力袁将体育与健康理

念贯穿一生遥 在法令的影响下袁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都

有所改善袁以能力为本位设计课程袁从教材尧教法与教

学模式出发袁兼顾学生知情意各方面的发展遥
此次课改的目标是以学生为本袁 使学生将课堂知

识技能运用到日常生活中袁学生的学习动机提升袁自主

性尧积极性等方面的改善都是教改带来的明显变化袁尤
其是参与和举办竞赛都表现得很出色遥 评量的方法上

也相对全面袁从学生的知识尧情感尧技能三方面进行多

元化的评价袁进行评量的人员范围也相对全面袁包括教

师尧家长以及学生遥
就台湾地区目前的体育尧健康课程评价来说袁大多

数学生给予教学改革正面评价袁在新颖的课堂形式中袁
技能的把握更加多元化袁因此学生积极性比以往要高尧
学习动机也更明确袁更有利于塑造健康行为习惯遥 多数

教师也给予课程改革高度评价袁 教师能够充分实施以

贺 琴 台湾地区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内涵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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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袁结合学生自身规律进行教学袁对
于教学工作也投入更多心血尧付出更多努力袁开始关注

学生知识尧情感尧技能各个目标的实现[4]遥
台湾地区健康教育领域纲要编排有序袁 内容合理

具有可操作性袁 能够对健康教育课程开展起到良好的

引领作用袁包含了所需要学习的各大主题袁确保健康教

育课程的有效实施[5]遥
各学校会根据自身特点去设计课程内容袁 根据政

策规定的总目标促使各年级课程统一整合遥 在课程中

强调了对学生多种技能的培养袁 使学生各种能力得到

全面发展袁教师所选用的教材也丰富多元袁总之此次课

改得到多数学生和教师的认可袁 肯定了课改的意义与

价值[1]遥
2.2 体育与健康领域课程的局限

就台湾地区中小学健康与体育课程改革而言袁健
康课程从小学延伸到高中袁具有重要意义遥 学生比以往

更加积极主动袁获得的能力也更加全面袁学生也更热爱

学习遥 但面对新要求尧新内容尧新形式袁仍然存在一定的

问题袁首先是师资培养方面[3]袁其国小尧国中教师的健康

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还相对欠缺袁 很多教师都是非健

康教育专业毕业的袁 健康教育课程没有受到学校的重

视遥 小学近半数是由班主任兼任健康教育课程袁即使到

了中学袁合格的健康教育老师也只有四分之一遥 面对相

对缺乏的健康教育知能袁 非专科专用教师仍然很少愿

意参与职后培训或进修袁 进而导致学生健康课程学习

的效果低下遥 尽管高中阶段健康与护理课程的师资比

中小学要相对专业袁但面临高中课改的新要求袁健康与

护理课程授课时数也比之前减少袁 因此健康教师与学

生接触的时间和频率也不足袁 使健康议题很难介入到

学生的日常遥 而且高中处于升学的压力下袁非考试科目

不受重视袁是否能有效促使学生掌握健康知识袁未来课

程安排尧师资队伍建设仍然需要深入探讨的遥
在体育课上教科书的使用率是比较低的袁 体育教

师根据自己的授课内容并不按照固定的教科书进行教

学袁虽然内容很丰富但相对比较杂乱袁各个学校的教学

特色不突出袁即使有教材袁其教学目标也很难全面顾及

知识尧情感尧技能三个方面遥 另外袁各年级之间的衔接也

不是很理想袁有的方面重叠有的方面断层袁这都是值得

关注的方面遥
总之袁健康与体育课程学时的减少袁教师专业知识

和技能不达标袁 不受学校重视等都在影响课程实施及

教师发展袁进而给学生学习效果带来负面的影响遥 整体

而言袁 台湾地区体育与健康课的实施情况有不足的地

方袁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遥
3 大陆体育与健康课程发展

1990 年国务院印发的叶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曳中就规

定学校教育中应包含健康教育袁 并规定应在中小学开

设独立健康教育课程遥 1992 年国家教委对学校健康教

育做了明确的规定袁包括健康教育课程目标尧方法尧内
容尧课时数尧教材选定等方面袁对不同年级尧各个阶段提

出来不同内容和要求遥 1994 年颁布的中小学课程计划

明确要求课表中安排健康教育课遥 但是 2001 年新课改

中小学只有体育而没有健康课程袁 中学则将体育课改

为野体育与健康冶袁取消了健康教育课程袁更多地将健康

知识贯穿于体育运动中遥2008 年教育部颁布了叶中小学

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曳袁对课程标准进行新的界定袁强调

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健康教育工作袁 但仍没有专门的健

康教育课程袁基本没有专任的健康教育教师袁健康教育

工作一般由校医或其他任课教师负责袁 其专业知识和

能力都相对比较欠缺袁 即使上课也很难达到课程的要

求遥 而且健康教育不是小升初尧中考的科目袁各学校关

注重点为考试科目袁 所以健康与体育课程得不到学校

的重视袁在整个教学体系中没有确立正确的地位袁教师

和家长片面追求升学率袁 致使中小学生在升学考试压

力中袁忽视身心健康发展问题[6]袁健康教育教学情况并

不理想[7]遥
大陆体育与健康课程要求保证体育课的一定时

数情况下安排室内体育与健康知识的教学曰以目标为

导向灵活的安排学生的体育与健康课的教学内容和

进度曰要求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袁发展健康心理

和社会适应能力遥 根据教育部要求的中小学阶段的培

养目标袁 以及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安排相应的课

程袁规定体育与健康课程包括五大学习内容遥 中小学

阶段主要目标是促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卫生与体育相

关的基本知识和运动技能遥 课程内涵是树立健康第一

的指导思想袁重视学生的体育教育袁增强学生体质尧促
使学生有良好的锻炼意识遥 要求体育与健康两方面的

教学要综合统一袁在学生掌握健康与体育的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袁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袁选择多元

而丰富的教学内容[1]遥
4 台湾地区健康与体育课程对大陆的启示

尽管我国大陆相关教育机制在不断完善袁 但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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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到基层的各个学校袁 致使健康教育教学的效果并

不理想遥 其主要原因包括师资力量薄弱袁 职后教育欠

缺袁课时数不足袁课程目标与实践授课之间未能良好衔

接等问题遥 本文从台湾地区课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

优势出发袁为大陆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提供一些建议遥
4.1 体育与健康领域课程分开教学

台湾地区体育与健康领域实际包含了两个科目袁
课程内容都是分开的袁 只有在教学研究会等少数情况

下才会探讨大的领域遥 在大陆体育与健康为一门课袁两
者合在一起教学袁但基本上以体育课为重袁很少有健康

课程的教学遥 而且大陆师资培育是分开的袁两个学科要

求学生掌握的技能也是不同的袁 且两个领域具有其各

自的特殊性袁 所以建议未来可参照台湾地区进行分科

教学遥 健康教育课程是完善中小学生健康知识体系和

加强健康理念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全面开展素质教育具

有重要的作用[8]遥
4.2 依据国家政策重视健康教育

将来健康教育课程必须以学校卫生相关政策为

依据袁进行全面综合的学生卫生教育工作袁不仅重视

卫生管理和卫生保健袁也需将健康教育列入卫生保健

工作当中遥 对于体育课程袁过去主要强调运动技能的

掌握袁而现今更应体现全人健康尧全面发展的教育取

向遥 大陆地区需要像台湾地区一样袁深化教学理念袁培
养学生能够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技能袁从课内学习延

伸到课外实践袁健康教育课程应促使学生形成健康生

活习惯袁养成健康素养袁在生活中实践健康行为遥 体育

课程则应促使学生形成动态生活态度袁将课堂技能转

化为生活能力遥
4.3 设定明确的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需要加入学生对健康知识的理解袁 在理

解的基础上袁才能将健康促进的理念内化袁进而影响日

常行为[9]遥 我们也需要将课堂知识与社会实践相连接袁
提高学生创造健康社区和环境的能力袁 这不仅关乎学

生个人的健康成长袁也有助于健康理念的社会传播袁促
进全民健康运动遥 应根据学生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袁确
定每个阶段应具备的生活技能和基本能力遥 应在体育

目标中设定与生活相关的技能要求袁 以提升学生生活

经验袁发展学生社会性遥 此外袁设定的课程目标必须明

确具体袁不能太宽泛和模糊遥
4.4 设置合理的健康与体育课程内容

与台湾地区的健康教育课程相比袁 目前大陆很多

中小学校不开设健康教育课程袁 健康教育课主要以广

播为主袁流于形式袁内容无层次袁主题不明确袁且专业性不

强[10]遥 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台湾地区的健康与体育课程袁
内容要兼具科学性和有效性袁理论结合实践袁符合学生

身心发展要求[11]遥 按照课程目标设置课程内容袁尽量丰

富多元化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袁学校自身特点袁设定

选修课给予学生一定自主选择权利袁在快乐中学习袁同
样设定必修课程袁在掌握基本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袁促使

学生形成健康生活意识尧养成健康行为习惯[12]遥 这就要

求课程设计必须根据学生的年级袁 有明确的目标和范

围袁完善而有序的计划袁重点突出袁并相应地提高体育

与健康课程的学习时数遥 目前教学目标与教学效果之

间还是存在显著的差异袁 因此有必要采用互动式的教

学方法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积极参与体验袁才能

有效促进其对知识和技能的内化遥
4.5 规范体育与健康课程教材

由于各学校没有统一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材袁教
材不成体系袁内容也五花八门[5]遥 体育及健康课的教材

编写应该考虑学校的具体情况袁 开发适合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和阶段的教材遥 尽管体育教师更倾向于不依赖

教材袁但是教育相关部门袁应对于教材的编写与选择做

更深入的研究与关注遥 教材的内容应更加关注学生的

学习袁以学生为中心袁采用合适的教学手段促使学生有

效学习遥
4.6 完善课程评量方法

体育与健康课程评量应包括学校的整体规划和安

排尧教师课堂教学及学生学习效果三个方面遥 评量人员

也可以是多范围的袁评量过程要公平透明遥 依据课程目

标袁以学生行为表现作为评量学习成效的指标遥 考虑学

生的个体差异[13]袁进行多角度的弹性评量袁根据具体情

况不断改善评量机制和方法袁 不仅注重结果同样要注

重过程袁 所以评价形式应包括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

价两种遥 我们要明确评量的目的是促使学生更加有效

的学习袁而不应该给学生带来压力袁给学生的学习带来

负面影响袁因此袁评量的方法尧内容需要经过深入的研

究和讨论才能确定袁以达到真正课程评量的目标[12]遥
4.7 加强健康教育师资培养与建设

目前大陆中小学健康教育师资短缺袁 虽然目前已

有学校开设健康教育专业袁 教育部也对学校健康教育

高度重视袁但是袁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的任用制度还是

不健全袁大部分学校的卫生保健教师专业能力不达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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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校由校医或其他任课教师上健康教育课袁 没有

教师资格袁专业性不强[10]袁职后培训制度也不够完善袁教
师的专业发展方向不够明确遥 因此袁各教育相关部门应

为卫生保健教师提供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袁 尽量促使

各学校聘用专业的卫生保健教师遥 另外大陆卫生保健

教师很少进入课堂进行健康教育教学工作袁 应加强对

在职健康教育教师的教学技能培训袁 此外也应当保障

卫生保健教师职业晋升的渠道遥 其次加强对卫生教育

专业建设袁培养更具专业素养的师资力量袁只有加强了

教师的健康教育理念与专业素养袁 才能将全民健康促

进的理念渗透给学生遥
5 结语

综上所述袁 大陆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发展中还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袁 不仅需要学校的努力也

需要社会的全面支持袁 加强学校及社会各界对健康

与体育的重视袁达到野健康第一冶和野终身体育冶的目

标[12]袁促使体育与健康教育全面可持续发展遥 推动学

校健康工作袁是提高中小学生健康素质的关键袁也是

使学校体育及健康教育事业顺应世界潮流袁 达到国

际标准的关键 [1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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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儿童的元刻板印象威胁对群际关系的影响：
群际焦虑和群体认同的多重中介作用

孙亚文
渊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卫生教育系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目的 元刻板印象是指个体关于外群体成员对其所属群体所持刻板印象的信念或看法袁消极元刻

板印象的激活会导致群体成员产生焦虑等负性情绪袁进而损害群体成员的行为表现遥 方法 以随迁儿童为被试袁通
过根据指导语写词语的方式袁控制了野威胁组冶和野无威胁组冶条件袁考察消极元刻板印象的激活对随迁儿童群际关

系的影响及群际焦虑和群体认同的多重中介作用袁结果 淤威胁组被试的群际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无威胁组袁群体认

同渊城市认同尧农村认同冤水平显著低于无威胁组袁群际关系显著低于无威胁组曰于群际焦虑和城市认同在元刻板印

象与群际关系间分别起完全中介作用曰盂群际焦虑尧城市认同在元刻板印象与群际关系间起多重中介作用遥 结论

在激活随迁儿童的消极元刻板印象后袁对群际关系产生了明显的元刻板印象威胁效应遥
揖关键词铱 随迁儿童曰元刻板印象威胁曰群际焦虑曰群体认同曰群际关系曰多重中介作用

Meta-Stereotype Threat Effects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among
Migrant Children: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tergroup

Anxiety and Group Identity

Sun Yawen
渊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chnology袁 Sanda University, Shangah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Objective Meta-stereotype refers to a person忆s beliefs regarding the stereotype that out-group members hold
about his or her own group. Meta-stereotype threat (MST) leads to a series of effects on people忆s feeling such as the anx鄄
iety and damage the individual忆s behavior. Method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 the meta-stereotype threat effects on in鄄
tergroup relations among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tergroup anxiety and group identity.
Following the experimental instructions, the participants wrote the relevant terms and assigned them randomly to MST
condition or no MST condition. Results 淤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group anxiety of MST condition is higher
than no MST condition. The group identity of MST condition is lower than no MST condition. The intergroup relations of
MST condition is less favourable than no MST condition. 于 Path analyses showed that meta-stereotype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tergroup relations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intergroup anxiety and out-group identity. 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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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作为社会认知领域中的较新概念袁 元刻板印象

渊meta-stereotypes冤 是指个体关于外群体成员对其所属

群体渊内群体冤所持刻板印象的信念或看法[1]遥 已有关于

元刻板印象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元刻板印象与群际关

系方面遥研究发现袁与刻板印象相比袁元刻板印象会对群

际关系产生更深刻尧更持久的影响遥这主要是由于袁个体

倾向于认为外群体成员会以消极的刻板印象看待自身

所属群体袁元刻板印象的内容主要是消极的 [2]遥 尽管个

体非常关心他人如何评价自己袁 但由于信息渠道十分

有限袁个体也就无法获知外群体对内群体的真实看法袁
这就使得元刻板印象在群体互动中起的作用更为稳固

和持久[3]遥 元刻板印象威胁的概念首次由孙亚文袁贺雯袁
罗俊龙渊2015冤提出袁认为元刻板印象威胁是由消极元

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群体成员的一种社会心理困境和

认知不平衡状态袁诱发压力和害怕体验袁并损害其行

为表现[4]遥
在消极元刻板印象激活与群际关系的相关研究中袁

研究者发现消极元刻板印象的激活会对个体的群际情绪

产生消极影响 [5]遥 社会比较理论中的相对剥夺理论认为袁
个体主要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评价自己的地位和处

境袁 弱势群体成员经常体验到一种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感

觉袁这种被剥夺感会对其心理发展带来一定损失遥消极元

刻板印象的激活产生情绪效应的同时袁也会对个体的认

知和行为产生一定影响遥 感知到被刻板化是个体自我概

念的一个潜在威胁源袁还会导致个体自尊感的降低遥这不

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被赋予了不受社会赞许的特质袁还
因为这会促使他们考虑自己实际拥有这些特质的可能

性遥 对这一威胁可能的反应便是贬低他人遥 但是袁也有研

究发现群际接触有助于减少受威胁个体的焦虑情绪袁进
而达到减少偏见尧改善群际关系的目的遥上述研究虽然存

在差异袁但是研究者均把群际焦虑作为影响群际关系的

内在机制遥 本研究旨在证实消极元刻板印象的激活对个

体群际焦虑的影响以及群际焦虑在元刻板印象威胁与群

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遥 因此袁提出研究假设 1院元刻板印

象威胁组被试的群际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无元刻板印象威

胁组被试袁群际焦虑在元刻板印象威胁与群际关系间存

在中介作用遥
群际行为被概念化为 野竞争积极认同的过程冶袁群

体和他们的成员追求不同的策略来维护和促进内群的

特殊性和积极的社会认同遥 个体的群体认同具有选择

性尧情景性特点袁在特定条件下袁作为一种归属感的认

同意识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6]遥 群体认同的前提是通

过最简群体范式实现认知过程的社会类化袁 即明确自

己所属的群体渊内群体冤袁并将其他人看作是外群体遥 从

而对内群体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感袁 即群体认同遥
Owuamalam 和 Zagefka渊2011冤在一项元刻板印象对于

群体认同的研究中发现袁 消极元刻板印象的激活使个

体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感知到群体成员的劣势地位袁
显著地降低了被试的内群体认同遥 消极元刻板印象的

激活对个体外群体认同的影响仍值得探索遥 在群际交

往过程中袁通过对群体的认同过程袁个体会把群体的特

征自我化袁从而形成自我同一性袁刻画自我袁达到自我

发展与社会化发展的双重目标[7]遥 然而袁群体认同在元

刻板印象与群际关系之间的作用尚未被研究过遥 但在

刻板印象威胁与群际关系的研究中有人关注到群体认

同所起的作用[8]遥 个体在得知外群体对内群体持有消极

刻板印象之后袁 个体会由于外群体对个体内群体认同

的损害而产生了对外群体的敌对态度袁 拒绝与外群体

交往遥 群体认同在元刻板印象威胁与群际关系间是否

存在中介作用钥 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的重点之一遥 因此袁
提出假设 2院元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的农村认同尧城市

认同显著低于无威胁组被试袁 群体认同在元刻板印象

威胁与群际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遥
以往研究在揭示元刻板印象的作用机制时袁 往往

关注单个中介变量袁 缺少对多个中介变量之间关系的

探讨遥 在刻板印象研究中袁研究者关注到情绪与群体认

同之间的关系遥 刻板印象威胁会引起个体的被剥夺感

的焦虑情绪袁进而对群体认同产生影响遥 消极元刻板印

象的激活的认知和情绪效应是否同样会成为个体群际

The intergroup anxiety and the out-group identity were the multiple mediating between meta-stereotype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onclusion Negative meta-stereotype reduces intergroup relations significantly among migrant children.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meta-stereotype threat, intergroup anxiety, group identification, intergroup relations, mul鄄
tiple mediat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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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动因钥因此袁提出假设 3院群际焦虑和群体认同在

元刻板印象与群际关系间存在多重中介作用遥
威胁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袁 以往研究

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优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存在的偏

见尧刻板印象对个体造成的威胁等方面遥 改革开放后袁
家庭化迁移的出现袁 越来越多的儿童跟随父母进入城

市生活袁成为随迁儿童遥 在随迁儿童的城市生活中袁不
论是野农民工子女冶野流动青少年冶袁还是野随迁儿童冶等

称呼都已经逐渐演变成带有身份标识的概念袁 随迁儿

童存在野穷冶野不讲卫生冶野问题行为冶等消极自我认知遥
然而袁 群际焦虑和群体认同在随迁儿童的元刻板印象

威胁与群际关系间的多重中介作用仍是一片空白遥 基

于上述原因袁 本研究将以随迁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作为

研究对象袁以元刻板印象操纵为自变量袁群际关系为因

变量袁群际焦虑和群体认同为中介变量袁建立整体研究

假设模型袁如图 1 所示遥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110 名随迁儿童参加实验遥 被试被随机分成威胁组

和无威胁组遥 剔除作答不完整的数据后有效问卷 105
份遥 其中袁威胁组男生 31 人袁女生 29 人袁年龄在 11~13
岁曰无威胁组男生 23 人袁女生 22 人袁年龄在 11~13 岁遥
2.2 研究工具

2.2.1 群际焦虑量表

采用 Stephan 和 Stephan渊1985冤编制的适合于儿童

的群际焦虑量表遥 量表包括 10 个项目袁其中 3 个项目

渊5尧6尧7冤为反向计分袁所有项目均采用 7 点计分袁分数

越高代表群际焦虑水平越高遥 该量表已经应用于国内

外多项研究 [9尧10]袁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琢 系数为

0.89 遥
2.2.2 群体认同问卷

采用范兴华袁方晓义袁刘 杨袁 蔺秀云袁袁晓娇渊2012冤
修订的社会认同问卷[11]遥 问卷包括 17 个项目袁包括城

市认同与老家认同两维度袁 要求被试分别对每个项目

上自己和上海人及老家人的相似程度进行 7 点评分

渊野1冶为最不相似袁野7冶为最相似冤袁维度平均分越高袁 代

表对该种文化的认同程度越高遥 各项目在对应维度上

的因子载荷在 0.42要0.72 之间遥本研究中城市认同尧老
家认同两个维度的 Cronbach 琢 系数分别为 0.90尧0.89遥
2.2.3 群际关系问卷

采用邹荣渊2012冤编制的适合于儿童的群际关系问

卷遥 问卷包括 12 个项目袁包括对外群体的喜欢程度尧对
外群体的认知尧群际交往意愿三个维度袁所有项目采用

5 点计分袁分数越高代表被试的群际关系水平越高遥 该

量表已经应用于国内外多项研究 [10尧12]袁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琢 系数分别为 0.85遥
2.3 施测和数据处理

实行一对一单独施测袁所需时间约 20 分钟遥 有研

究者指出袁 实验主要通过指导语控制或者事件控制实

现对自变量的操控[13]遥 在本研究中袁通过让随迁儿童根

据不同指导语写形容词的方式袁实现对自变量的操纵遥
指导语的设计参照 Owuamalam渊2013冤等人研究袁威胁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图

元刻板印象威胁

城市认同

群际焦虑 群际关系

农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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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院野作为随迁儿童渊外地户籍冤的身份袁您认为城市

儿童渊上海籍冤可能对您的消极印象有哪些渊生活方式尧
学习尧 性格等方面冤钥 请尽量用一些形容词语描述出

来遥 冶无威胁组指导语为院野您对目前的科技发展的看法

有哪些袁请尽量用一些形容词语描述出来遥 冶随后袁要求

被试完成群际焦虑问卷袁 以检验消极元刻板印象激活

的效果遥 然后告知被试他们将参加一个群际关系的测

验袁并让其完成群体认同问卷及群际关系问卷遥 最后让

被试填写年龄尧 户籍等背景信息遥 采用 SPSS 19.0 和

Hayes 中介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组别被试任务表现差异

对威胁组和无威胁组被试的群际焦虑分析发现袁威
胁组和无威胁组被试群际焦虑水平的平均数分别为

27.60依12.43袁22.38依9.60遥 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袁群际焦虑

的组别效应显著袁 F渊2, 102冤=6.26, p约0.05, 浊p2=0.05袁这
一结果说明袁消极元刻板印象的激活引起了被试群际焦

虑水平的提高袁元刻板印象威胁情境的启动是有效的遥

为了考察威胁组和无威胁组被试在不同任务中的

表现袁以城市认同尧农村认同尧群际关系为因变量袁威胁

因素为自变量袁进行方差分析遥 结果表明袁威胁组被试

的城市认同渊M=75.82, SD=11.49冤显著低于无威胁组被

试 渊M=88.35, SD=22.24冤袁F 渊2, 102冤=14.76, p约0.001,
浊p2=0.12冤曰 威胁组被试的农村认同 渊M=61.08, SD=
15.75冤显著低于无威胁组被试渊M=71.18, SD=20.39冤袁F
渊2, 102冤=8.92, p约0.05, 浊p2=0.07冤曰 威胁组被试的群际

关系渊M=44.47, SD= 7.21冤显著低于无威胁组被试渊M=
48.73, SD=8.64冤袁F渊2, 102冤=8.3袁p约0.001袁浊p2=0.07冤遥
3.2 多重中介分析

3.2.1 各测量变量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袁所考察的各变量间的相关如表 2 所示袁
元刻板印象的不同操纵与群际关系水平相关显著袁这
满足了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14]遥

3.2.2 群际焦虑与群体认同的多重中介分析

本研究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以确定群际焦虑尧城
市认同尧农村认同在元刻板印象和群际关系间的关系遥
农村认同在元刻板印象威胁和群际关系间的路径系数

不显著遥结果如图 2 所示遥在排除了群际焦虑和城市认

同后袁元刻板印象威胁对群际关系的直接作用不显著袁
证明了群际焦虑和城市认同的完全中介作用遥

组别 城市认同 农村认同 群际关系

威胁组渊n=60冤 75.82依11.49 61.08依15.75 44.47依 7.21
无威胁组渊n=55冤 88.35依22.24 71.18依20.39 48.73依8.64

表 1 不同组别被试在各任务中的表现

1 2 3 4
1 元刻板印象威胁 1

2 城市认同 -0.34** 1
3 农村认同 -0.27** 0.29** 1
4 群际关系 -0.26** 0.38** 0.22* 1

表 2 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元刻板印象威胁

城市认同

群际焦虑 群际关系

农村认同

-0.19

-0.56** -0.25** 0.25**

-0.24**0.46**

0.04
0.10

-0.40*

图 2 元刻板印象威胁尧城市认同与群际关系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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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ootstrap 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袁结果

发现袁群际焦虑尧城市认同在元刻板印象威胁与群际

关系间的中介效应遥 并且由图 2 可知袁元刻板印象对

群际关系的总效应量为 0.52袁在加入群际焦虑与城市

认同后元刻板印象对群际关系的间接效应为 0.28袁元
刻板印象对群际关系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袁说明群际焦

虑与城市认同在元刻板印象与群际关系间起完全中

介作用遥

路径 标准化的间接效应估计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元刻板印象威胁要群际焦虑要群际关系 0.46伊渊-0.24冤=-0.11 0.02 0.28
元刻板印象威胁要群际焦虑要城市认同要群际关系 0.46伊渊-0.25冤伊0.25=0.03 0.003 0.10

元刻板印象威胁要城市认同要群际关系 -0.56伊0.25=0.14 0.03 0.39

表 3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分析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袁 消极元刻板印象的激活提高了被试

的群际焦虑水平遥 以往研究也发现袁消极元刻板印象的

激活对个体的情绪会产生消极影响遥 公正理论指出袁对
不公平的事件的再次认知会使个体产生不舒适感和痛

苦的情绪体验袁个体容易表现出敌对的反应袁如焦虑尧
恐惧和厌恶等 遥 Spanovic袁Lickel袁Denson 和 Petrovic
渊2010冤同样发现袁 如果知觉到所属群体正遭受不公袁而
自己却无法改变时袁 随之产生的群际焦虑等会让人退

缩袁它可以很好地预测群体成员的群际关系[15]遥 可以认

为袁元刻板印象威胁是一种普遍的威胁袁兼具情感和行

为属性袁 当个体感知或是体验到内群体受到不公平待

遇而愤慨时袁很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袁从而导致群际焦

虑的唤醒遥 这可能唤起弱势群体成员关于别人不喜欢

他或她的感知袁他们也倾向于回馈消极的评价袁这种回

馈性会造成群际接触的减少袁导致群际关系的紧张遥
另一方面袁研究发现袁消极元刻板印象激活后袁被试

的内群体认同及外群体认同水平显著下降遥 Owuamalam
和 Zagefka渊2011冤通过激活不同效价的元刻板印象同样

发现袁消极元刻板印象的激活显著降低了个体的内群体

认同遥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袁积极的自我评价来源于内群体

与相关外群体的有利比较袁人们出于提高自尊尧满足归属

感尧减低无常感以及个性需要等动机建构群体成员身份遥
但消极元刻板印象的激活使群体成员产生负面或受威胁

的群体认同袁对于身份具有较大可变性或者可渗透性的

群体成员来说袁他们可以采取社会流动等身份管理策略袁
从心理上脱离群体袁不再认同内群体袁以维护积极的自我

认知[16]遥 外群体认同与内群体认同是相互独立的心理建

构[17]袁当内群体成员感知到外群体可能对内群体持有消

极刻板印象时袁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会因为外群体的压力

而增加更多的敏感和自我保护袁内群体成员产生自我怀

疑袁造成遭受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成员的外群体认同下

降遥 经历认同拒绝的低地位群体成员为了维护自身的利

益袁抵御来自高地位群体的威胁袁便会启动自我保护的防

御机制袁对群际关系产生消极认知袁回避与外群体交往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本研究不仅发现群际焦虑和群体认

同能直接解释元刻板印象威胁与群际关系间的联系袁群
际焦虑还会通过影响外群体认同间接影响群际关系遥 因

此本研究引入多重中介模型是对前人研究结果的进一步

深入遥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袁群体认同概念包括认知尧情感

和意义感三个部分袁外群体认同的内化特征是控制感与

信任感袁而个体认为他们被以不受欢迎的方式看待的消

极元刻板印象的激活更容易转化成对这一方式的消极感

受袁群际焦虑水平上升袁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

的觉知[18][19]遥 弱势群体与外群体的心理距离加大袁客观上

对外群体向往袁但是基于外群体的排斥与拒绝袁心理上不

能同步认同袁最终导致了对群际关系的下降 [20]遥 这证实

了群际焦虑与群体认同在元刻板印象威胁与群际关系间

的多重中介作用袁与研究假设一致遥
随迁儿童是文化上的混血儿袁 他们寄托在两个不

同的群体之中袁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袁他们处于一

种被隔离尧被抛弃和被边缘化的情感状态中遥 他们感受

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体系对他们社会融入的障碍袁其
内心世界对社会差别感受到强烈的不平等遥 随迁儿童

的元刻板印象的内容主要是消极的[10]遥本研究发现随迁

儿童消极元刻板印象的激活显著地影响了个体的群际

关系遥 这也启示社会和学校要关注流动儿童的积极心

理处境袁帮助流动儿童形成客观尧稳定的群体情感认同

和群体地位感袁 避免使其过多受外界不公正对待的影

响袁为其健康成长创建一个公平尧和谐的客观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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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中晚期补充复合维生素和钙 -维生素D对胎儿体格发育的影响

侯晓静 1 张 洁 2

渊1. 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卫生教育系袁上海 201209冤
渊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妇科袁上海 200025冤

揖摘 要铱 目的 探索孕中晚期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单独或联合补充复合维生素制剂尧钙-维生素 D 制剂对胎

儿体格发育的影响遥 方法 按是否补充复合维生素尧钙-维生素 D 制剂袁将研究对象(n=558)分为复合维生素组尧钙-
维生素 D 组尧联合组尧空白组袁探索四组间在胎儿出生体重尧出生身长尧38 周双顶径方面有无差异袁以分层卡方检验

探索发生巨大儿的危险因素遥 结果 复合维生素组尧钙-维生素 D 组尧联合组出生身长均高于空白组渊P约0.01冤曰复合

维生素组出生体重尧38 周双顶径与空白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曰钙-维生素 D 组尧联合组出生体重尧38 周双顶径高于空

白组渊P约0.01冤曰钙-维生素 D 补充可增加巨大儿发生风险渊OR =2.793袁95% CI=1.257耀6.209冤曰复合维生素补充与巨大

儿发生无相关性渊OR =1.442袁95% CI=0.540耀3.850冤遥 结论 复合维生素补充可促进胎儿长骨生长曰钙-维生素 D 补

充可增加胎儿出生体重及双顶径袁是巨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袁但联合补充复合维生素后袁这一效应似有下降遥
揖关键词铱 复合维生素曰钙-维生素 D曰出生体重曰出生身长曰巨大儿曰妊娠结局

Effects of Multi-vitamins and Calcium-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During Pregnancy on Feta

and Birth Outcomes

Hou Xiaojing Zhang Jie
渊1.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chnology袁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渊2.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冤

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the effect of multi-vitamins and calcium-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dur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on fetal and birth outcomes. Methods According to whether supplement multi-vitamins
and calcium-vitamin D, the pregnancy women involved in this study (n=558)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multi-vita鄄
mins, calcium -vitamin D, combination, blank control groups.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four groups in birth
weight, birthlength and biparietal diameter. A layered chi-square test was performance to judge the risk factors for fetal
macrosomia. Results Those in the multi-vitamins, calcium-vitamin D, combination groups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of
birth length than blank control group 渊P约0.01冤.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multi-vitaminson on the birth weight
and 38w-fetus biparietal diameter. However,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calcium-vitamin D and combination groups on the
birth weight and 38w-fetus biparietal diameter was found. Calcium-vitamin D supplement increase the risk of macroso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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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复合维生素作为一种营养保健品袁因其按

人体所需综合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尧微量元素袁临床应

用越来越广泛袁尤其是怀孕妇女期望通过补充复合维生

素制剂改善母体营养状况或更好地促进胎儿生长发育袁
更有一些孕妇还会在复合维生素补充的基础上增添钙-
维生素 D 制剂的额外补充遥 然而袁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

额外补充维生素尧矿物质与妊娠结局的关系并不十分明

确袁一些因额外补充维生素或矿物质而引起的负向临床

结局也有报道[1尧2]遥胎儿体格发育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袁尤其

是母体的营养状况对胎儿生长发育至关重要遥 本研究探

索孕中晚期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单独或联合补充复合维

生素制剂尧钙-维生素 D 制剂对胎儿体格发育的影响袁以
期为正确尧科学指导孕期营养素的补充提供依据遥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袁在上海市 3 所三

级甲等医院产科开展研究袁 共选取符合纳入排除标准

的孕产妇 558 例遥
1.1.1 纳入标准院淤孕妇年龄 20耀40 岁曰于具有行

为自知能力曰盂自愿参加研究袁承诺如实提供食物尧药
物尧维生素和矿物质服用情况袁以及病史和生活史的相

关信息遥 所有孕妇在征得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1.1.2 排除标准院 淤经人工途径受孕曰 于合并心脏

病尧糖尿病尧甲亢尧结核尧HIV 感染等慢性全身性疾病曰
盂孕前 3 个月及怀孕后有放射线及化学物品接触史曰
榆孕早期有不安全用药史遥
1.2 资料收集

选取符合条件的产妇袁 由研究者通过面谈和查阅

病例的方式获取相关资料遥
1.2.1 一般情况院包括产妇年龄尧丈夫年龄尧怀孕前

BMI尧流产史尧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尧每天面对电脑的时

间尧孕期增重尧用药史尧家族史尧慢性病史等遥
1.2.2 孕期补充符合维生素及钙剂的情况院 根据产

妇在孕期补充符合维生素和钙剂的自然情况袁 收集以

下数据要要要是否补充以及补充复合维生素和钙剂的名

称尧补充剂量尧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遥
1.2.3 膳食调查院 淤是否使用孕妇专用奶粉及其名

称曰 于每日膳食摄入调查院 将膳食种类分为谷物及薯

类尧水果类尧蔬菜类尧蛋类尧鱼虾类尧畜禽肉类尧豆类及坚

果尧牛奶及奶制品袁请产妇按照野经常渊每周逸3 次冤尧有
时渊每周约3 次冤尧偶尔渊每周一次冤尧从来不吃冶四种频率

描述自己的饮食习惯遥
1.2.4 胎儿及新生儿结局指标院通过查阅病历获得

新生儿相关结局指标袁如出生体重尧出生身长尧38 周

双顶径遥
1.3 分组方法

本研究对孕妇补充复合维生素及钙-维生素制剂

未做任何干预遥 资料收集后袁根据孕妇在孕中晚期渊孕
13 周耀分娩冤补充符合维生素制剂及钙-维生素 D 的自

然情况袁将研究对象分为 4 组院
复合维生素组院单独补充复合维生素制剂逸12 周袁

无钙-维生素 D 补充或累计补充时间约12 周遥
钙-维生素 D 组院单独补充钙-维生素 D 制剂逸12

周袁无复合维生素补充或累计补充时间约12 周遥
联合组院补充复合维生素制剂逸12 周袁且补充钙-

维生素 D 制剂逸12 周遥
空白组院 未补充复合维生素制剂或补充时间约12

周袁且未补充钙-维生素 D 制剂或补充时间约12 周遥
本次研究中袁共纳入研究对象 558 例袁其中复合维

生素组 231 例尧钙-维生素 D 组 65 例尧联合组 157 例尧
空白组 105 例遥 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28.13依3.309 岁袁平
均身高 162.32依4.261cm曰 研究对象的配偶平均年龄

30.39依4.077 岁袁平均身高 176.65依4.668cm曰平均孕前体

质指数渊BMI冤20.91依2.059遥
1.4 复合维生素和钙剂补充情况

研究对象补充的复合维生素制剂均为爱乐维 渊每

mia 渊OR =2.793袁95% CI =1.257 耀6.209冤and multi -vitamins supplement was not related with macrosomia 渊OR =
1.442袁95% CI =0.540耀3.850冤. Conclusion Dur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multi-vitamins supple鄄
ment promoting longitudinal bone growth, calcium-vitamin D supplement increase birth weight /biparietal diameter, it
was risk factor for fetal macrosomia. However, after combine with multi-vitamins, the increasing effect partly had been
balanced out.
Keywords: Multi-vitamins, Calcium-vitamin D, Birth weight, Birth length, Macrosomia, Pregnancy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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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含维生素 A1.2 毫克尧维生素 B1 1.6 毫克尧维生素B2
1.8 毫克尧维生素 B6 2.6 毫克尧维生素 B1 24.0 微克尧维
生素 C 0.1 克尧 维生素 D3 12.5 微克尧 维生素 E 15 毫

克尧生物素 0.2 毫克尧叶酸 0.8 毫克尧烟酰胺 19 毫克尧泛
酸钙 10 毫克尧钙 0.125 克尧磷 0.125 克尧镁 0.1 克尧铜 1
毫克尧叶酸 0.8 毫克尧锌 7.5 毫克尧铁 60 毫克冤袁每日 1
片曰 补充的钙剂有钙尔奇尧 迪巧袁 每日摄入量 500耀
600mg袁两种制剂均为钙与维生素 D 复合型袁故本研究

中的钙剂指野钙-维生素 D冶制剂遥
1.5 数据处理和统计

对所有资料进行双人核查和录入袁 检查异常值和

逻辑错误遥 使用 SPSS 13.0 对数据进行分析袁以单因素

ANOVA 进行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袁以 OR 描述巨大儿

渊出生体重逸4000g冤尧低体重儿渊出生体重约2500g冤的发

生风险遥 设定检验水准为 0.05遥
2 结果

2.1 4 组产妇间基线资料的比较

产妇年龄尧配偶年龄尧产妇身高尧配偶身高尧怀孕前

BMI尧流产次数尧每天接触电脑时间尧是否使用孕妇专用

奶粉等几个方面袁复合维生素组尧钙-维生素 D 组尧联合

组尧 空白组之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袁P 值 0.930耀0.069遥
所有孕妇均未使用孕妇专门配餐袁 经对每日饮食中谷

物及薯类尧水果类尧蔬菜类尧鱼虾类尧蛋类尧畜禽肉类尧豆

类及坚果尧奶制品类食物的食用频率进行调研袁各组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2.2 不同补充条件下胎儿体格发育指标的比较

本研究按照孕妇补充复合维生素和钙剂的实际情

况袁将研究对象分为复合维生素组尧钙-维生素 D 组尧联
合组尧空白组袁以 ANOVA 分析比较 4 组之间在出生身

长尧出生体重尧38 周双顶径方面的差异袁当 P约0.05 时袁
再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遥 研究发现渊表 1冤院

2.2.1 复合维生素组尧钙-维生素 D 组尧联合组胎儿的

出生身长均高于空白组渊P约0.01冤遥 复合维生素组尧钙-维
生素 D组尧联合组相互进行比较袁胎儿出生身长上虽不存

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袁但均值以复合维生素组最高遥
2.2.2 出生体重在 4 组间存在差异渊P约0.01冤遥 进一步

两两比较发现院复合维生素组的孕妇袁其胎儿出生体重与

空白组相比较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曰钙-维生素 D 组尧
联合组的孕妇袁其胎儿出生体重高于空白组渊P约0.01冤遥

2.2.3 38 周胎儿双顶径 4 组间存在差异渊P约0.01冤遥
经进一步两两分析发现院钙-维生素 D 组尧联合组胎儿

38 周双顶径高于空白组袁 而复合维生素组胎儿双顶径

与空白组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遥
2.2.4 从均值上看袁胎儿出生体重尧双顶径以钙-

维生素 D 组最高袁联合组次之袁复合维生素组和空白

组最低遥

分组 出生身长 出生体重 38 周双顶径 **
复合维生素组 50.04依1.212* 3302.44依408.282 92.67依3.936
钙-维生素 D 组 49.85依1.289* 3417.94依393.361* 94.10依3.920*

联合组 49.91依1.265* 3356.29依404.080* 93.80依3.904*
空白组 49.36依1.240 3204.27依534.687 92.76依3.166
均值 49.87依1.260 3312.44依435.647 93.21依3.851
F 5.495 4.017 3.979
P 0.001 0.008 0.008

表 1 胎儿体格发育指标的组间比较渊X依S冤

2.3 巨大儿风险

以体重逸4000g 定义巨大儿袁 体重约2500g 定义低

体重儿遥 通过分层卡方检验探索复合维生素和钙-维生

素 D 补充对巨大儿和低体重儿发生率的影响遥
按野补充钙-维生素 D冶分层袁探索复合维生素补充

与巨大儿之间的关系遥 结果显示袁在去除了野补充钙-维
生素 D冶这一混杂因素后袁孕中晚期复合维生素补充与

巨大儿之间无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 渊OR =1.442袁P=
0.465袁95% CI=0.540耀3.850冤遥

按野补充复合维生素冶分层袁探索钙-维生素 D 补充

* 与空白组比较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 孕 38 周 B 超结果渊43 例早产除外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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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巨大儿之间的关系遥 结果显示袁在去除了野补充复合

维生素冶这一混杂因素后袁孕中晚期补充钙-维生素 D
的孕妇生产巨大儿的风险是未补充孕妇的 2.793 倍渊P=
0.012袁95% CI=1.257耀6.209冤渊表 2冤遥

上述结果提示院 孕中晚期补充复合维生素对巨大

儿发生没有明显影响曰而补充钙-维生素 D 是发生巨大

儿的危险因素遥
本研究中袁共发生低体重儿 27 例袁低体重儿分布

在 4 组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遥
3 讨论

3.1 孕中晚期补充复合维生素制剂可促进胎儿长骨的

生长

胎儿体格发育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袁已有众多研究证

实多种单一类型的维生素尧矿物质尧微量元素与胎儿骨

骼的生长速度和生长质量有关[3-7]遥 复合维生素制剂作

为一种成分全面的尧比例适当的营养保健品袁理论上似

乎更能符合人体需要遥 本研究发现袁孕中晚期单一补充

复合维生素制剂尧单一补充钙-维生素 D 制剂或者联合

补充复合维生素与钙-维生素 D 的孕妇袁其胎儿出生身

长均高于空白组渊P=0.001冤袁其身长均值以单一补充复

合维生素组为最高袁联合组次之袁单一补充钙-维生素

D 组再次之遥 这一结果提示袁复合维生素和钙-维生素

D 均可促进胎儿长骨生长遥 长骨生长是以软骨内成骨

的形式发生的袁孕中晚期补充多种维生素尧矿物质和微

量元素可促进软骨内成骨过程袁促进钙在骨骼的沉积遥
Kennedy 等最新发表的研究发现袁复合维生素的补充可

以促进脂肪氧化和线粒体代谢袁 增加人体总的能量代

谢袁并能增加脑血流量[8]遥 能量代谢旺盛尧脑血流量增加

可能增加母体和胎儿的新陈代谢袁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

增加胎动袁 而胎动通过增加胎儿骨负荷的方式又可促

进骨的合成和重塑遥 因此袁孕中晚期补充复合维生素可

能不仅增加维生素 D尧维生素 A尧维生素 K尧钙尧磷尧镁等

骨合成所需的原料袁 也会通过增加骨负荷的方式促进

胎儿骨骼发育遥
3.2 孕中晚期补充钙-维生素 D 可增加胎儿出生体重和

双顶径袁联合补充复合维生素可部分中和这种效应

本研究将从孕 13 周起持续或累计补充钙-维生素

D 超过 12 周的孕妇定义为钙-维生素 D 组袁 持续或累

计补充复合维生素制剂超过 12 周的孕妇定义为复合

维生素组袁 补充钙-维生素 D 超过 12 周且补充复合维

生素超过 12 周的孕妇定义为联合组遥 研究中发现袁胎
儿 38 周双顶径尧出生体重均值依次为钙-维生素 D 组跃
联合组跃复合维生素组跃空白组曰 复合维生素组与空白

组相比较袁胎儿 38 周双顶径尧出生体重均没有统计学

意义上的差异曰钙-维生素 D 组和联合组胎儿的双顶径

和出生体重均明显高于空白组遥 研究结果显示钙-维生

素 D 补充对胎儿出生体重及双顶径的影响最为显著袁
但这种促进效应在联合补充复合维生素后似有下降遥
补充钙-维生素 D 可促进骨生长尧增加骨密度袁它对出

生体重的影响也多与骨骼增重有关袁 但在联合补充复

合维生素后袁 复合维生素制剂中的多种维生素尧 矿物

质尧微量元素是否会影响体内钙代谢和骨沉积过程钥 复

合维生素对母体能量代谢的促进效应是否也会一定程

度上降低血清钙的浓度钥 这些问题涉及复杂的体内代

谢过程袁可成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遥
3.3 孕中晚期持续补充钙-维生素 D 可增加巨大儿发生

风险

尽管以往已有多篇文献讨论复合维生素及钙剂补

充与巨大儿出生风险之间的关系袁 但研究结论并不一

致遥2016 年袁一个随机双盲的临床对照研究发现[9]袁孕期

钙+维生素 D 的补充可以减少血清 C 反应蛋白的水平袁
提升血清总的抗氧化能力袁但与早产尧出生体重等妊娠

结局没有关系遥 但也有研究发现袁胎儿出生体重与维生

素 D 摄入量呈线性关系[10]袁提示孕期补充维生素 D 可

ORMH院调整野是否补充复合维生素冶这一混杂因素后的 OR 值遥
*P约0.01曰**P约0.05遥

Hou Xiaojing Zhang Jie Effects of Multi-vitamins and Calcium-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During Pregnancy on Feta and Birth Outcomes

表 2 孕中晚期补充复合维生素尧钙-维生素 D与巨大儿发生风险的关系

分组
补充复合维生素 未补充复合维生素

X2 ORMH 95% CI
补钙 未补钙 补钙 未补钙

巨大儿 15 7 4 1 7.043* 2.793** 1.257耀6.209
非巨大儿 183 209 43 96

合计 198 216 4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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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胎儿出生体重遥 2012 年发表的一篇系统综述综合

了来自全球的 15 个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的结果袁发现钙

剂渊500耀2000mg冤补充可提高胎儿出生体重[11]遥 本研究

中研究对象摄入的钙剂均为钙与维生素 D 的复合制

剂袁 在控制了联合补充复合维生素制剂这一混杂因素

后袁钙-维生素 D 复合制剂补充渊12 周以上冤使巨大儿

风险达到了空白组的 2.793 倍遥 这一研究结果提示袁孕
中晚期单独补充钙剂在提高胎儿出生体重的同时袁也
增加了巨大儿发生风险袁临床不宜推荐遥

2014 年袁国内有学者发现袁高剂量复合维生素渊爱
乐维袁2 片/日冤可导致孕妇营养过剩袁提高巨大儿的出

生风险[12]遥 本研究中的孕妇爱乐维补充剂量为 1 片/日袁
研究结果表明袁在控制了野联合补充钙-维生素 D冶这一

混杂因素后袁1 片/日的复合维生素的补充与巨大儿发

生风险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袁 它对胎儿结

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长骨生长方面遥
本研究探索了孕中晚期补充复合维生素和钙-维

生素 D 制剂对胎儿体格发育指标的影响, 研究结果一

方面对临床指导孕妇科学合理地选择孕期营养制剂具

有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领域

的研究探明了方向遥 本研究揭示复合维生素制剂对胎

儿长骨生长的促进作用和钙-维生素 D 制剂对出生体

重的影响曰 同时研究也发现了钙-维生素 D 制剂与巨

大儿出生风险的关系以及复合维生素制剂与钙-维生

素 D 制剂可能存在的交互关系遥 今后应以大样本尧前
瞻性的研究对本研究结论进行进一步验证袁 同时应关

注孕期营养素补充与儿童远期生长指标和身心健康状

况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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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健康这个议题袁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衡量的

尺子遥 每件事物都有它的时间点袁迈向健康的教育也不

例外遥 青少年时期在人的一生中是接受能力最强尧可塑

性最大的时期袁也是形成各种良好习惯的关键时期袁这
个时期所形成的习惯袁 往往对其一生的发展有着不可

磨灭的深远影响遥 我国中小学在校学生数目庞大袁青少

年处于人生的准备阶段袁 落实这一代人的健康教育工

作袁可以使他们从小接受系统的健康教育袁为他们的终

身健康奠定坚实的基础袁 并且有助于提升全民族的健

康素养袁实现野健康中国冶的国家战略遥
1 概念界定

1.1 健康和健康教育

健康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和幸福的源泉袁人类对野健
康冶概念的诠释自古以来渐趋完善遥

Abstract: Health is the first wealth. Health is the condition of wisdom. Health isthe sign of happiness. Health is the in鄄
vestment for the future.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health,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health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is article aims at providing constructiv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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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健康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袁通过分析中小学健康教育的实施现状袁以期对我国学校健康教育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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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 年前西方医学之父 Hippocrates 认为健康是

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袁保持健康的方法就是节制饮食尧
保持平衡袁这种观点与我们古人提出的野天人合一冶不
谋而合遥 17 世纪笛卡尔机械论将健康比喻为一部功能

良好的机器袁此处未将心理层面纳入遥 1948 年袁世界卫

生组织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冤在其颁布的

叶组织法曳[1]中提出院野健康是生理尧心理尧社会三个层面

完全安适的状态袁不只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已冶曰并且

提出野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袁 达到尽可能的健康水平袁
是世界范围内一项重要的社会性目标冶遥 1998 年袁WHO
将健康的概念重新修订为野健康是生理尧心理尧心灵和

社会完全安适美好的动态状态袁 不只是没有疾病或虚

弱而已冶[2]遥 渊Health is a dynamic state of completely phys鄄
ical, mental, spiritu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冤相比之前的定义袁此次

的修订囊括了健康的心灵层面袁 并且把健康看作一个

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袁健康是随时变化的袁健康状况是

可以改变的遥 相对而言这个定义是目前学界认可度最

高的遥
关于野教育冶袁一般界定为野培养人的活动冶遥 从野教

育冶出发思考野健康教育冶袁当前学界主要认为健康教育

是一门研究如何促进健康行为形成的学科遥 台湾学者

黄松元认为野健康教育是研究人类健康行为的科学袁其
最终目标是增进全民的健康冶[3]遥 美国总统健康教育委

员会提出野健康教育是借教育的方法袁把健康知识转变

为个人与社会所需的行为模式袁 健康教育也就是联络

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的教育过程冶[3]遥 1954 年袁WHO 提

出野健康教育和一般教育一样袁关系到人们知识尧态度

和行为的改变袁 它致力于引导人们养成有益健康的行

为袁 使之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冶[4]遥 1969 年袁WHO 提出

野健康教育工作的着眼点在于民众和他们的行为袁总的

来说袁 在于诱导并鼓励人们形成并保持有益于健康的

生活习惯袁合理而明智地利用已有的保健设施袁并自觉

地实行改善个人和集体健康状况的活动冶[5]遥
基于上述认识袁健康教育是野健康冶与野教育冶综合

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袁 通过教育的方法袁 传播健康知

识袁塑造健康态度袁进而建立个人与社会所需的健康行

为袁培养具有健康素养的个体遥
1.2 学校健康教育

开展学校健康教育工作意义重大遥 学校健康教育

可以影响人的整个生命周期袁 儿童青少年之所以成为

健康教育的重点对象袁 是因为个体的健康行为与习惯

起始于生命早期袁早期的生活习惯一经养成袁后期就很

难改变遥 青少年时期在人的一生中是接受能力最强尧可
塑性最大的时期袁也是形成各种良好习惯的关键时期袁
这个时期所形成的习惯袁 往往对其一生的发展具有不

可磨灭的深远影响遥 学校是开展健康教育的最佳场所袁
学校健康教育的效果可向家庭和社会辐射遥

学校健康教育是指在学校中袁 针对学生求知特点

和对健康的需求袁采用多种形式进行系统的健康知识尧
健康技能的传授活动[6]遥 通过学校健康教育使儿童青少

年获得必要的卫生保健知识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袁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袁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疾病袁增强体

质袁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袁为终身健康奠定基础遥
2 现状分析

2.1 国民的健康水平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袁 青少年体质健

康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遥 从 1985 年开始袁我国进行了全

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袁调查显示袁我国青少年的体质

在持续下降遥 在 2006 年 8 月 19 日举行的野首届中国青

少年体质健康论坛冶上袁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报告

表明袁 学生肥胖率迅速增加袁 四分之一的城市男生是

野胖墩冶遥 眼睛近视的比例袁初中生接近六成袁高中生为

七成六袁大学生高达八成三遥 之后袁教育部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曳数据管理中心研究部分别对 2008 年尧2009 年尧
2010 年全国大中小学每年近 10 所学校尧 约 1 亿学生

叶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曳 测试成绩进行了统计分析袁
形成了 叶2008要2010 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

据分析报告曳遥该报告显示袁2008 年以来袁学生体质健康

下降趋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袁 但整体上反映出来的指

标值仍然令人担忧袁特别是在以下指标上袁显现的问题

十分突出遥一是肺功能指标维持低水平遥二是超重和肥

胖现象严重遥 2008 年学生不同营养状况检出率超重占

4.55%袁肥胖占 7.66%遥 2010 年统计显示袁超重和肥胖分

别增加到 5.05%和 9.41%袁表明由营养过剩导致的肥胖

和超重情况继续恶化遥三是近视发生率继续增加遥 2008
年北京市 10 万余名初三学生参加了中招体检袁结果显

示袁69.28%的学生视力不良遥2008 年上海市 102 万余名

中小学生视力检查结果显示袁50.59 万人视力不良袁其
中袁高中学生视力不良达到 80%以上遥

同时袁2009 年卫生部公布的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

查结果显示院 我国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仅为

袁佳焰 中小学健康教育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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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豫袁即每 100 人中不到 7 人具备健康素养[7]遥 党的十

六大报告将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袁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健康是人

全面发展的基础袁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遥 这个数据显然

与党的政策目标不符袁 足以说明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

状况令人担忧袁提高全民的健康素养水平迫在眉睫遥
2.2 我国的学校健康教育现状

少年强则国强袁 我国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学校

健康教育工作袁陆续颁布了多份文件遥1990 年国家教委

渊1985 年至 1998 年称之野国家教委冶袁之后改称为野教育

部冶冤和卫生部共同颁发的叶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曳明文规

定野学校应把健康教育纳入工作计划袁普通中小学必须

开设健康教育课冶[8]遥1992 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叶中小学生

健康教育基本要求渊试行冤曳要求学校以九年义务教育

教学计划和对健康教育的要求为依据袁 在中小学开设

健康教育课袁且规定每周至少一学时袁鼓励暂无条件开

设课程的学校以健康教育讲座的形式逐步过渡到健康

教育课[9]遥 2008 年教育部颁布的叶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

纲要曳明确了健康教育实施的指导思想尧具体目标尧基
本内容尧实施途径以及保障机制袁建议学校通过学科教

学和班会尧团会尧讲座尧板报等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袁
其中学科教学每学期要求安排 6-7 课时袁 主要载体课

程为叶体育与健康曳[10]遥 在种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袁我国

学校健康教育的开展有了不错的成果袁 但在进步的同

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遥
我们通过查阅文献可知健康教育的开课情况袁北

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的

杨军尧徐晓莉等人在 2006 年对北京市 87 所学校的 900
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11]袁结果显示回答开设健康教育

课的占 62.49豫袁 回答没有开健康教育课的占 37.51豫袁
说明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按照国家要求开设健康教育

课袁各学校对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遥
有健康教育课本的占 49.26豫袁 没有课本的占 13.34豫袁
有课本但不是健康教育专用的占 37.40豫袁 说明健康教

育课程并没有国家统一的合适教材遥 健康教育授课方

式以照本宣科为主袁考核方式中闭卷考试的占 16.42豫袁
开卷考试的占 22.35豫袁不进行考试的占 15.51豫袁其他

考核方式占 45.72豫袁由此可见袁健康教育的教学方式比

较单一袁且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考核方式遥
上海市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路尧 蔡忠元

等人在 2012 年对宝山区 20 所中小学的健康教育工作

实施情况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12]袁结果显示 20 所

学校均开设健康教育课袁教学形式以广播为主袁考核办

法以考试为主遥 各学校教学课时与教学频率波动较大袁
其中最高教学课时为 24袁最低为 4遥 由此可见袁各学校

对健康教育课程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袁 呈现两极分化

的趋势遥 健康教育主要任课教师为班主任的有 17 所袁
其余 3 所由卫生教师任课袁 专兼职情况与同类地区的

研究结果相似遥 仅有 2.2豫的健康教育教师具有医学背

景袁参加过健康教育培训的也仅占 7.3豫袁健康教育教师

的医学基础知识和素养存在缺陷遥 这些数据表明了健

康教育的师资素质参差不齐袁 有待进一步规范培养和

加强职后培训遥 高质量的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是学校健

康教育工作高效率尧高质量的保证遥
2.3 国外的学校健康教育现状

2.3.1 美国

美国的健康教育工作者认为学校虽不是促进健康

的唯一场所袁 但健康教育的核心概念必须从学校中系

统习得遥健康教育作为一门正规课程始于 1918 年,至今

已有近 100 年的历史袁美国 1995 年正式出版全国健康

教育课程标准 渊National Health Education Standard,
NHES)袁并于 2005 年重新修订遥 2005 年版的 NHES 成

为目前美国各州制定当地健康教育教学标准以及编制

教材的重要依据遥 该课程标准以健康国民为最高原则袁
以降低青少年健康危害行为为目标袁 以统整性学校卫

生模式渊Comprehensive School Health Program冤为理论

基础袁着重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袁强调佐以实证资料的

教学评价袁实施公平和有效的健康教育教学袁引领着美

国学校健康教育的蓬勃发展[13]遥
2.3.2 英国

英国中小学开设的个人尧 社会与健康教育课程

渊Personal, Social and Health Education, PSHE冤 是经正

式规定的国家基础课程袁 受到高度重视遥 该课程以个

人尧社会与健康为核心面向袁旨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发展袁锻造青少年健康自信的品质袁培养青少年成为健

康向上的自信个体和负责任的社会公民遥 PSHE 课程作

为国家基础课程在英国实行十多年来袁 形成了一套较

为完备的课程体系袁不仅在公立学校推行袁许多私立学

校也将其作为学校的必修课遥 总而言之袁PSHE 课程在

英国学校健康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袁 逐步推

动着英国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14]遥
除了上述的美国和英国袁澳大利亚尧新西兰尧芬兰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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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开展得如火如荼袁在课程纲要尧课程内容渊教材冤尧课
程实施尧课程评价尧师资培养方面都有很多值得借鉴和

学习的地方遥
3 策略探究

3.1 转变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指引着教育行为遥 要认识到健康素养是

智育的根基袁真正把学校健康教育落到实处遥 英国哲学

家约翰窑洛克认为院野人生幸福有一个简短而充分的描

述院健全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体遥 凡是身体和心智都健

全的人就不必再有什么别的奢望了曰 身体和心智如果

有一方面不健全袁 那么即使得到了种种别的东西也是

枉然遥 人的幸福或苦难袁大部分是自己造成的遥 心智不

明的人做事情找不到正确的途径袁 身衰体弱的人即使

有了正确的途径也无法取得进展[15]遥冶由此可见袁健康是

儿童青少年幸福快乐的源泉袁 对健康的投资就是对未

来的投资袁只有切实贯彻野健康第一冶的原则袁才能引领

学校健康教育的正确之路遥
3.2 保障政策落实

2008 年教育部颁布的叶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曳
明确了健康教育实施的指导思想尧 具体目标尧 基本内

容尧实施途径以及保障机制袁建议学校通过学科教学和

班会尧团会尧讲座尧板报等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袁其中

学科教学每学期要求安排 6-7 课时袁 主要载体课程为

叶体育与健康曳遥 尽管有明确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

要袁可具体落实情况不容乐观遥 究其原因袁很大程度是

因为野建议冶二字袁野建议冶而非野强制冶袁学校自然有理秉

持升学主义而置健康教育于不顾遥 因此袁教育主管部门

确有必要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袁 对学校健康教育的课

程设置给予明确的说明袁不可再含糊其辞遥 只有在制度

上真正给予保障袁 学校健康教育课程建设才能做到有

法可依袁有法必依遥
3.3 规范师资培养

教师的教学视野有多宽广袁 开启的学生生命世界

就有多辽阔遥 美国有 200 所大学开设了健康教育专业袁
20 所大学可培养健康教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 [16]袁专业

的师资培养引领着美国学校健康教育的蓬勃发展遥 紧

跟学校健康教育的国际前沿步伐袁 应尽快在我国高等

院校加强学校健康教育专业建设袁 这是解决健康教育

师资的必要途径[17]遥 据笔者所知袁上海杉达学院教育学

渊卫生教育方向冤专业是我国大陆地区唯一的培养卫生

保健教师的本科专业袁 该专业于 2014 年正式设立袁该
专业的设立是上海市政府推进野学生健康促进工程冶的
一项重要举措渊沪教委体揖2013铱44冤袁也是响应上海市

政府建设合格的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的重要内容 渊沪教

委体揖2011铱22冤袁目的在于培养新型的中小学卫生保健

教师遥
WHO 前总干事中岛宏博士指出院野全世界有近十

亿儿童青少年袁其中大部分是在学校读书袁他们的健康

状况影响着未来世界遥 因此袁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在学

校教育和教学规则中袁 将健康教育放在一个极其重要

的位置冶[18]遥 没有健康的儿童袁就没有国家的未来袁全面

做好中小学健康教育就是建设祖国的未来[19]遥 因此袁学
校教育应切实贯彻野健康第一冶的原则袁扎扎实实地开

展学校健康教育工作袁 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快乐地成

长袁为野健康中国冶的战略保驾护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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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袁由时任校长袁济主持袁上海杉达学院董事会讨论决定袁筹建申报护理专业袁拟建立相应的二级

学院遥
2010 年 8 月袁学校聘请 HOPE 基金会中国区办公室主任徐丽华担任国际医学技术学院院长袁并正式成立护理

系袁徐丽华院长兼职护理系主任袁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护理系副教授杨云衣担任护理系副主任遥
2010 年 11 月袁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来校视察袁听取了时任校长袁济教授汇报后袁建议拟建立的学院名称

为国际医学技术学院遥
2011 年 3 月袁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来校视察袁召开了专题协调会议遥 同月 23 日袁时任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印杰召开护理学专业专升本项目专题会议袁并对叶护理学专业专升本课程和教学计划表曳进行了修改遥
2011 年 3 月袁上海市教育发布沪教委高[2011]10 号文件袁批准上海杉达学院设立护理学专业遥
2011 年 5 月袁上海杉达学院召开护理本科和护理专升本教学计划专家论证会袁确定了护理本科和专升本的

培养方案遥
2011 年 6 月袁杉达学院出资 500 万元袁部分完成了 1尧2 号楼三楼和四楼 1500m2 护理实训中心一期建设袁保证

秋季教学的基本需要遥 渊图 1袁封 2冤
2011 年 9 月袁首届护理学专业学生入学袁招收 4 年制本科生 74 名尧专升本学生 4 名遥
2011 年 10 月袁成功申报上海市政府民办教育扶持资金项目 2 项袁获批经费 1209 万遥
2011 年 10 月袁成功申报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渊省部级冤与局级课题各一项遥
2012 年 6 月袁全面完成护理实训中心一期建设袁为护理专升本和护理本科专业实训教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遥
2012 年 9 月袁第一批临床教学渊实习冤基地签约袁5 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尧3 家专科医院和 3 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成为护理学教学和实习基地遥
2012 年 9 月袁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成立野老龄健康中心冶袁确立优先发展老龄健康相关的人才培养与应用型

研究遥 渊图 2袁封 2冤
2012 年 10 月袁康复治疗学本科专业申报成功遥
2013 年 1 月袁学校聘任徐燕教授为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护理系主任袁赵爱平教授担任国际医学技

术学院临床教学部主任遥

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大事记

渊2010-201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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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袁获批上海市民办教育重大内涵建设项目 1 项尧上海市教委创新课题人文社科重点项目 1 项遥
2013 年 4 月袁康复治疗系主任王颖受聘遥
2013 年 5 月袁举办上海杉达学院第一届野5窑12冶系列活动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首届野5窑12冶护士节主题晚会尧专

业知识竞赛尧首届护理技能比赛遥 渊图 3袁封 2冤
2013 年 5 月 17 日袁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护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遥
2013 年 5 月袁赵珠峰老师参加野第一届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冶袁荣获骨干教师组野优胜奖冶遥
2013 年 6 月袁第一届护理专业专升本学生毕业袁被授予学士学位遥
2013 年 7 月袁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健康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袁10 名师生赴美参加为期 2 周的暑期夏令

营活动遥 渊图 4袁封 2冤
2013 年 9 月袁第一届康复治疗系学生入学袁招生 28 名遥
2013 年 9 月袁学院野康复治疗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冶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遥
2013 年 9 月袁嘉善校区医学技术学院基础医学实验室初步建成袁投入使用遥 渊图 5袁封 2冤
2013 年 10 月袁选送 1 名青年教师赴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袁进行为期 2 个月的进修学习遥
2013 年 10 月袁由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老龄健康中心与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联合主办的野第一

届老龄健康国际研讨会冶在我校召开遥
2013 年 11 月袁教育学专业渊卫生教育方向冤获批袁含 4 年制本科和 2 年制专升本 2 个层次遥 渊图 6袁封 2冤
2013 年 12 月袁由我校投资 250 万袁仁济医院提供场地建设的野杉达-仁济重症监护实训室冶正式揭牌遥
2014 年 4 月袁上海市民办教育重大内涵建设项目顺利通过中期评审袁追加研究经费 40 万遥
2014 年 4 月袁卫生教育系副主任随张增泰副校长等出访台湾袁与台湾师范大学健康教育系建立合作意向遥
2014 年 6 月护理系赵婷婷老师参加野首届上海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冶并获三等奖遥
2014 年 6 月袁成功申报上海市教委本科生职业生涯发展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项目 1 个袁获批经费 3 万元袁

获批学校产学研基地建设项目 3 项遥 护理专业新增临床教学基地 2 个遥
2014 年 6 月袁野护理专本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冶项目获批上海市教委本科教学改革重点课题遥
2014 年 7 月袁徐燕院长随王馥明副校长一行访问加拿大道格拉斯学院尧美国爱荷华大学护理学院和印第安纳

波利斯大学护理学院遥
2014 年 9 月袁卫生教育专业第一届学生入学袁招收专升本学生 7 名尧本科生 98 名遥
2014 年 10 月袁国际医学技术学院老龄健康中心成功举办野第二届老龄健康国际论坛冶袁与会代表 300 余名袁围

绕老龄康复尧健康老龄化等问题开展学术研讨袁邀请境内外专家学者 8 人进行主题演讲遥
2014 年 11 月袁 护理专业成功申报上海市教委 野本科应用型专业转型试点专业冶袁 获批第一期专业建设经费

395.1 万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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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袁2 名教师参加野2015 年教师教学能力竞赛暨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冶袁李斌老师荣获

特等奖袁胡菁获三等奖遥
2015 年 5 月袁卫生教育学野台湾名师工作室冶 成立遥
2015 年 6 月袁康复治疗系引进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团队袁陈文华教授任康复治疗系主任袁祁奇副主任治

疗师任康复治疗系副主任遥
2015 年 6 月袁首届护理本科 4 年制学生毕业袁学士学位获取率和就业率均达 100%袁三级甲等医院就业率达

98.3%遥 渊图 7袁封 3冤
2015 年 7 月袁与法国宜世精神运动康复高度专科学校合作袁举办了野老年精神运动康复学习班冶遥 选派 4 名专

职教师尧6 名兼职教师赴巴黎完成为期 10 天的培训遥
2015 年 09 月袁李斌讲师获得上海杉达学院野储文教育教学特别奖冶遥
2015 年 09 月袁护理系成功申报上海市民办教师发展中心-护理专业教师发展分中心袁承担对上海市民办院校

护理专业教师的强师工程培训项目遥 第一批来自全市 8 所民办院校的 14 名教师参加了为期 3 月的培训遥
2015 年 9 月袁卫生教育专业获批野上海市第二批应用型本科转型试点专业冶袁首期建设经费 260 万遥
2015 年 11 月袁切实推进野医教结合冶战略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尧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尧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成为上海杉达学院教学医院遥 渊图 8袁封 3冤
2015 年 11 月袁康复治疗系承办野托马斯解剖列车学习班冶袁国际著名学者托马斯亲临学校举行讲座袁全国 300

余名康复专业人员参加听课袁扩大了康复治疗专业的学术影响遥
2015 年 11 月袁学院野康复空间站冶成立袁由康复治疗系教师和学生志愿者组成袁面向全校服务教职员工提供康

复治疗服务遥 渊图 9袁封 3冤
2015 年 12 月袁康复治疗系协办野爱在路上冶儿童康复大型公益活动遥
2015 年 12 月袁市内 22 所中小学校与卫生教育专业签约袁成为野上海杉达学院卫生教育教学见实习基地冶遥
2016 年 3 月袁康复治疗系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袁在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中心渊上海市第五

康复医院冤开展理实一体康复治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遥上海杉达学院投资 200 万元袁第五康复医院提供 400 多平方

米的场地袁建设野杉达-市一康复治疗实训中心冶遥
2016 年 5 月袁2 名教师参加野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冶袁李斌获非外语类教学学科组二等奖尧张媛媛

获自然科学应用学科优秀奖遥
2016 年 6 月袁野护理本科生核心能力多元化培养与效果评价冶获得上海杉达学院科研成果特等奖遥
2016 年 7 月袁组织第二届野精神运动康复学习班冶袁选派 3 名专职教师尧4 名兼职教师赴巴黎完成为期 14 天的

培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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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袁野杉达-市一康复治疗实训中心冶建成投入使用遥 2014 级 64 名康复治疗专业大三学生进入上海市

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为期 1 年的理实一体阶段的专业学习遥
2016 年 9 月袁徐燕教授获得上海市野教书育人冶楷模提名奖袁受到上海市教委表彰袁并荣获上海杉达学院野储文

教育教学特别奖冶遥 渊图 10袁封 3冤
2016 年 10 月袁康复治疗专业申报应用型本科转型试点专业遥
2016 年 10 月袁卫生教育系成功举办野市中小学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专题会议冶遥
2016 年 11 月袁护理系顺利通过 1000 万共享平台政府项目验收遥
2016 年 11 月袁护理系与康复治疗系共同举办的野第三届杉达老年健康国际论坛冶圆满召开遥
2016 年 11 月袁护理系和卫生教育系顺利通过市教委应用型本科试点检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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