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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故事理论对心脏神经官能症患者
疾病健康挑战的质性研究
张泽涵，郑海智，闫晓霞，王

婷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750306）
摘要：目的

目前很少有关于心脏神经官能症患者患病经历体验的定性研究，本研究是确定心脏神经官能症

患者面临的复杂疾病健康挑战；疾病生活体验的低谷、转折点和高潮；解决疾病生活挑战的方法。方法
事理论作为指导数据收集的定性框架，用故事探究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用故

从故事来看，心脏神经冠能症对

患者复杂健康挑战的主题是“焦虑、躯体不适、疑病、无助的痛苦”；描述疾病体验低谷、转折点和高潮的主题分
别为“远离一切”、
“通过生活的哲学和自我调适，不断实现走向解决得可能性”和“身心的平静、拒绝过度医疗、
人际关系好转”；患者自我解决疾病生活挑战的方法是“药物治疗、学习和提升灵性”；结论

故事揭示了心脏

神经官能症患者面临的疾病健康挑战以及自我应对解决疾病生活挑战的方法，为患者所面临的疾病健康挑战
提供了见解、证据及新的视角，表明相较于躯体症状，这类患者的心理问题更为突出，一定要针对患者的需求
给予干预，构建有效地支持系统，满足患者灵性需求，构建人文壁垒，方能直抵患者内心，解决其根本问题，而
不是仅仅依赖药物治疗。
关键词：故事理论；心脏神经官能症；故事探究法；灵性

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由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而
产生的以心血管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
征，以心前区疼痛、胸闷、心悸为主要表现，并伴有
头晕头痛、心烦意乱等兼症，但并无器质性心脏病
变［1］。近年来，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超强的生活
压力，心脏神经官能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日益
年轻，这一类患者往往以躯体症状为主诉不断反
复就诊于各大医院，其就诊次数和医疗资源消耗

1
1. 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6 月 1 日在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患者。
纳入标准：确诊心脏神经官能症且无合并其他心
脏病的患者；排除标准：不愿参加或有精神类疾
病。样本量以访谈资料饱和为标准，本研究共访

均达普通患者两倍之多［2］，但隐藏于躯体症状之

谈了 9 名患者。研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符

Liehr 等［3］提出的中域理论，该理论认为护患之间

1. 2

后的心理问题却被忽略。故事理论是 1999 年由

通过开展有目的的对话，护士聆听与病人健康相
关的故事来收集资料，从中识别主要健康困扰，根
据病人的意愿和希望解决问题，最终达到促进舒
适的目的［4］。该理论在国外已被成功应用于护理
实践与研究［5-7］，国内尚处于理论引进阶段，实证
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运用该理论探讨患者的疾
病健康问题，挖掘疾病背后的的核心问题，以确保
给患者提供精准护理，并为今后这类患者的护理
提供借鉴意义。

合伦理要求。患者的一般情况详见表 1。
1. 2. 1

研究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

用来访谈和指导数据收

集的理论框架是故事理论。该理论提供了一个整
体的方法来收集患者疾病体验的故事，使用三个
相互关联的概念，即有目的的对话、联系情景中的
自我和创造舒适［8-9］。
有目的的对话包括让患者收集与疾病相关的
复杂健康挑战的故事，研究人员的目的是了解疾
病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所带来的困扰；联
系情境中的自我是个人史回顾和反思意识，即包
括与疾病一起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挑战是
什么；创造舒适，就是当患者把所有的健康故事情
节整合起来解决疾病带来的困扰时，就会感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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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和舒适［8-10］。
1. 2. 2

资料分析方法

资料的分析方法采用故

事探究法［11］，共分 5 个步骤，如下所示：

①收集一个关于复杂健康挑战的故事：故事

结果

2. 1

患者的一般资料，详见表 1。
表1

患者的一般资料

编号

性别

年龄

婚姻

文化程度

工作

N1

女

N2

女

29

疾病生活经历的看法开始，问题集中在疾病是何

N3

女

时开始，进展如何，未来可能改善疾病症状的想法

N4

女

是什么［11］。这种过去、现在和未来收集故事的方

N5

女

N6

女

N7

女

N8

男

N9

男

调查的第一阶段是收集一个关于患者疾病体验的
复杂健康挑战的故事。调查者从询问患者关于其

［12］

法被称为故事路径法

。使用故事路径法的调查

者可以在 20-30 分钟内完成故事收集，故事可以
被录音，也可以只做记录故事路径的笔记［13］。

②描述复杂的健康挑战：该阶段发生在数据

分析时，调查者要找出患者所描述故事中“面临的

疾病健康挑战是什么”。将相似故事分为一组并
标记主题，从而用多个主题反映疾病健康挑战的
复杂方面［11］。

③描述故事发展情节：故事情节是故事理论

的关键要素。故事情节有低谷、高潮，低谷是事件
发展不顺的时候，高潮是事件发展顺利的时候；转
折点着重于对复杂健康问题的描述，是故事发展

过程中的关键点。故事情节和转折点始终贯穿于

2. 2

未婚

硕士

公务员

36

已婚

本科

教师

48

已婚

大专

无

35

已婚

硕士

职员

42

已婚

本科

公务员

52

已婚

高中

个体

58

已婚

大专

退休

57

已婚

大专

退休

64

已婚

大专

退休

患者面临的复杂疾病健康挑战
通过对患者的故事进行主题分析、整合，确定

心脏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复杂健康挑战是：焦虑、躯
体不适、疑病、无助的痛苦，结果详见表 2。
2. 3

疾病生活体验的低谷、转折点和高潮

患者被问及疾病进展不顺利的时间（低谷），

进展顺利的时间（高潮）以及关于疾病健康挑战的
方向发生变化的时间（转折点）。这些主题从相关
的描述性评论中提取，详见表 3。

整个健康故事［11］。

2. 4

挑战所采取行动的描述。患者通过回忆把各个故

的中心，放弃忙碌和纷扰，集中注意力于故事，以

④走向解决：走向解决是指患者对解决健康

事情节整合在一起，由此构建一个流畅完整的故
事，此刻就进入了解决健康问题的阶段，并体验到
放松和舒适［14］。

⑤整合研究结果以解决健康问题：该过程指

的是患者通过对故事进行主题提炼来寻找解决问

题的方法。这些研究结果会与现存的文献相关，
并能够形成有用的指导知识，可能会成为最佳的
实践指导方案甚至指导模型［11］。
综上所述，故事探究法为系统分析心脏神经
官能症患者的健康挑战提供了框架。本研究的中
心问题是：
“患者疾病体验的经历是什么？”并通过

解决疾病生活挑战的方法

解决疾病生活挑战的方法是“找到一个静止

［15］
致力于对问题的解决”
。本研究心脏神经官能

症患者解决疾病生活挑战的方法是：药物治疗、学
习和提升灵性，详见表 4。

3

讨论
3. 1 患者面临诸多疾病健康挑战，缺乏理解、

支持，需构建有效支持系统，避免单纯依赖药物治
疗，以降低对身心的负面影响。

经故事理论分析，焦虑成为本病患者首要的

疾病健康挑战，与文献一致［16］，90％以上的心脏神
经官能症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当然躯体不适

评估以下子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

也成为患者需要面对的健康挑战，研究证明患者

战是什么？

致其思想和精神上受到的“心脏病”痛苦和折磨比

是什么？

患者建立正确的疾病认知非常重要。研究发现，

的生活挑战？

患者有效应对策略缺乏，获得支持、理解不足，甚

问题 1：心脏神经官能症患者面临的健康挑

对躯体不适过度关注，加剧疑病倾向，这种“疑”导

问题 2：患者疾病体验的低谷、转折点和高潮

器质性心脏病患者更严重［17］，所以加强宣教，帮助

问题 3：患者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疾病带给其

患者的这些健康挑战互相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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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面临的复杂疾病健康挑战

主题

相关描述
“做什么都没有兴趣，心情特别烦躁”；
“总担心发生不好的事”；

焦虑

“一件小事就会让我抓狂”；
“想掌控一切，却总是越来越糟糕”；
“一件事反反复复的想，一夜一夜的睡不着”；
“手会不自主的抖，心在颤”；
“一心烦就有早搏，心慌”；
“揪心，心前区说不出的难受”；

躯体不适

“心口像被一股电流刺激了一下”；
“我抓住了胸口，紧紧的抓住，胸口憋闷的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头晕、头痛，有时还伴有耳鸣”；
“一会儿这里疼、一会儿那里憋，总之浑身不舒服”；
“肯定是心脏有毛病”；
“医生总和我说没事，但我觉得有事，我就换其他医生看”；

疑病

“我得去协和、阜外医院，那里是医学界的天花板，比这儿权威”；
“没有精神，乏力、头疼、胸口疼、后背疼、胃疼，睡不着觉，我觉得我一定得了不好的病”；
“花了那么多钱，看了那么多医生，反反复复做了那么多检查，也没查出什么，但我就是觉得不舒服”；
“没人能理解我，家人却总说我是更年期，没人能帮我”；
“我就是不舒服，别人感觉我像装的，我为什么要装呢”；

无助的痛苦

“流了那么多泪，不停的哭，有什么用”；
“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什么叫情绪引发，说来说去也没给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
“中药、西药，吃了那么多，却没有什么效果”；
表3

疾病生活体验的低谷、转折点和高潮

主题

相关描述
“蜷缩成一团，躲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

低谷

远离一切

“不停的打游戏，将自己封闭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难过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干，就躺着不停的看手机”；
“什么都没有意义，生活就是一种折磨，我想暴走，逃离这里”；
“接受一些社交活动，使自己的心情舒畅一些”；

通过生活的哲学，自我调适，不断实现走向解决得可
转折点 能性

“更爱惜自己的身体，不在强迫自己，就那样静静的躺一天”；
“对自己更宽容，努力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活在当下，不胡思乱想，不钻牛角尖”；
“老子、孟子、孔夫子，道家、佛家、儒家，用古之先贤来开导自己，越来越
从容”；
“不心慌气短了，睡觉也好多了，可以控制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控制”；

身心的平静
高潮

拒绝过度医疗
人际关系好转

“胸口不在憋闷、疼痛，我相信医生的诊断，我只是“心”病了，不是心脏
病了”；
“不在到处看医生、不在乱吃药，安静下来，放松，身体好多了”；
“主动和朋友联系，谈笑风生，以前这让我望而却步”；

挑战的方法是依赖药物治疗，但单纯药物治疗远

心的压抑［21］，并筛选出积极内容加以归纳后，对积

期效果并满意，甚至造成药物的依赖和滥用，对身

极因素予以加强，使其认知和行为回到积极点［22］。

体产生二次伤害［19］，故鉴于疾病的症状与心理因

同时，患者在自我应对无效后进入低谷期，
“ 逃离

［20］

素密切相关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应给予心理干

预，方能标本兼治。

一切”，拒绝社交，而在高潮期又强调“人际关系好
转”，这说明心脏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渴望认可和和

患者“无助的痛苦”就是不被理解，缺少一个

谐的人际关系［20］，所以要鼓励、帮助患者积极改善

聆听的对象。
“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可以运

“社会化角色”，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以避免诱发

用叙事的方法让患者表达对疾病的看法，宣泄内

或加重疾病。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4 ·

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表4

用于解决疾病生活挑战的方法

维度

相关描述
“吃了谷维素、黛力新，感觉好多了”；
“随身备着丹参滴丸、倍他乐克、消心痛，难受的时候吃点有好转”；

药物治疗

“安定、佐匹克隆换着吃，怕自己药物依赖但似乎也药物依赖了”；
“药吃的乱、多、杂，成了一个药罐子，刺激的胃也不好了”；
“药吃了不少，确没什么效果，真的是无奈”；
“我天天跟着快手学唱歌”；
“听一些讲座和养生课，做做美食”；
“去报了瑜伽班，调息、冥想……，此刻让我宁静”；

学习

“重拾梦想，买了一架钢琴，琴声响起的那一刻，我笑了”；
“开始看四书五经，
《大学·中庸》、
《道德经》，从古老的哲学找寻心神合一之法，达到波澜不惊”；
“做义工，参加志愿活动，让自己懂得感恩”；
“去了延安、枣园、梁家河，看到先辈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中依然乐观向前，我不能这么矫情”；
提升灵性

“参加基督教的几次礼拜，在教堂和大家一起唱歌，感恩主的恩赐”；
“去了好多寺院，诚心祈祷，做了布施”；
“开始抄《心经》，内心平静，身体也舒服多了”；

构建有效的支持系统对患者意义重大。加强
疾病相关知识宣教，提升信息支持，在结合家庭系

采用道家认知行为疗法［26］或正念认知疗法对患者
进行干预。

统理论，开发针对性的家庭支持干预模式。最重

本文发现，患者在疾病的自我应对过程中应

要的是医务人员切不可“一刀切”，认为患者无病

用了“提升灵性”的方法来解决疾病困扰。无论是

［20］

呻吟或过分夸大，缺乏同情

，要用人文的理念，

精神信仰还是宗教信仰，都被证实能提高患者的

不加评判的聆听患者的诉说，理解、体验和回应患

自我关怀能力，对构建心理保护因子，提升健康水

者疾苦境遇，给予理解、支持、关爱等，满足其内心

平非常有用［27-28］。心脏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更加渴

需要［23］。

望关怀、分享、接纳和爱［29］，因此医护人员要有足

3. 2 以患者个性化需求为出发点给予干预，

满足灵性需求，构建人文壁垒，直抵患者内心。

值得庆幸的是，患者还应用另一种自我应对

够敏感度认出患者的需要，不只关注表征的改善，
更需要发自内心的关怀和爱，帮助其找寻生命的
意 义 、自 我 价 值 和 信 仰 支 持 ，给 患 者 以 灵 性 照

的方法即“学习”以解决疾病带来的健康挑战。对

顾［30］，达到身心的治愈。

此，我们可以指导患者进行瑜伽、冥想等练习，以

4

达到身心的放松；其次，考虑到“刷抖音”已成为患

小结

者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我们可以创作符合这一类

本研究基于故事理论对心脏神经冠能症的患

患者需求和喜好的“数字故事”，与抖音结合，进行

者进行研究，经故事分析发现患者面临的疾病健

干预治疗，这也是本研究将开展的后续工作；再

康挑战是“焦虑、躯体不适、疑病、无助的痛苦”；患

者，鼓励患者进行运动，研究过程中患者均未提及

者疾病体验的低谷表现为“逃离一切”，转折点出

运动，而心脏神经官能症的诱发因素之一就是缺

现在患者“通过生活的哲学和自我调适，不断实现

［24］

乏锻炼

，建议患者可以进行诸如慢跑、游泳、跳

走向解决得可能性”，最终到达“身心的平静、拒绝

广场舞等锻炼以提高身体素质；同时建议患者培

过度医疗和人际关系好转”的高潮。患者解决疾

养、陶冶高雅的情趣，以转移注意力，避免聚焦于

病生活挑战的方法是“药物治疗、学习和提升灵

［25］

负性刺激

。

性”。这些发现为针对这类患者的护理提供了见

在患者疾病自我应对过程中，也出现了疾病

解、证据和新的视角，表明相较于躯体症状，这类

体验的高潮，
“ 身心的平静、拒绝过度医疗和人际

患者的心理问题更为突出，一定要针对患者的需

关系好转”，而这关键的转折点就是“患者通过生

求给予干预，构建有效地支持系统，满足患者灵性

活的哲学，自我调适，不断实现走向解决得可能

需求，构建人文壁垒，方能直抵患者内心，解决其

性”，这表明平和的心态、正确的认知对疾病的恢

根本问题，而不是仅仅依赖药物治疗。但因为本

复非常有效，所以可以结合中国本土的优秀文化，

研究样本较少，并不适合大面积推广，只适合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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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类似群体。建议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

·5 ·

280-289.

构建针对性的干预模型，以扩大受益人群。

［14］ 刘化侠，武霞，杨茜茜，等 . 故事理论及其在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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