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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自我同情作为近年来新兴的积极心理学概念，已被证实对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本文从

自我同情概念、癌症患者自我同情水平关联因素及干预方法 3 个方面进行概述，旨在为今后我国开展癌症患者自我

同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我国医护人员帮助癌症患者改善心理健康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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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compassion, as a new positive psychology concept in recent year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ancer patien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self-compassion of cancer patients from three 
aspects: self-compassion concept, horizontal correlation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It may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ese medical staff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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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全球约有1 800万癌症新发病例和 960

万癌症死亡病例，癌症已成为世界各

国人口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近

年来，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进步，癌症

患者的生存期也得到延长，但癌症带来

的不良心理状态不仅会影响疾病治疗效

果，增加经济负担，还会进一步导致癌

症的复发与恶化 [2-3]。研究 [4-6] 显示，

癌症患者普遍存在不良心理状态，约

27%的患者在确诊癌症后有中度以上

的心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癌症患

者焦虑与抑郁的发生率更是达到37%

与 46%。除此之外，疾病症状、药物

不良反应、治疗所需费用，以及身体

形象发生的改变等都可能给患者带来

消极情绪，影响其心理健康 [7-8]。随

着积极心理学的不断发展，自我同情

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在改善癌症患者

负性心理状态方面的效果逐渐引起

了国外学者的关注。自我同情（self-

compassion) 是 Neff[9] 博士于 2003 年

提出的概念，可以帮助人们调节因无

法控制的事件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体验。

目前，国外研究 [10-11] 已证实，基于自

我同情实施的干预可有效缓解癌症患

者焦虑、抑郁情绪，减少复发恐惧，

增强归属感，但国内相关研究鲜有报

道。本文就自我同情的概念、癌症患

者自我同情的水平关联因素与干预研

究的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为我

国学者开展相关干预提供借鉴。

1  自我同情的概述

1.1  自我同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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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痛苦的一种能力，由普遍人性与

孤独感、自我宽容与自我批判、正念

与过度认同3 个对立部分组成 [12]。“普

遍人性”指普通人类需要认识到不完

美是人类共同的经历，不应该因为自

己所遭受的失败与不幸而感到孤独；

“自我宽容”是指个体在遭受挫折时

不要苛刻的进行自我批判，而是应该

正确认识自身的能力与价值；“正念”

指人类应该以公平的视角来看待个体

经历的挫折与因此而产生的情绪和思

想，不要沉溺于负面情绪去过度认同

它们 [9]。

1.2  自我同情和同情的区别与联系

同情（compassion）最早起源于

东方佛学的慈悲观，佛教徒理解并同

情世间的苦难，他们通过遵循“业报

（karma）”与“感恩（gratitude）”的

原则进行修行，目的是成为一个“慈悲

的自我”[13]。随着佛教的传入与积极心

理学的发展，西方对同情的定义逐渐

多元化。同情被认为具有复杂的多维

结构，它由对苦难的认识、对情感的

关注、帮助他人的意愿、缓解痛苦所

采取的行动4个部分组成 [14]。Gu等 [15]

把同情定义为一种感知和认同他人痛

苦的能力，当个体被他人所经历的痛

苦触动时，会更容易与对方产生情感

的连接；即使在卫生保健领域，护士

的同情水平也通常与患者关系联系在

一起 [16]。由此可见，西方心理学普遍

认为同情仅仅是人类自身对他人的一

种情感 [17]。Neff[12] 则对此有不同的看

法，她认为：同情是对他人的痛苦敞

开心扉，不逃避、不断绝与他人的联系，

从而对他人产生善意，产生减轻他人

痛苦的愿望。在之后的研究中，Neff

等 [18] 把对他人同情的对象指向自身，继

而提出“自我同情”概念。我国学者王

仁华等 [19] 指出，佛教的“慈悲观”同

样蕴含着自我同情的本质内涵，即将自

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才能对他人产生

同情，同时，个体对自身先产生同情才

是接受他人同情和克服痛苦的关键。

综上所述，二者虽然在概念与指

向对象上有所区别，但本质与内涵均与

“慈悲观”存在联系，不能孤立、片面

地去看待其中一个概念，现代“自我同

情”概念源于佛学的“同情”，但只有

体验自我同情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同情。

2  癌症患者自我同情水平的关联

性因素

2.1  身体意向

Todorov 等 [20] 对 195 名乳腺癌患

者进行调查后发现，自我同情水平高

的患者对自身外貌的关注程度相对较

低，由乳房切除术导致的不良心理影

响也会相对减少。Shaw 等 [21] 调查了

152 名未婚乳腺癌患者，结果显示，自

我同情水平越低的患者对自身形象的

满意度越低，同时，对约会的焦虑程

度也越高。

2.2  心理痛苦

Przezdziecki 等 [22] 研究了 279 名

完成全部治疗的乳腺癌患者自我同情

与心理痛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患

者自我同情水平越高，其心理痛苦水

平越低。Schellekens 等 [23] 从二元应

对的角度对 88组肺癌患者及其配偶进

行调查，发现自我同情水平高的患者

心理痛苦程度相对较低，用二元应对

的方法进行分析后，该结果同样出现

在夫妻双方之间。

2.3  依恋类型

Shaw 等 [21] 的研究发现，在乳

腺癌患者中，高水平的自我同情预示

着低水平的依恋回避，以长远角度

看，消极的依恋类型和低水平的自

我同情可能不利于患者的心理健康。

Arambasic 等 [24] 对澳大利亚的 82 名

生存期为 5～10 年乳腺癌患者的调查

证实了这一结果，并且发现自我同情水

平较高的患者依恋焦虑程度相对较低。

2.4  其他

自我同情在其他方面也存在诸多

相关因素。Alizadeh 等 [25] 对 150 名

乳腺癌患者调查发现，自我同情水平

高的患者，心理弹性水平同样良好。

Arts-de Jong 等 [26] 对 165 名切除输

卵管的高风险卵巢癌患者（其中部分

患有乳腺癌）研究发现，自我同情高

的患者身体状态相对较好，更年期症

状也相对较少。在另一项研究 [27] 中则

发现，自我同情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

癌症患者的焦虑、抑郁及癌因性疲乏

水平。另外，Abdollahi 等 [28] 在最近

的研究中发现，自我同情可以正向预

测癌症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这也为

提升癌症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开启了一

个全新的角度。

3  癌症患者自我同情的干预研究

3.1  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

正念（mindfulness）指个体有意

识地将自身注意力转移到当下，不以

批判角度来看待此时的体验，个体可

以通过持续的训练提高正念水平，从

而更好地处理感知到的外界与内在的

压力 [29-30]。MBCT是正念训练的一种

方法，通过强调思维、情绪和躯体知

觉以及这三者与自身改变之间的关系，

达到建立真实的身心连接、减轻个体

消极情绪、唤起自身内心积极情绪的

目的 [31]。随着自我同情概念的提出与

发展，Frostadottir 等 [32] 发现在实施

MBCT干预的过程中，指导者可以同

时指导患者学习自我同情，正念可用

来改变患者对待他人与自身的同情水

平；在重度抑郁症人群中，van der 

Velden 等 [33] 的系统回顾发现 MBCT

确实是提高自我同情的有效方式。

近年来，MBCT也开始逐渐应用

到癌症患者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Kingston 等 [34] 把 16 名癌症患者（血

癌、淋巴癌和乳腺癌）随机分为常规

护理组与 MBCT 组，MBCT 组以会

议形式接受持续 8周，每周1次，每

次 90 min 的 MBCT 干预，整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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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主要从正念冥想技术、身体扫描和

正念运动等方面对癌症患者进行指

导，并根据癌症患者的疾病特点设置

了缓解情绪的课程，旨在缓解患者的

心理问题。该研究所有的治疗师都具

有心理干预资质，并受过 MBCT 的

正式培训。研究结果显示，3 个月后

MBCT 组患者自我同情水平的提高优

于常规护理组，且在孤独感与过度认

同两个消极维度有明显改善（P<0.05）。

Nissim等 [10] 对 70 名癌症患者（肺癌、

淋巴癌等）采用MBCT进行治疗，与

Kingston 不同的是，Nissim 等 [10] 除

了采用正念冥想、运动、心理教育等

传统疗法外，还鼓励患者之间积极交

流，研究者还采用了质性访谈的方式

来检验干预效果，即询问患者参与本

研究的动机，对本研究的看法、满意

度及改进意见等。Nissim等 [10] 的结果

显示：干预 8周后，癌症患者相较实

验前自我同情水平明显提升（P<0.01）；

整个实验过程中患者依从性良好，整

体参与率达 85%，并且大部分患者对

该项目表示满意。相较于单纯的干预

研究，与质性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更能

探寻患者对于该方法的接受程度。以

上研究均证实MBCT 对提升癌症患者

的自我同情水平具有一定效果，但目前

自我同情的测量工具尚未统一，缺少

针对癌症患者的特异性工具，建议未

来可以在完善测量工具的同时进一步开

展MBCT研究。

3.2  基于同情的疗法（Compassion 

Based Therapy，CBT）

同情在改善个体基因表达、促

进心理健康和调节情绪状态方面均

有积极作用 [35]。相较于正念，同情除

了可以帮助个体识别、感知压力与悲

伤等消极情感外，还是一种可以帮助

个体处理决定痛苦的心理因素并促进

其改变亲社会行为的动机 [36]。因此，

提升同情水平对改善患者消极心理状

态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正念理论的发

展，出现了一种基于正念的同情心疗法，

即通过专业的心理技术提高患者的同

情心，从而使其产生认知、情感与同情

习惯，是专门针对提升同情或自我同情

而产生的疗法 [37]。针对同情心的疗法，

采取呼吸练习、友好语调练习、面部

表情练习等手段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

提高心率变异性，最终达到平静和抚

慰个体心灵的目的 [38]。但目前CBT发

展尚不成熟，未有统一的干预方式，

导致测量的结局指标也有所差异 [39]。

在癌症患者中，CBT主要有书写

疗法和认知疗法。Sherman 等 [40] 对

两组乳腺癌患者进行干预，对照组接

受普通书写疗法，干预组接受基于同

情的网络式书写疗法。基于同情的网

络式书写疗法指导：首先，专业人员

引导患者思考因癌症导致身体变化而

引起痛苦的事件并书写；之后，专业

人员教授患者与自我同情相关知识与

技术；患者熟练掌握这些知识与技术

后，专业人员继续引导患者去书写与

自己相关的文章，帮助患者开拓视角，

从只关注自身负面问题，到逐渐采用

自我同情观念来看待自身。整个研究

中两组患者均会完成 6篇文章。结果

显示：干预组第 1周、第 4周（研究

结束）、与第12周（随访时）自我同情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且干预组第 4周

自我同情水平高于第 1周（P<0.01），

Przezdziecki 等 [41] 的研究结果与之类

似。采用基于同情的书写疗法虽然能

提高患者自我同情水平，但因其需要专

业人员进行指导，其临床推广性有限，

因此寻求一种更简单、易推行的书写

干预是目前的研究重点。除了书写疗法

外，Gonzalez-Hernandez 等 [42] 检验了

基于同情的认知疗法在改善乳腺癌患

者自我同情水平方面的效果。对照组

采取常规护理，干预组患者则采取基

于同情的认知疗法进行 6 个模块（沉

思与注意力的培养、正念与判断力的

培养、检查与纠正错误认知、培养同

情心与同理心、练习冥想、发展积极

的同情心）的课程学习。课程结束后，

患者开始根据指导音频进行冥想练习

以达到持续训练的目的。干预时长为

8周，结果显示，即使在 6 个月后随

访时，干预组患者自我同情水平仍高

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内比较结

果显示，除过度认同分量表外，普遍

人性、孤独感、自我宽容、自我批判、

正念分量表的得分均有提高（P<0.05）；

同时，干预组患者的心理健康、应对

策略、同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3.3  武术（martial arts）

武术是起源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一

种格斗技能，可以在增强体能的同时

锻炼个人意志 [43-44]。随着传统武术逐

渐传播到周边国家，在多种文化的交

流中武术的种类也逐渐丰富，比如功

夫、太极、空手道、合气道、柔道与

跆拳道等 [45]。近年来，有学者发现，

武术除了增强身体健康外，对包括青

年人在内的健康人群的心理健康也有

一定好处，可以改善人际关系，增强

自尊心 [46]。此外，Robins 等 [47] 发现，

有潜在心血管管风险的女性进行 8周

规律的太极拳锻炼后，不但血压得到

有效控制，其肿瘤坏死因子水平相较

锻炼前也有降低（P<0.01），同时，其

正念水平、精神成长与自我同情水平均

有一定提升（P<0.05）。虽然研究已证

明心血管患者可以通过武术改善炎症

指标与调节负性情绪，但具体原理尚

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癌症患者中，通过单独的武术

训练来提升自我同情的研究罕见，但

已有武术与其他方式相结合来进行干

预并取得效果的例子。Poletti 等 [48] 对

16 名癌症转移患者采取为期 8周，以

正念干预为主、团体运动（合气道）为

辅的方法进行干预，结果显示，患者

的疲乏、疼痛与抑郁水平均降低，且

患者在团体干预过程中更容易理解正

念的含义，更容易产生同情心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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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转化为自我同情。由此可见，练习

武术可以对癌症患者的身心产生积极

影响，并且武术比正念干预方法简单，

但目前缺乏正念干预与武术锻炼效果

比较的研究，无法得知哪种方式会给

癌症患者带来更多益处。

3.4  自我修复训练（self-healing training）

有研究 [49] 发现，癌症的发生会

破坏细胞记忆，使个体产生报复和恶

意的情绪，导致自主神经系统的非自

愿失衡，削弱自主神经系统对抗疾病

的能力，也会进一步导致癌症的加重。

自我修复是Loyd等 [50] 于 2011年创立

的一种新的治疗方式，他认为 95%的

身体问题源于破坏细胞记忆引起的生

理压力，因此教会患者自我舒缓技能，

可以达到平衡细胞能量、减少生理压

力和增加舒适度的治疗目的，这种治

疗方法的重点在于帮助患者努力治疗

破坏性记忆，并在人格特征里找到导

致生理压力的原因，这与自我同情在

内涵上有相似之处。Latifi 等 [11] 对实

验组皮肤癌患者进行每次 90 min，共

12次的自我修复训练，修复训练每次

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干预全程由专业

人员进行指导，并在全部干预结束后

的第 2个月与第 4 个月进行随访，而

对照组只进行常规护理与随访。研

究结果显示，经过自我修复训练的

皮肤癌患者的自我同情水平明显提高

（P<0.01），同时患者对身体形象的关

注程度也明显降低（P<0.01），并且随

着时间的推移，患者提升的自我同情

水平没有显著降低，仍维持在一个良

好水平。由此可见，自我修复训练可以

提高皮肤癌患者自我同情水平，减少

对身体形象的关注，帮助其加速康复，

并且干预效果持久，后续研究可以探

讨自我修复训练在其他癌症患者中的

应用效果。

4  小结与展望
本文对近年来自我同情在癌症患

者中的干预研究进行回顾和归纳，结

果表明自我同情对癌症患者的心理健

康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目前，国内

在该领域内的研究尚少见，国外研究

虽多于国内，但集中在乳腺癌患者中，

对其他类型癌症患者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干预方法专业性很强，增加了在我

国临床中推行的难度。因此，今后国

内在开展癌症患者自我同情相关研究

时，可注意开展其他类型癌症患者的

研究，并探索一套适合国内临床推广

的干预体系，以促进癌症患者自我同

情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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