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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述了病耻感的概念、形成及发展，病耻感在中国的研究，病耻感的评价及测量，病耻感对精

神疾病患者的影响以及解决病耻感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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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人与人之

会根据对精神疾病的消极认知给精神疾病患者贴

间关系的疏离，精神疾病患病率也越来越高。虽然

上“标记”，把精神疾病患者从一般人群中划分出

现在的医学技术和诊治水平越来越高，但精神疾病

去，并对他们产生贬低和歧视的信念；当公众普遍

的治愈率及社会功能的恢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

采用贬低或歧视的态度看待患者时，患者便会将外

改观。因为很多有希望治愈的精神疾病患者抗拒

部的负性态度内在化，形成病耻感，进而引发一系

接受专业的帮助和精神科的系统治疗，导致病情拖

列消极影响。

延或加重；已治愈的患者在重返社会时也面临巨大
阻碍，在就业、婚姻、人际关系中受挫，致使疾病复

２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在中国的研究

发率增高。出现这些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冈就是病
耻感的存在。

Ｙａｎｇ

ＬＨ在西方国家的精神疾病病耻感理论

基础Ｅ，阐述了病耻感理沦在华人社会文化中的发
展，他描述了三种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产生病耻感

ｌ概念及发展

的机制：“直接对个人的歧视、患者对负性刻板印象

“Ｓｔｉｇｍａ”一词最早源于占希腊，指刻在或烙在

的内化以及社会制度上的歧视”。他探讨了孔子学

某人身体上的一种贬低性的符号或标记。１９６３年

说、“面子”沦对病耻感的影响，揭示了在华人社会

Ｇｏｆｆｍａｎ崩“ｓｔｉｇｍａ”表示病耻感，将其定义为“极

患者的病耻感体验町能更加强烈。

大的玷污某人名誉的特征”。此后病耻感的概念被

２００５年Ｌｅｅ在香港对精神分裂症和糖尿病患

广泛应用于各个医学领域，如艾滋病、精神疾病

者人际交往中感受到的歧视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

等ｍ］。

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从家属、朋友、同事方面感受

上世纪９０年代起，西方学者展开了对病耻感

到的歧视远远高于糖尿病患者。２００５年高士元在

现象的研究。病耻感的概念开始多样化，内容也更

北京对缓解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的调查显示，

加丰富。Ｃｏｒｒｉｇａｎ和Ｌｉｎｋ对精神疾病病耻感概念

４２％的患者遭遇过工作中不公正的对待、周围人群

的研究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研究。

的疏远及歧视、恋爱或婚姻受挫。

Ｃｏｒｒｉｇａｎ将病耻感的产乍归于认知行为过程，
他用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三大核心概念来解释病

３病耻感的评价

耻感。首先，人们对于精神疾病存在刻板印象，普

由于病耻感涉及患者、家庭以及公众等多方面

遍认为精神疾病患者能力低下，性格敏感偏激，有

的态度和体验，因此病耻感的评价显得比较复杂。

暴力倾向；其次，刻板印象使人们对精神疾病患者

从目前的评价工具来看，多数是根据不同的研究目

产生偏见，对精神疾病患者感到畏惧、愤怒等；最

的以不同的角度来设计。

后，偏见导致歧视产生，患者受到不公平对待。

３．１

Ｌｉｎｋ系列量表

Ｉ。ｉｎｋ认为病耻感是“标记、刻板印象、隔离、情

通过文献回顾，Ｌｉｎｋ等人发展的一系列病耻

感反应、地位丧失及歧视”血大因素的聚合体，人们

感量表在两方精神卫生领域得到普遍使用。Ｉ。ｉｎｋ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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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签理论设计了一系列量表，由３个分量表组

或剥夺了患者的就业机会。

成。贬低一歧视感知量表：评价患者对于他人贬低

病耻感不仪会影响患者本人，也会影响与其密

或歧视精神疾病患者态度的感知状况。共１２个条

切关系的人。这一现象被称为连带病耻感（ｃｏｕｒ—

目。病耻感应对量表：测量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病

ｔｅｓｙ

ｓｔｉｇｍａ）。研究显示，大部分精神疾病患者的

耻感的应对方式，分为５个维度：保密、退缩、教育、

家庭成员都报告自己受到病耻感的影响。Ｐｈｅｌａｎ

挑战和分离，共２７个条目。病耻感情感体验量表：

等对１５６名患者的父母及配偶的研究发现，１／３的

主要测量患者认为被误解的感受和认为与他人不

人主动隐瞒其家人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ｌ／４的人

同感到羞耻的感受，分为２个维度：误解、不同／羞

至少曾偶尔会因其与心理疾病患者的关系而被人

耻，共７个条目。信度和效度良好。

回避。国内张红彩的调查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３．２

精神病痛耻感内在体验量表（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ｉｚｅｄ

Ｓｔｉｇｍａ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ＩＳＭＩ）

家属强烈地感知到他人或社会给予患者的贬低歧
视态度，家属学历越高，其感知病耻感水平也越

该量表由Ｒｉｔｓｈｅｒ等人２００３年在美国构建，

高Ｌ８］。家属遭遇病耻感后，不但会带来患者家属的

主要用以评价精神疾病患者的病耻感主观体验。

主观悲伤，也会影响到家庭关系及对待患者的态

量表２９个条目，采用４级评分法，包括５个维度：

度。大部分家属不能理性客观地对待患者，他们对

疏远、刻板印象的认可、歧视经历、社交回避和对抗

患者要么过分情感投入，担心患者受到伤害；要么

病耻感。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将患者视为负担。过度指责或敌视，存在高情感表

３．３

Ｋｉｎｇ羞耻感量表

达的问题。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家庭中得不到有效

该量表由Ｋｉｎｇ等人２００７年发展，也足从精神

的理解和支持，家庭内的良好的沟通和交流的要求

疾病患者自身的角度去研究病耻感。Ｋｉｎｇ羞耻感

不能满足，患者势必会感到失颦和误解，进而影响

量表共２８个项目，包含３个因子：歧视、败露及积

患者的愈后。

极的方面。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Ｏ．８７Ｌ３ｊ。
４病耻感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影响

５应对病耻感的策略
病耻感体验如今已经成为精神疾病患者在康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在中国大陆对１４９ｌ例精神分裂症患

复过程中最大的负担，虽然精神疾病病耻感的广度

者及家属进行病耻感评估，发现多半患者及家属感

和深度让人们很难轻易减少或改变它，但为了减少

到病耻感对其生活造成了消极影响。病耻感影响

它对患者及家人乃至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人们仍

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寻求治疗的行为、自尊和社

然试图做出各种尝试来减少病耻感。

会适应功能等，对患者康复造成了危害『４］。

５．１应对实际病耻感的策略

在确诊为精神疾病后，很多患者并不主动参与

实际的病耻感足精神疾病患者遭受他人不公

治疗或不依从治疗。究其原囚，患者害怕经过治疗

平对待的经历，即受到的歧视。它取决于公众的态

后会被贴上“标记”，受到歧视，于是便不接受精神

度。应对策略大致可分为３类：抗议、教育和接触。

卫生服务，试图避免病耻感。’同时，患者对精神疾

抗议策略强凋各种偏见的不公正，让人们出于道德

病的悲观失望使他们自尊下降，患者感到羞耻而回

考虑而放弃刻板印象；教育方法通过广告、书籍和

避人际交往，导致社会适应能力降低。

其他声像工具提供关于心理疾病的基本知识或事

不可忽视的是，对于恢复后莺返社会就业的精

实信息，以此来消除人们埘精神疾病的误解。研究

神病人，也在面临雇佣歧视。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而

发现，与抗议、教育相比，与精神疾病患者接触更能

言，工作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支持，更是其获得

改善公众的态度。在香港中学中进行的１项实验

社会支持，体验自我价值感，积极应对病耻感的有

结果表明，在教育之前先进行视频中与精神病人的

效途径［５］。而病耻感会导致患者丧失许多社会机

接触，会更好的改善学生们对精神病患者的看

会，尤其是寻找和获得工作的机会Ⅲ。雇主对患有

法［９。。将教育与接触相结合足减少实际病耻感的

精神疾病的求职者抱有顾虑，其顾虑主要集中在工

有效策略：普及科学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对精神疾

作绩效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方面（如对他人造成

病持有的刻板印象，接触则是消除偏见和歧视的有

安全威胁，脾气暴躁，言行古怪等）［７］。因此，雇主

效手段。

在面对精神疾病求职者的时候，无形中就已经减少

众所周知，媒体的引导对公众的态度取向有着

Ｊ Ｊｉｎｉｎｇ Ｍｅｄ Ｕｎｉｖ，Ｊｕｎｅ ２０１ｌ，Ｖ０１．３４。Ｎｏ．３

２１０

举足轻蕈的影响。近来，因特网也已成为传播信息

的蓬勃发展，促进整个社会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的一个高效途径，作为精神卫生工作者，不应仅仅

病耻感不仅影响到精神疾病患者个人的康复

将自己的工作局限在医院向患者或家属进行心理

和生活质量，对患者家庭、乃至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教育，而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教育项目中进

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病耻感不但是精神卫

行宣教，以使更多的人改变错误观念，为精神疾病

生事业发胰的绊脚石，也是社会是否和谐、稳定的

患者营造宽容、良好的社会环境。

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精神卫生工作者有必要对此

５．２

进行研究，制定策略积极应对病耻感，以改善公众

应对感知病耻感的策略

感知病耻感又被泽为“内化病耻感”，是指妨碍
精神疾病患者谈论自身经历、寻求帮助的羞耻感和
对歧视的预期感受。病耻感容易对精神疾病患者
产生持久的压力，使人倾向于内化，相信公众的消
极观念，认为自己的确能力低下，把自己孤立起来，

对精神病患者的态度，使每位患者都能及时治疗，
全面康复，顺利重返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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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５］

功能的恢复。

质或直接服务来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信息、建议和

ｉｌｌ—

Ｎ．Ｓｔｅｆａｎｉ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的ｃｉａｌ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Ｊ］．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网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为弱势群体提供物

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０７。ｌ ９０：２４８—２５４．

高自尊水平，锻炼其社会适应能力及人际交往能

同时，政府还要结合第三部门来促进消除病耻

ｓｃａ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ｔｉｇｍａ

ｓｔｉｇｍａ。ｓｅｌ卜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 ｓｅｌｆ－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状况，切实实施对于精神疾病

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７，３（２３）：ｌ一８．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Ｖｅｒｏｎｉｋｉ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ｕｎｉｔ［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Ｊ，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ｓｔｉｇｍａ

Ｓ，Ｓｈａｗ

ｎｅｓｓ［Ｊ］．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

ｓｔｉｇｍａ ｏｆ ｓｃｈｉｚｏ—

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机会，来培养个人权力感，提

消除精神疾病患者的病耻感，不但要依靠患者

ｓｕｒｖｅｙ［Ｊ］．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ｉｅｗ：Ａ ｐｉｌｏｔ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职业康复项目，加强职业培洲，并提高患者的社交

力，增强自信心，降低患者内化病耻感，促进其社会

ＨＩＶ ｉｎ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ａ１．Ｔｈｅ

Ｅ。ｅｔ

ｐｈｒｅｎｉａ ｆｒｏｍ

我决定权，让其参与治疗计划的制定，为患者提供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ｍｕｎ“ｙ

Ｈｅａｌｔｈ＆ＰＩａｃｅ。２００９，１５：７４２—７５０．

有不同程度的退缩，有的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职业

技能和沟通技巧。另一方面，社区和健康服务者可

ａｎ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Ｋｅｎｙ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苇妨碍了疾病的康复。
精神疾病患者长期住院治疗，与社会脱离，会

ｃｈｉ

ｓｔｉｇｍａ

ｓａｍｅ’’ａｎｔｉ～ｓｔｉｇｍａ

（收稿日期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ｅｄｉ—

２０１１一０４—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