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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ood diseases are not well known because of the low morbidity. Even now there is well developed network, it’s not 

so easy to get the informa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The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the disease makes the elderly patient feel anxious 

for the treatment, which would aggravate the discomfort. Therefore, in the course of therapy it’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doubts 

about the disease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ease, the effects and side-effects of medicine, and also the importance of 

good environmental hygiene and personal hygiene. It’s worth to focus on humanistic care in elderly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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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血液系统疾病较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常见病的发病率要低得多，因此人们对这些疾病不够了解。尽管

目前有发达的网络信息，但对老年人来说利用这些手段还比较困难。当老年人罹患血液病时，对疾病认识的不确定性

会导致老年人心里焦虑，不利于疾病的治疗。本文针对血液科疾病的特点，阐述了老年人患病时应格外关注的病情差

异、用药特点、治疗效果、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护理等问题。强调老年血液病患者在

治疗疾病的同时加强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老年，血液病，人文关怀 

 

1．．．．血液系统疾病的特点血液系统疾病的特点血液系统疾病的特点血液系统疾病的特点 

血液系统疾病发病率较低，好多病名不为大众所熟知，

像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约80%的患者年龄在60

岁以上，美国的发病率约为3.4/10万人口[1]，我国虽无确

切的流行病学资料，但是相对于我国60岁以上人群近一半

的高血压发病率来说[2]，血液病的发病率确实太低。虽然

现在有发达的网络及多种信息来源，但对于多数老年人来

说利用这些手段还比较困难。在罹患血液疾病的时候，对

疾病认识的不确定性导致老年人心里焦虑，往往加重生理

上的不适，不利于疾病的治疗。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医疗、

护理研究越来越多[3-5]，加深了对老年患者人文关怀重要

性的认识。本文就有关血液病患者的医疗、护理等方面的

相关问题做一阐述，强调老年血液病患者在治疗疾病的同

时加强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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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理辅导心理辅导心理辅导心理辅导 

2.1．．．．正确认识疾病的性质正确认识疾病的性质正确认识疾病的性质正确认识疾病的性质 

在老年人中，对待疾病常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不愿

承认，尤其像血液病，总认为这么不常见的病不可能发生

在自己身上，对医务人员的诊断持怀疑态度，甚至在感到

不舒服或已出现明显的症状体征时，也认为自己调养一下

就会好转，不愿到医院就诊；另一种是过于紧张，这些老

人当感到有一点不舒服时，就到处就医检查，反复求证，

到处打听治疗的药物，也不管对自己的病是否适合，就开

始服用。当然，不愿承认与过于紧张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

的。血液科疾病大体上可以分为良性疾病，如缺铁性贫血、

巨幼细胞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溶血性贫血、血小板

减少症等，以及恶性疾病如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其中的多数疾病短期治疗不能见效，

需要反复住院用药，甚至输血。难治性贫血及肿瘤性疾病

通常疗效较差，病因不明，在老年人中很难有治愈的机会。

因此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是以保证一定的生活质量、延长生

存期为前提，而不是治愈疾病。要让老年人正确地对待自

己的健康和疾病，需要临床医生多与老人沟通，尤其是对

难以很快见效的良性疾病或预后不良的恶性疾病，要根据

老人能接受的程度，反复讲解，使患者对疾病有个明确的

认识。如何通俗易懂地讲解，对医生尤其是年轻医师来说

不是容易做到的，这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磨练。 

2.2．．．．正确理解药物治疗的必要性及可能发生的副作用正确理解药物治疗的必要性及可能发生的副作用正确理解药物治疗的必要性及可能发生的副作用正确理解药物治疗的必要性及可能发生的副作用 

血液科疾病多数需要长期用药才能看到治疗效果。但

有些药物有很明显的副作用，比如有些副作用影响患者的

容貌，像皮肤色素沉着、痤疮、满月脸。尽管没有脏器功

能损害，患者还是不愿接受。有的药物对肝肾功有毒性，

需要定期化验检查。对于已有贫血的患者，通常不愿接受

反复抽血，有时会延误发现和治疗的时机。老年人经常合

并有高血压、高血糖的情况，有的药物会造成原有高血压、

糖尿病病情的加重，需要及时对原有药物进行调整，从而

保证这些慢性疾病的稳定。老年患者对自己不熟悉的药物

不容易很快理解，尤其听到有这些副作用，往往不愿意接

受，有的人甚至偷偷减量或停药。对化疗药物更是顾虑重

重，担心不能耐受。因此医生要通过反复讲解，使老年患

者对药物有充分的认知。让老年人了解药物治疗起效的时

间、需要定期检查的必要性、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及医生的

对策，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增加对治疗的顺应性。 

2.3．．．．正确的治疗效果预期正确的治疗效果预期正确的治疗效果预期正确的治疗效果预期 

血液科的良性疾病，如溶血性贫血、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等，属于慢性疾病，容易反复发作，患者可能很长一

段时间不能彻底停药。治疗目标也并非是要达到检验指标

的完全正常。这与老年人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用药后要指

标达标的认识完全不同。所以不妨设定一个短期的小目标，

让老人有个大致的预期，从而减轻和缓解焦虑的心情。当

治疗稍见成效时，要及时鼓励患者，使他们看到积极的效

果，从而对治疗充满信心。在治疗的过程中，要教育患者

正确理解检验结果，不以检验指标作为判断疗效的唯一标

准。在化验结果出现波动时，要疏解患者的焦虑情绪，有

利于疾病的平稳控制。 

在公众的印象中，血液病很难治好，更不用说治愈了。

血液系统的恶性疾病，如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骨髓瘤等，不像胃肠道、肺、乳腺等肿瘤那样被大众熟知。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血液肿瘤的诊断不只依靠形态

学(Morphology)，还包括免疫学(Immunology)、细胞遗传

学 (Cytogenetics)和分子生物学 (Molecular Biology)，即

MICM[6]；因此即使是同样的白血病，预后也会有很大不

同。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的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的预后评分系统[7-9]，就能更好的预测患者的治疗反应、

判断预后，帮助医生决定治疗方案。随着新药的不断开发，

尤其是免疫、靶向药物的应用，像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10,11]、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12,13]、多发性骨髓瘤

[14,15]等血液的恶性肿瘤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甚至达到

长期无病生存。所以即使是同样的诊断，治疗效果也会有

很大差异，患者不能看人家怎样，就认定自己会怎样。血

液肿瘤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的血象变化也与实体瘤有很大

不同。老年人化疗后骨髓抑制期相对较长，期间出现感染

的几率高，由于贫血导致心脑血管缺血或血小板减少导致

出血的可能性大，因此要让患者或家属充分理解化疗的风

险与治疗的获益。骨髓抑制期患者需要环境隔离、加强个

人卫生护理，这些不仅是医护人员的责任，更需要患者及

家属的密切配合，需要医护人员与患者反复沟通。对选择

保守、支持治疗为主的患者，要对疾病的病程有充分的认

识和预期，教育患者如何判断何时需要输血，保证及时就

医，规律随诊。 

2.4．．．．正确的经济承受能力评估正确的经济承受能力评估正确的经济承受能力评估正确的经济承受能力评估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儿女养老，加上老年人的经济来源

有限，因此多数老年人的医药费用要儿女承担。随着医疗

保险体系的完善，老年人至少能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险，解

决了一部分医疗费用。但是由于慢性病需要长期用药，仍

需要家庭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保证。许多老年人不愿意因此

拖累子女的家庭，或者是有能力的儿女不愿意为老年人付

出，经济因素因此会对老人的心理产生某种程度的不良影

响。尤其是患上恶性血液病或是难治性血细胞减少，需要

长期用药，而且很可能治疗效果不确切时，患者往往会放

弃治疗。因此医生不但要对患者的病情预后有明确的认识，

还要正确评估老年人的家庭经济状况，选择能被老人及其

家人接受的治疗方案，在延长病人的生存期、减少疾病痛

苦的同时，又能让老年人心安理得的接受治疗。 

3．．．．生活护理生活护理生活护理生活护理 

3.1．．．．饮食饮食饮食饮食 

老年人咀嚼能力及胃肠功能减退，营养摄入及吸收能

力相对较差，还可能因为合并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或为预防这些疾病而有意控制饮食。在患有血液病时，发

热、贫血使得患者食欲明显减退，进食量少，往往导致低

蛋白血症，加重乏力、水肿等表现，因此在均衡营养的同

时，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饮食。由于白细胞减少甚至是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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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缺乏，患者极易感染，必须保证饮食卫生，不吃生冷

食品；血小板减少使得患者出血风险高，应避免辛辣等刺

激性食物、不易消化的食物对消化道黏膜的损伤，减少出

血风险。有的老年人过分强调补充营养，进食各种补品，

往往造成新的营养失衡，甚至高血脂、脂肪肝等不良后果，

也是不可取的。 

3.2．．．．便秘的预防便秘的预防便秘的预防便秘的预防 

老年人胃肠蠕动功能减退，通常有便秘的情况，有的

老年人甚至一周或更长时间才排便一次。当患有血液病时，

有时需要长期卧床，便秘的发生更为常见。当有白细胞、

血小板减少时，便秘可造成痔疮、肛裂等继发肛周感染甚

至肛周脓肿、出血等情况，这是血液病常见的感染原因。

因此要常规给于通便的药物预防便秘的发生，依据排便的

次数调节药物的用量。每天督促患者进行提肛运动，按时

坐浴、清洗外阴及肛周。当出现便秘的时候，要及时进行

导泻、灌肠等措施，避免或减少肠道黏膜或肛周皮肤的损

伤。而一旦出现了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采取局部湿敷、

理疗等方法，同时积极抗感染，防止出现脓毒血症等严重

的感染情况。 

3.3．．．．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卫生习惯 

良好的卫生习惯包括环境防护和个人卫生两方面，这

是预防感染的重要环节，对免疫力低下甚至是粒缺的血液

病患者尤其重要。老年人尽量减少外出，不到人多的地方，

平时戴好口罩，家中经常消毒、通风，减少探视，不摆放

鲜花等易于传播真菌的植物。老年人可能会少量多餐，所

以每次进食结束后都要漱口；当血小板减少不宜刷牙时，

可以做口腔清洁护理，用漱口液或淡盐水漱口。大小便后

要清洁肛周及外阴，每天至少早晚两次坐浴。 

4．．．．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老龄化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要人口问题，对老年患者

的人文关怀值得我们格外关注。血液科疾病的临床症状、

体征基本类似，但实际病种多，有些病名晦涩、难懂。即

使是同样的疾病，往往也包含许多不同的亚型，影响病情

的因素很多，治疗效果及预后因人而异。充分地交流与沟

通是良好疗效的前提和保证，对老年患者来说需要医护人

员格外重视。“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前辈的座右铭仍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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