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
Ｏｒｇ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第 １０ 卷 第 １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１
Ｊａｎ． ２０１９

·综述·

运用心理危机干预缓解中国器官捐献
文化敏感性
张晓曼 冯雷

【摘要】

随着我国政府对器官捐献工作的不断推动，中国公民对器官捐献的认识不断提高。然而，中国的

器官捐献并非是单纯的管理、医学或伦理问题，而是涉及个人与家庭、身体的部分与整体、死亡的生物性与文化
性、生命的赠予与回馈以及器官的分配和公平性等社会文化问题。因此，中国的器官捐献工作不能完全照搬国际
相关经验，需要反思并结合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构建符合中国文化与国情的器官捐献体系。本文主要对中国器官
捐献的文化敏感性现状、文化敏感性内涵与器官捐献的冲突、心理危机干预用于器官捐献协调领域以缓解该领域
的文化敏感性等方面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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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目前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最主
[1]

识形态取向构成了中国器官捐献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特

要来源渠道（极少部分为亲属捐献的活体移植） 。影响

有文化敏感性的重要内涵。

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较多，包括传统风俗与宗教

1.1 器官捐献者自己决定权与家庭取向的现实冲突

信仰、相关知识认知度与认同度、社会主流价值观及支持

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敏感性下，死亡的意义不仅是个体

力度、政策与法律法规构建、政府公信力等 [2]。中国文化

生理功能的消失，而是一个家庭，乃至相关家族成员的心

的特殊敏感性使器官捐献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或医学问题，

理危机，必须考虑到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以及死亡后的家庭

而是一个涉及个人与家庭、身体的部分与整体、死亡的生

情境。因此，对逝者器官的捐献作为扩大的家庭事务，就

物性与文化性、生命的赠予与回馈以及器官的分配和公平

变成了家庭成员的共同决策，家属的确认同意在实际器官

性等社会文化问题 [3]。因此 , 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立不

捐献中具有更为突出的重要性作用，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家

能照搬国际相关经验，只有反思和参照其器官捐献体系背

属手中。

后的文化背景与理念，合理诠释我国公民的个人决定权的

1.2 死亡的生物性与身体死亡跨文化取向的现实冲突

真正意义与内涵，从根源上解决文化敏感性给公民精神心

死亡，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里，并非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理上造成的困扰与问题，才能构建符合中国文化与国情的

而可能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5]。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

器官捐献体系，从而进一步推进全面开展器官捐献工作。

提法：对死者身体的不恰当处理剥夺了其作为人的完整性

本文主要对中国器官捐献的文化敏感性现状、文化敏感性

而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过程，会给死者灵魂带来

内涵与器官捐献的冲突、心理危机干预用于器官捐献协调

不安或引来对生者的报复。这样的死亡观念使人们将一系

领域以缓解该领域的文化敏感性等方面做一综述。

列复杂的信仰、情感和行为附加于这个只与机体相关的生

1

物现象，从而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性质，最终导致器官捐献

中国器官捐献的文化敏感性现状
器官捐献在深层次上触及了捐献者及其家属的价值

观 [4]。死亡捐献家庭取向、身体死亡跨文化取向及捐献意

意愿受阻。
1.3 生命的循环与捐献意识形态取向的现实冲突
器官捐献存在“礼品”与“商品”两种意识形态的现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9.01.013
基金项目：GRANT AGREEMENT FOR AN ACTION WITH MULTIPLE BENEFICIARIES（2016-3797/001-001）
作者单位：100730 北京医院医务处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张晓曼）；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重症医学科（冯雷）；张晓曼、
冯雷为共同第一作者
作者简介：冯雷，男，1976 年生，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神经外科与重症医学，Email:15301059245@189.cn
通信作者：张晓曼 , 女 ,1981 年生，主管护师，研究方向为医学心理与心理健康，Email：zhangxiaoman3163@bjhmoh.cn

第１期

张晓曼等．运用心理危机干预缓解中国器官捐献文化敏感性

·８５·

实冲突。一是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器官捐献被称为“生命

并随时调整危机干预策略，寻找最佳的会谈时机与切入点，

的礼物”，由于供受双方并非处于同一时空关系中，不能

适时向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提出器官捐献选择权。从而使

依靠单纯的回馈形成互惠互利关系。因此，只能以社会为

协调员在帮助家属顺利渡过心理危机的同时，双方共同达

载体，通过“回报他人”或“回报社会”的方式进行间接

成器官捐献共识。只有这样，我国器官捐献事业才能突破

回报，从而使持续的匿名礼物关系得以维持和循环。二是

传统文化和敏感性的壁垒走向持续发展。

利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不少人将人

3.1 心理危机干预的目标原则

的身体看成是可以自己处理的财产，潜意识中有着“商品”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对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体给予关怀、

的定义，从而会有从器官捐献中索取某些经济回报的想法。

支持及使用一定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予以援助，使之恢

如何诠释并平衡两者的深层意义与关系，也是需要面对和

复心理平衡，安全渡过危机 [9]。器官捐献协调员对潜在器

解决的现实问题。

官捐献者家属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目的包括：（1）即刻进

2

行情绪与心理内环境急救，
以缓解压力事件对其造成的冲突。

文化敏感性内涵与器官捐献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道教和儒家几千年来形成的思

想观念中，对于人之身体的不同心理意识与认知直接影响
[6]

（2）通过及时的治疗性澄清与方向性引导，在增强家属现
实应对与统合认知能力的同时，使其冷静理解、主观认同
并理性接纳器官捐献的现实价值与积极意义。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

心理危机干预包括 3 个层次的目标，最低层次目标的

度看，是不认同器官捐献的 [7]。佛教的“轮回”之说、

核心是劝阻，中级层次目标的核心是恢复，最高层次目标

道教“道法自然”、儒家对“家”和“亲情”的重视，中

的核心是发展 [10]。协调员在器官捐献协调现实工作开展过

国传统文化倡导对亲人的“仁义”、“孝道与尊重”若不

程中，首先要劝阻传统理念对家属意识的干扰，挖掘并使

加引导或引导不当，就会致使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出现负

其接受深层次的内涵意义，其次要帮助家属恢复理性的认

面心理情境或抗拒心理，最终导致器官捐献意愿受阻。如

知与心理，最后协助其发展（建立）对器官捐献的新认知

此种种文化敏感性内涵与器官捐献冲突，都有待于我们去

与理念，选择新的载体实现愿望。整个心理危机干预需遵

化解。

从针对性、支持性、行动性、正常性、完整性及保密性的

了中国公民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

事实上，器官捐献实质上就是运用科学手段真正实现
传统意识中的“轮回”，使凋零的生命在另一个载体上以
一种特殊的形式得以延续，实现了传统观念对生命 “轮

基本原则。
3.2 心理危机的发展历程及心理危机干预的切入层面
准确把握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心理危机的不同时期，

回”的愿望，使生命自此生生不息，不再是形同虚设的精

并结合不同时期特点分层次逐步展开危机干预，可以在帮

神寄托。

助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顺利渡过危机期、接受现实的同时，

同时，正面理解“仁义”、“孝道与尊重”以及“舍
生取义”的内涵，为亲人做出正确而理智的抉择，使他们
在生命的终点能够以另一种形式重生并救助他人生命，更

找到最佳的器官捐献意愿切入点，化解困扰并解决问题，
最终达成器官捐献共识与意愿，提升器官捐献成功率。
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的心理危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

是对“孝道与尊重”的深刻理解与升华。

程：（1）前危机期，家属处于平衡状态，暂时能够应付家

3 心理危机干预应用于器官捐献协调领域以
缓解文化敏感性

人变故的应激事件，思想尚处于积极阶段，但由于病情的

当一个人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困难情境超过了他的承

建立初步信任关系，同时尽可能全面了解并掌握与患者及

受能力时，这个人就会产生暂时的心理困扰，这种暂时性

其家庭相关的一切事宜。（2）冲击期，通常发生在高强度

[8]

不可逆转已经开始有不安情绪。前危机期家属意识尚处于
积极救治阶段，
协调员应结合患者病情演变与发展进行沟通，

。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心

刺激发生的前若干小时（如病情瀑布式恶化），家属多表

理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其突然面对亲人生命的重大变故，而

现为不合理思维、焦虑、惊恐，个别会出现意识不清，家

使其自身感到难以面对、接受、解决和把握，正常的生活

属需要协调员的理解、认同与陪伴，而不是进行选择，因

和情绪受到干扰，内心的紧张与焦虑不断积蓄，续而出现

此协调员不宜在冲击期正式提出捐献话题。然而，此时潜

无所适从甚至思维和行为的紊乱，进入危机状态。在潜在

在器官捐献者病情演变快速，协调员可因地制宜、因人施

器官捐献家属处于心理危机期时，帮助他们认识、接纳、

方地协助并指导家属理性面对和规划善后。（3）危机期，

重建器官捐献理念，将器官捐献视为一种崭新的生命延续

是由冲击期的表现持续加重而来，表现为不能解决面临的

方式，改变传统认知偏见，是提高器官捐献率的有效途径。

困难、退缩、否认问题的存在或形成不适当的投射。此时

的心理失衡状态就是心理危机

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要在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心理危机

家属的紧张和焦虑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处于一种渴求解

期内进行，与时间争秒、与旧俗辩驳，为此，器官捐献协

脱的状态，会感到巨大的痛苦，容易接受他人的帮助。危

调员需要掌握心理危机的原因、特征、历程、转移的同时，

机期是最佳的器官捐献会谈切入时机，适宜正式提出器官

迅速而准确锁定危机干预对象、有效评估危机状态、制定

捐献选择权，协调员要抓住一切有利条件，紧凑而系统地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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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工作。（4）适应期，家属已接受现实，并在自身

其次，协调员要具备有效的沟通技巧。倾听是建立良

或外界的帮助下采取了一些方式来应对危机，从而取得了

好关系的基本环节，协调员有时候仅需倾听就可以有效地

一定的干预效果。此期协调员应指导家属理性、冷静面对

了解家属的现实困扰，帮助其缓解思想上的压力，并为下

并理解器官捐献的真正内涵，进一步引导并确认家属捐献

一步协调工作的开展与推进奠定坚实的基础。协调员应具

意愿。（5）后危机期，家属会变得更成熟和理性，此时捐

备综合分析及判断能力，
领会家属言语与非言语的交流内容，

献意愿通常已经确认，协调员要协助家属细化完成捐献相

捕捉到家属准备与他人或协调员进行情感接触的状态，在

关手续，并着手协调安排后续相关工作。

沟通过程中注意眼神交流以及端正态度，通过言语和非言

处于危机期中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通常要经历 4 个
阶段：（1）第 1 阶段，当家属感受到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

语的行为表现方式建立信任关系，使得家属认可此次心理
危机干预的过程。

时，内心基本平衡被打破，表现为警觉性提高。处于此阶

再次，协调员对潜在捐献者家属的心理危机干预通常

段的家属多半不会向他人主动求助。此时协调员的工作重

是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进行，因此需要充沛的精力、良好的

点应为建立具有良好亲和力的信任关系，同时收集与患者

组织和定向能力以及系统的反应能力。由于器官捐献工作

捐献相关的所有医疗与非医疗信息。（2）第 2 阶段，经过

时限的特殊性，协调员不能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慢条斯

努力与尝试，家属发现自己无法解决问题，其焦虑程度增

理的思考，这就要求作为干预者的协调员必须对危机中不

加，此阶段家属开始有求助动机。协调员要积极理解认同，

断出现和变化的问题与冲突作出迅速的反应和处理，才能

而不是反对指正，待适宜的时机提出与器官捐献相关的选

赢得最佳的谈话时机，在有限的时间内与家属达成器官捐

择性建议。（3）第 3 阶段，经过求助后未能有效解决问题，
家属内心紧张程度持续增加，
此阶段中家属的求助动机最强，
最容易受到他人的暗示与影响。此时，经过前期的多角度

献的共识。

4

接触，协调员与家属双方通常已经建立良好的信任与帮扶
关系，是提出器官捐献的最佳切入阶段 [11]。（4）第 4 阶
段，如果家属经过前 3 个阶段仍未有效解决问题，很容易
产生习得性无助，会失去希望与信心，甚至产生怀疑和动摇。
此期双方若还未就器官捐献达到共识与认同，那么，家属
对协调员的信任度与依赖度会降低，如果还考虑继续跟进
病例而试图完成器官捐献，建议更换协调员进行有效转介。
3.3 器官捐献协调员应具备的心理危机干预技巧
器官捐献协调员作为器官捐献各环节工作开展与推进
的重要一员，是对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进行危机干预的直
接工作者，必须要面对并经历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诸多突

国际上成熟的器官捐献体系制度不能兼顾中国文化的
特殊敏感性。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应该顾及我国特有的文
化敏感性。协调员应分析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心理特点及
危机状态，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把握时机进行器官捐献
协调工作，解决中国传统文化敏感性给捐献者家属精神心
理上造成的困扰与问题，才能更有效推进我国的器官捐献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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