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医药研究前沿                                                                          2022 年第 6 卷第 1 期
Inter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Frontier                                                           https://imrf.oajrc.org/ 

- 34 -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中接受医学观察的规陪学员心理弹性 

的真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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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中接受医学观察的规陪学员心理弹性的变化以及真实感受，

以便为接受医学观察后规陪学员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

采用目的抽样方法，选取南充市 2 所新型冠状病毒定点收治的某三级甲等医院，在抗击疫情工作中接受医

学观察的一线规陪学员 20 名为研究对象，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 Colaizzi7 步分

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并提炼主题。结果 共提炼出 3 个主题：主题 1：医学观察事件使规陪学员心理弹性下

降产生负性情绪（震惊与否认、焦虑与害怕、压力与担忧、自责），主题 2：规陪学员积极应对使心理弹性

回升（坚强、乐观、向下比较、追寻生命意义和坚定使命），主题 3：规陪学员运用社会支持使心理弹性稳

定（家庭支持、同事和领导支持、朋友支持）。结论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中接受医学观察的一线规

陪学员在医学观察初期心理弹性降低明显，容易产生负性情绪，针对心理弹性急剧降低的早期及时开展针

对性心理干预以及相应的社会支持，鼓励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以保障接受医学观察的一线规陪学员的

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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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and real feelings of the mental resilience of the first-line 
gauge students under medical observation during the wor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of the first-line gauge students after medical observation. Methods On 
January 20, 2020 to February 12, 2020,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selection of nanchong 2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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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fixed-point hospital were in a certain level of first-class hospital outbreak work under medical 
observation in a line of gauge students 20 research object, the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adopted to carry 
out half a structured interview, extracted with Colaizzi7 step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data and themes. Results 
Total extract three themes: theme 1: medical observation events make the medical staff a decline in psychological 
elastic produces negative emotions (shock and denial, anxiety and fear, stress and worry and remorse), theme 2: 
medical staff actively cope with the psychological elastic recovery (strong, optimistic, downward comparison, the 
search for meaning and strong mission), theme 3: medical staff to use social support make psychological elastic 
stability, family support, colleagues and leadership support, friend support). Conclusion Against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work under medical observation in a line of gauge students in medical observation early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decreased obviously, prone to negative emotions, on the psychological elastic sharply lower early in a 
timely manner to carry out targe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cial support, and 
encourage the active coping way, in order to ensure medical observation to a line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workers. 

【 Keywords 】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Medical observation; Resilience;qualitative research;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Colaizzi analysis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2019-nCoV）是国家法定乙类传染病，

按照甲类传染病管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防控[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国蔓延，面对

疫情无论是患者还是医务人员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心理危机[2,3]。抗击疫情第一线的规陪学员始终处于

高度感染风险状态[4]，加之部分患者起病隐匿、症

状不典型[1]，一线规陪学员在未防护状态下接诊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或疑似患者后而接受医学观察

的事件时有发生。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要求，对疑似病

例、临床诊断病例（仅限湖北省）、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采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5]。医

学观察是为有效控制疾病的传播，对密切接触者进

行管理[5]。徐明川等[6]对 41 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一线护士调查显示：有 85.37%的护士出现焦虑、

抑郁、恐惧等心理危机问题。一线规陪学员长期处

于高压力、高负荷状态，加之遭遇接受医学观察这

一应激事件后，更加剧其心理危机的程度。而预防

医学观察后一线规陪学员出现心理危机的最佳策略

是提高心理弹性[7]。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面对逆境、

创伤、悲剧、威胁或者其他重大压力时良好的适应

过程，即对困难经历的反弹能力，在灾害救援医务

人员心理应激中起关键作用[7]。目前，国内关于灾

害救援医务人员心理弹性的相关研究多为量性研究
[8-10]，且研究内容侧重于心理弹性的现状及影响因

素，但未呈现出心理弹性的变化过程。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工作中接受医学观察的一线规陪学员这

一特殊人群在心理弹性方面存在不同的特点，且每

位研究个体可揭示心理弹性这一现象以及隐藏在现

象背后的本质特征，值得进一步探索。为探讨抗击

疫情一线工作中接受医学观察的规陪学员心理弹性

的真实体验，本研究回到心理弹性真实体验本身，

采用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法挖掘规陪学员医学观察过

程中的心理弹性变化过程，旨在采取针对性干预，

为保障医学观察后一线规陪学员心理健康提供参考

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中的异质性抽样法，选取 2020 年

1 月 28 日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南充市某两家新型冠

状病毒定点收治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抗击疫情工作

中接受医学观察的一线规陪学员共20名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工作中在未防护或者一级防护下

接触了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确诊病例而接受医学观

察的规陪学员；②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并且被医学

观察前在一线科室（急诊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的规陪学员；③年龄≥18 岁；④近 3 个月未发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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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活事件（父母去世、丧偶等）者；⑤既往无精

神心理疾病者。排除标准：①处于试用期的规陪学

员；②因生活中接触确诊或疑似患者而接受医学观

察的规陪学员。选取研究对象时，采用异质性抽样，

以便能获取更多的信息量。根据接受医学观察的护

士和医生的比例选取研究对象，以提高样本的代表

性。抽样的标准为资料饱和为止，即受访者的资料

重复出现，分析资料时不再有新的主题出现[11]。本

研究所有受访者均知情同意愿意参加本研究。医务

人员一般资料见表 1。 

表 1 规培人员一般资料（n=20） 

编号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称 规培年限 医学观察前工作科室 

N1 女 26 本科 护师 1 年 急诊科 

N2 女 25 本科 护师 1 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N3 女 27 专科 护师 2 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N4 女 22 专科 护士 2 年 急诊科 

N5 女 27 专科 护师 2 年 急诊科 

N6 女 26 本科 护师 2 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N7 女 27 专科 护师 2 年 急诊科 

N8 女 26 专科 护士 2 年 急诊科 

D1 男 28 硕士 医师 2 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D2 女 27 硕士 医师 2 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D3 女 24 本科 医师 1 年 急诊科 

D4 男 25 硕士 医师 1 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D5 男 26 本科 医师 2 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D6 女 27 本科 医师 2 年 急诊科 

D7 男 26 本科 医师 2 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D8 女 26 本科 医师 2 年 急诊科 

D9 男 27 本科 医师 2 年 急诊科 

D10 男 25 本科 医师 2 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D11 女 24 硕士 医师 1 年 急诊科 

D12 男 25 硕士 医师 2 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1.2 研究方法 
（1）拟定访谈提纲 
采用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法，以“意外创伤者心

理弹性发展模型[12]”为理论框架，该模型认为，心

理弹性是面对逆境的积极适应，但易受到各种危险

因素、保护因素以及个体因素的影响。故本研究中

将心理弹性定义为：抗击疫情一线规陪学员在经历

医学观察事件对其造成的心理应激之后，所采取的

积极适应。通过查阅文献[7，12-13]后初步拟定访谈提

纲，邀请心理学、医院感染以及管理学专家各 1 名

进行修订，并选取 2 名接受医学观察的一线规陪学

员进行预访谈，预访谈的结果不纳入正式研究。访

谈提纲最终确定为：①您能谈一下您当时接受医学

观察的经过和感受吗？②您能谈一下医学观察后哪

些因素对您的心理造成困扰？您如何应对？③您认

为哪些因素对您的帮助比较大？④这次医学观察对

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2）资料收集方法 
选择研究对象医学观察的第 3 天进行访谈，避

免记忆缺失或情感衰退等因素的影响。访谈前，向

研究对象解释研究的目的、内容及承诺保密，在征

得同意后录音。通过微信视频或者 QQ 视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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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资料，双方均选择安静且无人打扰的房间内进

行。访谈由 2 名研究者参与，1 名研究者负责录音，

另 1 名研究者负责记录其非语言动作，包括语言、

表情、手势等。访谈中，全神贯注倾听，适时推进

问题，每位研究对象进行 40~60min 的访谈，直至资

料饱和。所有被访者资料匿名呈现并编号，N1-N8
为护士，D1-D12 为医生。 

（3）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 24h 内，将录音资料逐字逐句转录

成文字。进行资料分析时，采用 Colaizzi 资料分析

方法[11]：①详细阅读并记录所有访谈资料；②找出

与现象相吻合、有意义的陈述；③归纳和提炼意义；

④寻找意义的共同概念或特性；⑤将主题联系到现

象并进行完整叙述；⑥叙述构成该现象的本质结构；

⑦返回被访者求证内容真实性。 
（4）质量控制 
研究者首先就自身对医学观察后规陪学员心理

弹性的看法进行反思，尽可能“悬置”自己已有的

与研究相关的预假设，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

始终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研究。访谈前，熟悉

访谈技巧和进行预访谈。分析资料时，为避免主观

性偏移，由两位研究者各自独立对资料进行分析和

提取主题，及时分享彼此的编码思路与主题，意见

不一致时，由研究小组共同讨论，最后将结果反馈

至受访者核实，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2 结果 
通过对20名接受医学观察规陪学员转录稿的编

码、摘录、解释，提炼出 3 个主题：医学观察事件

使规陪学员心理弹性下降产生负性情绪、规陪学员

积极应对使心理弹性回升、规陪学员运用社会支持

使心理弹性稳定。这些主题反映了抗击疫情一线规

陪学员医学观察后心理弹性由下降到回升再到稳定

的动态变化过程。 
2.1 主题 1：医学观察事件使规陪学员心理弹性

下降产生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是一种精神压抑，是心理弹性的危险

因素[13]。规陪学员在遭遇医学观察的心理创伤之后，

防御机制会产生负性情绪，以缓冲应激事件造成的

心理创伤，包括：震惊与否认、焦虑与害怕、压力

与担忧、自责。 
（1）震惊与否认 

震惊是指因意外刺激而感到惊讶、紧张和害怕；

否认是指个体不接受事实，以逃避心理痛苦[14]。所

有规陪学员均表示接受医学观察完全在自己意料之

外，有些人甚至难以接受这个事实。N5、D4 都表示

“简直不敢相信。”D12、N4：“当天在分诊台，

有位患者看上去很焦虑，我就上前安慰她，近距离

跟聊了 10 多分钟，我真没想到那位患者居然后来被

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我的天啊！” 
D2：“我当时接诊了一位患者，结果，陪患者看病

的家属第二天检查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高度疑

似，居然这种事都能被我遇上！” 
（2）焦虑与害怕 
焦虑是需要未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能量，主要

表现为紧张、着急、不安、疲乏无力，甚至恐慌[15]。

害怕是个体由于某种明确的具有危险的刺激源所引

起的消极情绪[16]。规培学员接受医学观察后，对可

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表现出紧张、着急和害怕，

在医学观察初期最明显。D9、N2：“一到晚上，就

莫名地焦虑，不容易睡着，甚至有时候睡到半夜会

突然惊醒。”D10、N4：“最开始真的很害怕，自

己打个喷嚏都会很紧张，觉得那是感染了病毒的表

现。”N8：“我有点焦虑，怕自己被感染。” 
（3）压力和担忧 
压力指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以保持成长与发展动

态平衡的过程，可有益、促进成长，也可有害、破

坏健康，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可造成负性情绪和身

心疾病[15]。担忧是一种积极或消极的人格特征，是

不可控的焦虑和不安，会造成身心危害[17]。规培学

员宁愿自己忍受压力，也不愿将自己接受医学观察

的事情告知父母，同时对于接触确诊/疑似病例可能

对家人和自己未来造成的影响感到担心和不安。

D11、D2：“这段时光真的是太难了，我不敢告诉

所有家人，只能自己忍着，怕他们担心。”D7、N4：
“我还这么年轻，万一真的感染了，我以后该怎么

办？”N6：“压力再大我都得咬牙忍住，我要是倒

下了，我的家人怎么办啊？” 
（4）自责 
自责是指个体对过去的一种反思，想到自己在

事业、家庭和生活上的错误，而产生后悔、愧疚的

情绪[18]。规培学员对自己不能与同事一起抗击疫情、

连累了同事以及不能给父母、配偶和孩子足够的关



蒋国路等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中接受医学观察的规陪学员心理弹性的真实体验 

- 38 - 

爱与陪伴表示愧疚和抱歉。D10、D8、N2“跟我一

起上班的同事还在冲锋陷阵，感觉自己像个逃兵。”

D7、D6、N3：“工作几年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好好

陪陪家人，觉得有些抱歉。”D10、D8、D3：“是

我临床经验不足，不仅我接受医学观察了，还连累

了当天晚上跟我一起上班的那位同事，我太对不起

人家了。” 
2.2 主题 2：规培学员积极应对使心理弹性回升 
积极应对是指在面对逆境时采取积极的面对、

求助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心理弹性的保护因素[19]。

规培学员在医学观察期间，愿意运用积极的情绪和

思维方式去面对和解决医学观察期间出现的一系列

心理问题，包含了坚强、乐观、向下比较、追寻生

命意义和坚定使命。 
（1）坚强 
坚强是心理弹性的特征之一，坚强可降低个体

疲劳程度，面对压力不会轻易放弃[15]。规培学员在

接受医学观察之后，依然能燃起对生活的斗志，坚

持不放弃。D9、D7、N1：“我一直都是个很坚强的

人，眼前的困难只会激发我对生活的斗志，不会消

磨我对生活的激情。”N2：“我不仅仅是一名护士，

我还是一个母亲，所以，我要坚强，我一定会平安

解除医学观察的。”D11、N5：“我不会被眼前的

困难打倒，更不会放弃，我要坚持。” 
（2）乐观 
KLEIMAN 等[20]认为，乐观是面对负性生活事

件时产生心理弹性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对事物

充满信心的良好心态。规培学员接受医学观察之后，

能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平静面对医学观察，对自

己充满信心。D12、D1：“我一向运气都很不错，

我相信我很快就能解除医学观察，回到工作岗位中

去。”D7、N4：“我很年轻，身体素质好，抵抗力

强，我相信我一定能战胜它。”D8、D9、D4：“我

愿意往好的方向去思考，我只是接触了疑似病例，

不是确诊患者。” 
（3）向下比较 
向下比较是指与比自己情况更糟糕的人进行比

较而得以释然，是心理弹性的康复动力[12]。医学观

察后的规培学员会跟比自己情况更糟的人进行比

较，从而觉得自己其实比那些真正不幸的人过得好。

N2：“你看方舱医院里面的那些确诊患者，都还在

乐呵呵地跳广场舞呢，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

呢？”D3：“看到铺天盖地的李文亮医生离开的新

闻，我很伤心，同样是一线医生，虽然我接受医学

观察了，但至少我现在还活着，活着就好。” 
（4）追寻生命意义 
生命意义是个体感知存在的价值和目的，包括

生命存在的价值和生命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两方面，

人类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追寻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

重要因素[21]，是心理弹性的促进因素。一线规培学

员在经历过抗击疫情和接受医学观察之后，遭受巨

大心理冲击，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对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情重新排序。N1：“我的目标原本是要

考名校的研究生，但是，现在觉得生活更重要。”

N3：“如果我不被传染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以

后会更加努力，不希望这一生平平淡淡碌碌无为的

度过。”D1：“我以前经常熬夜加班，现在，我就

想坚持锻炼身体，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5）坚定使命 
抗击疫情，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光荣使命。

接受医学观察的规培学员仍然对自己所从事的抗击

疫情工作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表示医

学观察结束之后仍然愿意继续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一

线工作中去。N3：“看到朋友圈同事每天的工作动

态，我太想回到我的工作岗位跟他们一起战斗了。”

N4：“作为医务人员，我还有我的责任和使命，等

到医学观察结束之后，我仍然愿意回到抗击疫情的

一线工作中去。”D10、D8、D6、D1：“这次医学

观察并没有动摇我学医的初衷，反而让我更加坚定，

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位好医生，等我解除医学观察，

我一定要继续把我的专业知识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之中去。” 
2.3 主题 3：规培学员运用社会支持使心理弹性

稳定 
社会支持主要反映个体与社会的紧密联系程

度，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应激，维护心理健康，

是心理弹性的重要外部保护因素[22]。医学观察后的

规培学员会能动性地运用各种社会支持，帮助自己

克服医学观察期间的负性情绪，规培学员获得社会

支持的方式主要分为家庭支持、同事和领导支持以

及朋友支持。 
（1）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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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主要指家庭和谐度、家庭资源对心理

弹性的影响[12]。中国人向来注重家庭，血浓于水的

亲情是一线规培学员永远的牵挂。家人、配偶及时

给予关心、问候和鼓励是帮助规培学员顺利度过医

学观察期的主要支持。D1：“我接受医学观察的事

情就只告诉了我老婆，也真的是难为她了，默默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帮我照顾好家庭，还每天鼓励我。”

D2：“父母还是要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虽然我不

敢在电话里告诉他们我现在的真实状况，但是在电

话里听到他们都挺好，我就放心了。” 
（2）同事和领导支持 
同事和领导亦处于抗击疫情第一线，他们是最

能感同身受的人，他们的关心与问候能让医学观察

中的规培学员觉得感动，是重要的外部支持。N1：
“我们护士长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情况，我

很感激我们护士长的关心。”N2：“我的很多同事

都给我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问候，问我是否需要帮忙，

患难见真情，我很感动。” 
（3）朋友支持 
朋友是除家人以外最亲近的人，朋友的鼓励让

接受医学观察的规培学员感到暖心，也是重要的外

部支持。N1：“我的闺蜜跟我一样，都在一线科室，

她每天都在电话、微信里鼓励我，最艰难的时光有

朋友陪伴，让我觉得很暖心。”N4：“我特别感谢

我的男朋友，每天都会陪我视频聊天，想尽各种办

法鼓励我，我很开心。” 
3 讨论 
3.1 关注医学观察后医务人员负性情绪，及时开

展心理危机干预 
据国家卫健委官方发布：截止到 2020 年 2 月 16

日 24 时，确诊病例为 57934 例，疑似病例 7264 例[23]。

疫情的突发性、不可控制性使规培学员出现不同程

度的心理危机，加之医学观察应急事件的打击，规

培学员易出现焦虑、恐惧、害怕等负性情绪[2,3]，心

理弹性下降。本研究中医学观察后规培学员在最初

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震惊、焦虑和恐惧，有的规

培学员格外关注身体的变化，一个喷嚏都会格外紧

张，有的规培学员则表现出失眠、易醒，与梅俊华

等研究一致[24]。2020 年 1 月 27 日，国家卫健委发

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

预指导原则》[25]，说明疫情相关心理问题已引起国

家有关部门重视。这启示我们：管理者应关注一线

规培学员接受医学观察后心理弹性，及早安排心理

学专家对每位接受医学观察的规培学员线上进行危

机心理干预，同时可通过心理弹性量表筛查其心理

弹性水平，及早发现心理弹性降低的规培学员，开

展针对性专业心理疏导[3]。 
3.2 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提升医学观察后规陪学

员心理弹性 
成熟的应对方式可激发规培学员积极调动外部

资源，运用良好的应对能力，从而实现外部刺激环

境与内部心理环境交互过程协调稳定[8]。本研究中，

医学观察后的规培学员在面对医学观察后心理弹性

下降所带来的一系列负性情绪时，依然采取坚持不

放弃、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坚定信念等积极应对

方式，使其负性情绪得到控制与缓解，心理弹性逐

渐回升，这说明积极应对方式是心理弹性的保护因

素，与范廷婷等[26]研究结果相似。这启示管理者应

加强一线医务人员应对突发应激事件的培训，积极

开展相关应急演练，提高规培学员在面对医学观察

等应激事件的心理准备度；同时管理者可采取积极

心理策略，帮助医学观察后规培学员树立积极的个

人品质以及坚定的信念，从而提高其心理弹性，帮

助其从逆境中实现心理康复。 
3.3 合理利用社会支持稳定医学观察后规陪学

员心理弹性 
社会支持是心理弹性的重要预测因子和外部保

护因素，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康复，获得的

社会支持越多，其心理弹性越高[12]。本研究中，医

学观察后规培学员通过获得家庭、同事、领导以及

朋友的支持，感到爱与温暖，使得其心理弹性趋于

稳定，这与王秋萍等[27]研究结果不同，可能该研究

对象为消化道癌症患者，研究中仅仅针对患者的个

体内在心理弹性贡献因素和阻碍因素进行探讨，较

少关注心理弹性的外在因素，而本研究全面关注了

心理弹性的变化过程以及内外在因素。本研究中，

医学观察事件对于抗击疫情一线的规培学员而言是

应激事件，规培学员接受医学观察之后，遭遇心理

危机，需要依靠家庭和亲友给予的生活帮助和心理

支持，借助同事、领导提供的专业信息支持与关心，

故社会支持在稳定医学观察后规培学员心理弹性中

举足轻重。启示医院管理者可加强对医学观察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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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学员的人文关怀，完善一线规培学员的福利政策，

给予心理支持。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中接

受医学观察的一线规培学员因医学观察事件使规培

学员心理弹性下降产生震惊与否认、焦虑与害怕、

压力与担忧等负性情绪，但规培学员通过坚强、乐

观、坚定使命等积极应对使心理弹性回升，同时，

规培学员运用家庭支持、朋友支持等社会支持促进

心理弹性稳定，这些主题反映了抗击疫情一线规培

学员医学观察后心理弹性由下降到回升然后趋于稳

定的动态变化过程，可为管理者开展心理危机干预

的提供参考依据。由于笔者有抗击疫情过程中接受

医学观察的经历，虽在研究前已对自己进行了反思，

但研究过程中在“悬置”自己、“置身之外”方面，

还可能难以避免主观因素，有可能对材料收集造成

影响。加之，笔者资历尚欠，在访谈技巧的把控以

及访谈的经验上存在不足，可能对研究结果有一定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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