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能会经历艰难的事，如果患者一个人去医院就会
更加不安。请一起去医院和医护人员沟通，难受的
时候请握住妻子的手。

3.   请减轻妻子家务劳动或子女教育的负担。 
乳腺癌治疗过程中或治疗后，妻子容易感到疲劳，
可能有一些难言之隐。特别是经过淋巴结切除后，
手臂可能会酸麻疼痛，做家务劳动或照看孩子会感
到吃力。此时，丈夫要分担家务劳动和子女教育工
作，以减轻妻子的负担，妻子将会非常感激。

4.   请抱住妻子让她痛哭。 
请每天至少一次抱抱妻子，鼓励她。通过拥抱让妻
子感受和丈夫是一体的感觉，让她相信丈夫始终在
自己身边。此外，给妻子痛哭的机会，释放癌症治
疗和副作用造成的压力。送花给妻子，或一起看电
影、轻松的散步等，通过这些共同的活动让妻子找
回活力，努力让妻子开心微笑。

身边有个病人，还要照顾自身的健康确实非常不易。
但越是艰难的时刻，越要相互多表达爱意，多多沟通，
智慧应对乳腺癌。

1.   善于倾听 
不要反驳患者的话，表现出共鸣非常重要。只要能
认真倾听对患者来说就是很大的帮助。
•     请看着说话人的眼睛，表现出正在认真倾听的样

子。( 比如，点头 ) 。
•     不管你多想插话，都要等对方把话说完。

2.   鼓励发展兴趣，进行休闲活动 
虽然治疗很重要，但如果生活中没有了兴趣和快乐，
维持治疗也会很难。

3.   结束治疗后的精神支持 
癌症治疗需要持续不断的护理和支持。患者在治疗
的最终阶段或已经完成治疗后，可能会担心复发，
因此要持续表示关心，进行精神上的支持非常重要。

4.   推荐咨询 
如果感到除了家属以外需要其它人提供精神上的帮
助，可以考虑联系心理医生。

家人和患者之间的对话小建议
癌症带来的恐惧、不安和担心可能会妨碍家庭

内的沟通。但是家人和患者之间的和谐对话，对形
成积极和睦的家庭关系非常重要。

1)  不要刁难对方，就事论事。
2) 请轻柔地慢慢地说话。
3) 避免说出带有侮辱性的话。
4) 如果继续说下去有困难，就暂且休息一下。
5)  学会称赞 

•   及时给予有根据的称赞 
  " 今天已经很累了你还是保持了昨天的运动
量。你真棒！ "

CHINA Comprehensiv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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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和睦家国际医疗部

- 乳腺癌患者家属读本 -

智 慧 应 对
乳 腺 癌

    •   表达此时自身的心情或感情 
  " 你那么累还准备了晚饭，谢谢！因为有你
我 感到充满力量 "

6)  患者有可能不听从家属的建议 
患者不听从家属的建议时，也不要怪对方太过
固执，请努力做到相互妥协。

   丈夫可以为妻子做的事

1.   请默默地倾听 
当患上乳腺癌的妻子诉说自己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
时，丈夫是非常希望让妻子的情绪好起来的，但是
说太多的话可能会成为啰嗦的废话。其实能默默倾
听妻子讲话就能给她很大的鼓励。“老婆，我想我
能理解你现在有多难受。我也真的很心疼，但是你
还有我啊。我们一起来克服眼前的困难吧。”请向
妻子说我们一起来克服吧！

2.   可能的话，请一同去医院 
由于妻子生病，经济上的负担由丈夫承担，工作可
能会比较繁忙，但还是尽可能抽时间陪同妻子一起
去医院为好。因为在医院里可能要做出很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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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认为最能帮助我的方式为

A. 更多的文字资料

B. 推荐阅读

C. 网络资源

D. 患者网络和病友群交流

E. 社区服务和社会工作者的帮助

F. 肿瘤专家的门诊服务

G. 其他，请注明：

4.哪些朋友可以更好的帮助我

A. 西医肿瘤专家

B. 中医专家

C. 心理咨询师

D. 康复师

E. 营养师

F. 护士

G. 社会工作者

H. 病友

I. 家人



      家属要照顾好自己
照顾癌症患者会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多种负担，

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因此，首先照顾好自己非常重要。

     照顾身体
家属花大量时间优先照顾患者。容易造成对自身

的饮食、运动、健康管理的疏忽。各位家属要铭记保
持自身的健康对照顾病人非常重要。

1)  请坚持运动。
2) 注意饮食营养均衡。
3) 保障充分的睡眠。
4) 进行有规律的休息。
5) 进行健康体检。

     管理情绪 
许多人在照顾患者的同时陷入不良情绪之中。家

里有癌症患者好像就不能开心，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对
患者有帮助，精神压力非常大。对日后要如何生活产
生无限担忧。任何人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可以
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如果这些情绪给你
造成了负面的压力，使自身的健康亮起红灯，最终可
能让患者更加难受。虽然有这些情绪是正常的，但要
学会理解并消化这些情绪，不要自己难为自己。下面
列举出了家属可能会感受到的多种情绪，请记住不是
只有你会这样。

•     自责感 : “我这样做可以吗？”“我做错了什么 ?”
•     愤怒 :“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家人遇上了这种事”
•     伤心 : “太累了”

CHINA Comprehensive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in Asia 

•     担心 :“以后该怎么办啊？”
•     沮丧 :“什么也做不了”
•     重压感 :“真的可以做得好吗？”

1.   适当放松自己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请往积极的方向思考。

2.   表达感情 
许多癌症患者家属会感到孤立无助。和亲近的朋友
或家人一起聊天是很好的方法，向心理医生咨询也
会很有帮助。

3.   休息  
即便只有几分钟也一定要休息。听听音乐或散散步
都是有助于缓解压力的。

4.   做记录  
日记或备忘录有助于了解现在的情况，并制定未来
的计划。

     缓解看护的负担
区分必须要由我来做的事和可以寻求他人帮助的

事。

1.   向家人或朋友请求帮助 
你自己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要怎么来做？请把相
关内容写下来寻求帮助。

2.   了解可用的看护资源  
了解医院及地区的护工或家庭护士等可以利用的资
源，这会很有帮助。

      照顾好患者
帮助患者调整情绪，照顾好其生活，使患者可以

更好地接受治疗。

     治疗过程中提供帮助
" 还要做什么？如何做？ "

1.   收集信息 
最好的方法就是询问医护人员。在去医院前把想问
的问题事先写下来带过去。此外，请注意重要的一
点，要先征得医护人员的同意后再记录。

2.   提供必要的帮助 
向患者询问需要什么帮助，针对患者的需求提供帮
助比家属按自己的想法提供帮助更加重要。

     帮助解决现实问题 
 " 担心治疗费用。"

1.   管理重要的文件 
将重要的记录或文件整理好，以备治疗期间如果有
疑问或制定未来的计划时用到。

2.   确认患者的保险内容 
通过个人保险的章程或保险公司的负责人确认可以
保障的保险理赔金额和时间等，了解申请所需的资
料及申请的方法。 

     精神上的支持
  " 患者担心的事情很多，我要如何提供帮助？该

怎么办呢 ?"

反馈信息:
积极的参与和反馈可以帮助我们完善现有的系统

和材料，您的反馈对我们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您如
何看待本书请从今天做起，为像您一样需要帮助的朋
友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我们的反馈邮箱：
patienteducation@ufh.com.cn 

请邮寄此反馈页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和睦家国际医疗部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 9-11 号  100015

1. 我面临的问题是：
•	 	

•	 	

•	 	

•	

2. 我需要在本册的哪些部分了解更多		

近来，网络等媒体上错误的医学知识和错误的癌症预
防方法呈蔓延趋势。请有效筛选，不要去依赖这些不切实的
信息，建议您通过向专科医生咨询，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定期进行体检。祝您永葆健康与美丽！

      病来如山倒，你被吓到了吗 ?
如果我的妻子、母亲、女儿

得了癌症 , 该怎么办呢？当家人被
确诊患上了癌症时，要如何应对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呢？这种情况
使人很容易陷入困境。需要照顾
癌症患者的家属们可能会经受多
种压力。比如，健康状况下降，
精神上倍受煎熬，各种角色之间
产生矛盾，社会活动受到限制，经济困难等。乳腺癌
不仅给患者带来影响，对她们的家人来说也是极大的
考验。

 
因此，在癌症的压力下，家人之间的沟通对话也

会变得困难，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好，陷入恐慌和迷茫，
甚至到了非常沮丧的地步。但是，如果能够很好的应对，
家属也能和患者一样，通过抗癌都会得到一次个人成
长的宝贵经验。通过共同克服癌症，家庭关系会更加
坚实、稳固。此外，在照顾癌症患者的过程中，家属
也会感到自身价值的提高，对人生进行新的反思。 

因此，作为癌症患者的家属，
要详细了解癌症，照顾患者的同时
也要照顾好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家属 ( 监护人 )
和患者一起智慧应对乳腺癌的一些
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