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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实践模式对指导临床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受认可的模式主要有作业表现模

式、人类作业模式、人-环境-作业模式、河川模

式等。由于语言习惯、思维方式等差异，在实际

应用中常常出现困难和问题，研发东方哲学作业

治疗模式的工作便开展起来。

笔者汲取太极图丰富涵义中的丝缕，尝试挖

掘太极思想在作业治疗实践中运用的可能，考虑

创构一套更贴合中华民族思维的作业治疗实践

模式，以期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1.太极模式四要素的分析

在太极图示中，设白色区域为“人”，黑色

区域为“环境”。那么该图可分为四个要素，分

别为①白色区域：人；②黑色区域：环境；③环

境的内核（白色点）：经济条件；④人的内核（黑

色点）：心理状态。

（1）要素①②人与环境 太极图中黑白两

块似双鱼的形状，圆的部分为鱼头，尖部为鱼尾。

鱼头部分相较于鱼尾所占面积多、属“强势”区

域，而鱼尾便是面积小的“弱势”区域（图 2）。

白色区域所示的“人”与黑色区域所示的“环境”

相融。“人”的鱼头部分与“环境”的鱼尾部分

相交，即，如果人处于强的状态，具有强大的功

能，那么他对环境的要求就会小一些；反之，如

果人的状态在鱼尾部分，即他的功能较弱，那么

他需要更贴合自身生活、工作要求的环境，这样

的环境可能需要通过环境改造或代偿、替代等方

式获得。

图 2 太极模式中强势和弱势

（2）要素③经济条件 经济活动是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劳动创造经济，经济

水平的发展影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环境

的变化又反作用于人。比如，人类创造出机器，

机器在工厂生产中被赋予经济价值，大规模生产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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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变革促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面貌发

生了巨大改变。随着交通工具的制造，人们在外

出活动时有了更多的出行选择，而出行方式的选

择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个人经济状况。研究发

现，经济条件的差异影响医疗服务条件，也影响

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康复的了解程度、对功能障

碍的自我评估和自我适应
[1]
。

（3）要素④心理状态 人的心理既受身体

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又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疾病

或肢体损伤后, 随着功能的下降,原本简单的作

业活动成为挑战，患者易产生焦虑或抑郁。研究

发现运动可降低焦虑水平、改善身体功能，帮助

患者参与更多的室内活动。人在积极的环境中往

往会有更受鼓励的心理状态
[2]
，丰富的社会关系

也可增强患者幸福感和提高社会参与能力
[3]
。

2.太极模式的特点

（1）太极思想源远流长、广为人知，这让

中国人可以轻松地理解治疗师想要表达的意思，

容易形成融洽的交谈氛围。多篇文章提到在使用

COPM 前需对评定者进行专门培训
[4-6]

，专业人员

尚且需要通过培训来了解使用方法，可想而知，

对于第一次接触 COPM 的病人来说，接受其中理

念可能并不容易。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低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 COPM 评估的准确性
[4]
。太极模式

对患者的受教育程度要求相对较低，可降低文化

水平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2）平衡理念 “太极和”理念认为共容

与共存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和”即平衡和

谐的状态。太极模式强调的平衡是交融的平衡、

动态的平衡。

由图 2 可看出，黑白相交、内核相嵌，太极

模式将“人”与“环境”看作一个相互交融的整

体。只有“人”与“环境”的面积平均分布，这

个整体才能达到平衡。“人”与“环境”的任一

方变多或变少，都是不平衡的状态。“人”自身

的平衡有赖于内在心理状态与外在身体功能及

环境的相宜。

太极模式的“动态的平衡”体现在“人”与

“环境”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当一方改变，

只有另一方也相应出现变化，才会重新形成一个

平衡稳定的结构。

如果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图 3）,如对人的

过度/欠缺赋能，对环境的过度/欠缺改造，或内

核改变，将影响整个结构的平衡与稳定。比如对

糖尿病患者的过度训练会导致低血糖的发生，对

小儿麻痹患者过度赋能，看似增加了人的能力，

但是关节退变等后果也接踵而至。环境改造也应

考虑是否存在改造过度或不足的问题。

图 3 几种不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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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提出“合理挑战，正确赋能”。平

衡的特点提示我们应当关注“人”与“环境”的

和谐，对于“人”要适度赋能，同时关注人的心

理和身体功能状态的平衡；对于“环境”要以合

理挑战为宜，既以“挑战”激发潜能，又以“合

理”规控量度。

3.讨论

太极图本身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不同的

学派和解读不尽相同。相较而言，周敦颐的解读

更为人所知，影响较大，本篇文章介绍的太极模

式便源于此。

对“人”与“环境”孰阴孰阳的考虑，笔者

认为，一方面阴阳之涵义丰富且意蕴深远，不是

简单的对应关系，抽象的概念无法与具体的

“人”、“环境”相做匹配。另一方面太极模式

只是运用太极图的构架以方便病人理解，从而便

于临床操作，并无对阴阳的涵义进行研究。

西方的作业治疗模式也关注人和环境两个

部分，但与太极模式把两者看作一个整体不同，

西方模式仍将二者分隔为两个独立的个体，有相

交但无相融。

图 4 西方模式和太极模式

作业治疗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发现，

如果患者认为某些治疗不能解决他们希望解决

的问题，那么他们会被动消极地参加治疗，甚至

中途退出治疗。明确问题所在、确定治疗目标并

影响治疗过程的关键人物是患者本身，“以患者

为中心”应当是真正符合其需求。运用太极模式

时，治疗师的作用在于引导，说明模式的特点，

让患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围绕“人”和“环境”

描述目前的生活状态和想法。治疗师在患者的自

我叙述中灵活准确捕捉患者表达的重点，了解他

们的真实需求。治疗师亦可尝试用平衡的理念指

导患者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挖掘患者的潜能，

并激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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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外伤的早期康复介入

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 李奎成

手外伤后为何要早期康复介入？

手外伤后常常

由于肿胀、疼痛、制

动等原因造成手部

力量、关节活动度、

灵活性、感觉异常等

功能障碍，而这些功能障碍使患活动减少，更加

加重功能障碍，形成恶性循环，除影响外形外，

严重者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甚至造成永久性残

疾。

及时有效的康

复可打破这一恶性

循环，提高手术或药

物治疗效果，最大限

度地改善手功能，消

除疼痛、肿胀等并

发症，提高生活和

工作能力，改善生

活质量。

手外伤后何时开始进行康复治疗？

 在不影响急救的前提下，手外伤后

康复治疗越早开始效果越好，一般在外伤或

术后第一时间就需介入康复治疗，只是不同

阶段介入方法不同。

 正确的康复治疗不但不会影响治

疗和手术效果，反尔会促进伤口和组织的愈

合，消除肿胀，减轻疼痛，抑制瘢痕，预防

畸形，促进功能恢复，缩短住院时间，减轻

家庭负担，提高生活质量。

手外伤后康复的作用及证据

 改善循环

 减轻水肿

 促进组织愈合

 增进软骨再生

（Allain, 1999; Goslings, 1999）

 减轻疼痛

 提早恢复活动及力量

 促进早期复工

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