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第4

期

“读书身健方为福”∗

———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及其对学校图书馆开展阅读疗法的启示

□艾雨青　陈菁

　　摘要　依据阅读文化学中“分众阅读”“分类阅读”及“阅读疗法”的学理,分析了绘本对于不

同年龄层次群体的情绪疗愈效用,重点评介了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暨研究所教授陈书梅女士

编撰的«从迷惘到坚定:中学生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与«从沉郁到淡定:大学生情绪疗愈绘本

解题书目»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阐发了两书对于青少年学生群体情绪疗愈的针对性作用,及其对

学校图书馆开展阅读疗法的启示.
关键词　阅读疗法　学校图书馆　情绪疗愈　绘本　解题书目　陈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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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启功先生曾撰联:“读书身健方为福,种树花开

总是缘.”短短１４个字,就已道出了读书增智、身心

康健的重要性.面对社会上存在的诸多压力,阅读

在促进学识增长的同时,更是疗愈心神的一剂良药.
阅读疗法也因而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台湾大学

图书资讯学系暨研究所教授陈书梅女士,聚焦中学

生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从书目疗法的专业理

念出发,探究绘本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的情绪疗

愈效用,编撰了«从迷惘到坚定:中学生情绪疗愈绘

本解题书目»和«从沉郁到淡定:大学生情绪疗愈绘

本解题书目».本文拟以两书为重点,通过解析其学

理内涵,阐述其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情绪疗愈的

针对性作用,并为学校图书馆运用和开展阅读疗法

提供创新思路.

２　“阅读疗法”及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的独特

视角

２．１　阅读疗法概述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国古人很早便

认识到阅读对于充实心灵、疗愈心神的功效.自１９１６

年美国人塞缪尔麦克乔德克罗色尔斯(Samuel
McChordCrothers)首次提出“Bibliotherapy”一词以

来,阅读疗法的相关研究在西方国家兴起.随后在

世界多个国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左右传入我国.国内在翻译时,出现了“图书疗

法”“书籍疗法”“阅读疗法”“书目疗法”等译名.其

中,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王波采各家之所长,对
阅读疗法下了一个符合汉语语法习惯的定义:“阅读

疗法是以文献为媒介,将阅读作为保健、养生以及辅

助治疗疾病的手段,使自己或指导他人通过对文献

内容的学习、讨论和领悟,养护或恢复身心健康的一

种方法[１](１６).”换言之,阅读疗法是透过阅读适当的

图书资料或影音资料来疗愈情绪的一种自然疗愈方

式,是多元的心理保健与心理健康促进方法之一.
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具体描述了“阅读疗愈”的过程,
他写道:“当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生命、生存和生活问

题时,借助‘阅读’他人过往的人生经验,客观认识

天、地、人类带来的困惑、磨难以及改变不良的心绪

和不安宁的神志,进而调适到一种平和安稳的心

态———这种 情 绪 转 换 的 过 程,便 是 ‘疗 愈’的 过

程[２].”近年来,阅读疗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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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愈受到业界学者的关注.王波的«阅读疗法»[１]

(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系统论述了阅读疗法的

理论沿革和发展现状;黄晓鹂、王景文、李树民合著

的«阅读疗法实证研究»[３](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以及宫梅玲的«读祛心病»[４](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则分别是对华北理工大学图书馆和山

东第一医科大学图书馆阅读疗法实践的总结.

２．２　绘本的情绪疗愈效用

绘本,取自日语中“图画书”的叫法“えほん”(汉
字写法为“絵本”),英文名称为“PictureBook”.“日
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先生认为:“图画书是文章也

说话,图画也说话,文章和图画用不同的方式说话,
来表现同一个主题[５].”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

院研究员彭懿也认为:“图画书是用图画与文字共同

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图文合奏[６].”由此可见,绘
本中的图画绝不是作为文字附庸的插图,而是与文

字共同发挥作用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整部作品

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绘本便

成为极佳的情绪疗愈阅读素材.一方面,在“图像时

代”大文化背景下,浅显易懂的图像往往比文字更具

有吸引力,更能在短时间内抓住读者的眼球;另一方

面,绘本中丰富的形象和色彩使之具备了独特的情

绪疗愈效用,适应了不同年龄层次群体的情绪疗愈

需求.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认为:“绘本是与

人类心灵的深层联系最为深入的[７](１１２),”他还写道:
“绘本实在是神奇的东西.从零岁到一百岁的人都

能从中获得乐趣.即使是小小的,或薄薄一本书,里
面所包含的内容都极为深广[７](５).”对于儿童和青少

年而言,绘本由文字与图画相辅而成,内容生动形

象,色彩丰富绚烂,并贴近生活中的真实情境,透过

有趣的文字、画风及人物角色,能让他们在与文本内

容的互动中感到亲切、轻松和快乐,进而忘却孤寂与

无助的感受,纾解情绪与压力[８].对于成年人而言,
普遍面对着工作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大的现实问

题,而许多专门为成年人创作的绘本,以成人的角度

和思维方式、成人的语言来讲述成人的生活、心情,
或者记录社会现象,探索生命的意义[９].绘本中温

馨、有趣的场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人们的共

鸣,进而起到舒缓心情、释放压力的作用,这便是绘

本的情绪疗愈效用之所在.

２．３　分众、分类阅读视角下的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

在众多关注阅读疗法的专著、论文中,陈书梅教

授的系列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独具视角,包括«儿
童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２００９年版)、«从沉郁到淡定:大学生情绪疗愈绘本

解题书目»(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１４年版)、«从迷

惘到坚定:中学生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旺文社,

２０１８年版)与«从孤寂到恬适:乐龄情绪疗愈绘本解

题书目»(旺文社,２０１８年版).这一系列情绪疗愈

绘本解题书目,密切关注疗愈需求群体,充分整合疗

愈书目资源,是运用“分众阅读”与“分类阅读”推广

理念,发挥“阅读疗法”功效的指南性读物.
分众阅读推广,是基于读者群体的细分进而开

展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活动,根据分众的特点划分

阅读群体,定制不同的阅读服务,以满足不同群体的

需求[１０].陈教授在编制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时,
关注到不同群体在社会归属特征上的鲜明差异,分
别针对儿童、中学生、大学生与乐龄者这四大群体的

情绪困扰问题和疗愈需求,为其量身定制了适合阅

读的疗愈书目.分类阅读推广,即分专题阅读推广,
是为不同专题内容的读物选择适宜的读者,方便他

们做出阅读选择,并根据专题内容特点采取合适的

阅读方法和阅读策略,提升阅读成效[１１].陈教授编

制的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充分关注图书所属类

别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将适合疗愈的书目按照不同

的心理问题予以编排,依次进行整理、归纳和介绍,
并深入分析每种绘本的情绪疗愈效用,以期为不同

读者群体提供适当的疗愈书目,协助情绪混乱者从

无助的状态转至积极状态.总之,这一系列情绪疗

愈绘本解题书目,从“分众阅读”与“分类阅读”的视

角出发,在关注不同群体情绪困扰问题和疗愈需求

的基础上,按照各类心理问题编排书目,体现了阮冈

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每位读者有其书”和“每
本书有其读者”的理念,为阅读疗法的理论发展和实

践运用打开了新思路.

３　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的研究缘起及专业价值

３．１　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之研究缘起

在我国台湾地区,书目疗法研究始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研究内容涉及欧美发达国家书目疗法研究

的理论与实践,阅读治愈感发生的情景及对读者的

益处,以及各年龄段人群的情绪问题和有效的疗愈

书籍等[１２].作为我国台湾地区书目疗法研究的领

军人物,陈书梅教授早在２００３年“非典”疫情期间,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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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关注书目疗法,她在«台北市立图书馆馆讯»

２００３年第４期上发表«后SARS时代与书目疗法»
一文,考虑如何将书目疗法应用到灾后人们的心理

疗愈方面[１３].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台湾大学图书资讯

学系与台湾“国家图书馆”共同发起“送儿童情绪疗

愈绘本到四川”的活动,挑选了具有情绪疗愈效用的

５０种绘本送往灾区[１４].基于此,陈教授负责撰写了

所有入选绘本的内容简介及情绪疗愈效用分析,并
于２００９年出版了«儿童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一
书.通过«儿童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的编制,陈
教授在探索不同年龄层次群体的情绪问题及相应的

疗愈书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随

之,她将关注对象转向了有情绪疗愈需求的中学生

和大学生.
对于处在青春发育期的中学生而言,他们在生

理上出现了急剧变化,然而心理发展速度则相对缓

慢,心理水平处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往往

容易出现情绪上的波动[１５].陈教授亦指出:“台湾

的中学生,年龄均介于１２至１８岁之间,正处于从儿

童过渡到成人的青少年期阶段,除了生理上出现明

显转变之外,亦可能在认知发展、心理适应等方面产

生独特的困扰问题[１６].”为此,她分别于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６年申请了“绘本的情绪疗愈功能研究———以台

湾地区之中学生为例”课题和“国中生情绪疗愈绘本

之研究”课题,«从迷惘到坚定:中学生情绪疗愈绘本

解题书目»便是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对于走向独立

的大学生群体而言,他们处于从青少年向成年过渡

的阶段,面对衔接成年期所需学习的种种技能,以及

社会大众对于准成年人的期望,他们常常承受着诸

多心理压力[１７].倘若这些压力未能得到适当的纾

解,则可能衍生出负面情绪,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

康.近年来,大学生遭受情绪困扰问题而选择轻生

的媒体报道时有所闻,每每令人扼腕叹息.可见,协
助大学生舒缓负面情绪刻不容缓.为此,陈教授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先后承担了“台湾地区大学生情绪

疗愈书目建置之研究”(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情绪疗愈

绘本书目建置之研究”(２０１３年)等课题[１８].２０１４
年,«从沉郁到淡定:大学生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
出版,以期帮助大学生了解绘本的疗愈效用,并通过

阅读舒缓心理压力、抚慰净化心灵,重获面对压力与

挑战的勇气和力量.

３．２　中学生与大学生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之专

业价值

«中学生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１９]与«大学生

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２０],均由序文和说明、绘本

解题书目、附录、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架构简洁明

了.书中每篇内容即介绍一种绘本,并均由“读者情

绪困扰问题类型”“绘本基本书目资料”“内容简介”
“情节举例”以及“情绪疗愈效用”五个板块组成,有
助于读者及时了解绘本内容与针对的情绪困扰问

题,做到“对症下药”.作者不仅对绘本内容作了简

单概要和摘录,还结合对受访者深度访谈所得到的

一手资料,对每本绘本的情绪疗愈效用进行了深入

分析,内容充实而通俗易懂,是专业性和实用性兼备

的绘本书目疗法专书.
(１)两书全面梳理了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常见

的负面情绪,并逐一细化到具体的情绪困扰问题,脉
络清晰,便于查考.在«中学生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

目»中,共收录适合中学生情绪疗愈的绘本５８种,涵
盖中学生常见的六大情绪困扰问题,分别是:自我认

同、负面情绪调试、人际关系、家庭压力、爱情关系、
生命成长与生涯发展.«大学生情绪疗愈绘本解题

书目»则收录了适合大学生阅读的５３本情绪疗愈绘

本,涵盖大学生常见的六大情绪困扰问题,依次为:
自我认同、生命成长与生涯发展、负面情绪调试、人
际关系、爱情关系、失落与死亡.由此可见,中学生

和大学生共同面对着来自自我认同、负面情绪、人际

关系、爱情关系以及生命成长与生涯发展等方面的

困惑.其中,“自我认同”包括自我价值的困惑、自我

定位混乱、外在差异造成的负面情绪等;“负面情绪

调试”主要探讨寂寞、不安、郁闷、困惑、沮丧、愤怒等

常见的负面情绪;“人际关系”涵盖结交新朋友、人际

互动、群体生活摩擦、与亲友分离等话题;“爱情关

系”述及渴望爱情、暧昧期、失恋等在恋爱期间可能

会遭遇的困扰;“生命成长与生涯发展”围绕面对未

来的困惑、彷徨等议题展开.
(２)书中对情绪疗愈效用的分析运用了心理学

“认同”“净化”和“领悟”的原理.陈教授认为:“发展

性阅读疗法”的精神在于:“情绪混乱者透过阅读适

当的图书信息资源,从无助的状态转移至‘认同’书
中人物角色的遭遇,进而‘净化’其自身之情绪,终能

‘领悟’到个人所须面对的问题与困境,并找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８].”中学生和大学生读者在阅读绘本的

过程中,先是由故事情节联想到日常生活的画面和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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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的类似经历,从而产生共鸣,即为“认同”;随着

故事情节的转折,与主人公一同经历情绪上的起伏,
从感受到主人公失望、郁闷、懊恼等负面情绪,到替

主人公感到高兴,被温馨的结局感动,进而产生安

慰、喜悦、振奋等情感,负面情绪随之得以释放,是为

“净化”;最终,从绘本故事中获得反思、体会和感悟,
并联系实际的学习、生活而对未来作出规划和目标,
达到“领悟”.书中对情绪疗愈效用的分析,紧扣认

同、净化、领悟这三个审美心理活动中彼此衔接的链

条,结构清晰,用语凝练.在“领悟”部分,陈教授更

是将绘本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进行了升华与提炼,
抽丝剥茧,层层梳理分析,能够让被疗愈者从中获得

一副良方.
(３)两书从书目疗法的专业视角出发,为有情绪

疗愈需求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提供了科学指导与分

析.阅读一本绘本,当其戛然进入尾声,多数读者总

是感觉意犹未尽,或许不能很好地理解和体会绘本

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如果仅仅是这样就结束

了阅读,那么绘本的情绪疗愈效用就远远没有达到.
另外,对于同一本绘本,可能会适合不同群体去阅

读、思考,并进行自我疗愈,但针对不同群体的疗愈

效用必然有所不同,若仅凭个人阅读,很容易产生理

解上的偏差或无法起到最佳效果.这两本情绪疗愈

绘本解题书目,便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读者不仅

可以将其作为“绘本处方签”来选择读物,还可以通

过参考书中的情绪疗愈效用分析,对绘本内容产生

更多理解与感悟,更好地进行自我疗愈,有效舒缓负

面情绪.除了可供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自身阅读

外,他们的父母、亲友、师长和相关机构,也可运用书

中的绘本,引导他们积极面对情绪困扰问题.此外,
还可供阅读疗法师,以及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

中小学图书馆参考,帮助更多有情绪疗愈需求的

人群.

４　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对学校图书馆开展阅读

疗法的启示

４．１　打造阅读疗愈新空间

在我国台湾地区,部分学校图书馆通过设立书

目疗法专区或专柜的方式,来提供发展性书目疗法

服务.整体而言,专区内入藏的资源类型,以绘本、
心理自助书、小说、传记、散文集等图书资料为主,少
数图书馆亦会收藏影音资源.如我国台湾清华大学

南大校区图书分馆(原新竹教育大学图书馆),在陈

书梅教授的指导下,于１９９７年１月首创书目疗愈专

区,名为“心灵驿站”,定期放置具有情绪疗愈效用的

阅读素材,期望通过阅读来舒缓学生情绪及焦虑的

压力[２１].同时,该馆还将疗愈书目上传至图书馆网

站,以供该校学生参考.在中学图书馆中,新竹市建

功高中于２０１４年在图书馆内设置了书目疗法专区,
并于学生聚集的走廊、电梯口等处,设立“疗愈阅读

角”;基隆市铭传中学更是在专区中放置了“疗愈阅

读扭蛋机”,以趣味性的方式供学生获取疗愈系图

书.这些书目疗法专区,不仅打造了一个惬意的阅

读空间,更通过专题的疗愈读物和专业的阅读指导,
为在校学生开辟了一片心灵的栖息地.借鉴我国台

湾地区设立书目疗法专区的丰富经验,大陆地区的

学校图书馆也可以结合自身情况,逐步在图书馆内

建立起阅读疗愈新空间,包括但不限于阅读疗愈书

目专架、专柜,阅读疗愈专题阅览室、讨论室等.在

疗愈系文献的选择与入藏方面,不仅可以收集疗愈

系的图书、期刊和影像资料,还可参考陈教授的情绪

疗愈绘本解题书目,适当入藏情绪疗愈绘本,在发挥

疗愈效用的同时,也促进了馆藏资源的多样化发展.
陈教授还建议:对于目前不定期举办情绪疗愈主题

书展或读书会等活动的图书馆而言,可将活动中搜

集到的疗愈系馆藏集中于一处,形成常态化的疗愈

专区或专柜,方便读者寻找所需素材[２２].

４．２　助力学生心理辅导工作

对于广大学生而言,都或多或少面临着来自学

校、社会、家庭的压力以及个人负面情绪的困扰.当

学生产生焦虑、迷惘、苦恼、无助等负面情绪时,校内

心理辅导往往是帮助他们舒缓心情、走出困境的一

大途径.目前,国内各级各类学校的心理辅导工作,
在形式上,主要采取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开展心理辅

导教育等方式,依靠心理辅导老师授课和谈话完成,
对老师个人的学识素养,以及沟通时的语气、表情都

有较高要求;而在内容上,主要是依托心理学、心理

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缺乏对相关领域的探

索与融合.长此以往,容易造成心理辅导工作陷入

固定模式,缺乏创新思维.基于此,阅读疗法无疑为

学生心理辅导工作开拓了新方向.有学者研究发

现:阅读疗法在大学生心理辅导工作中独具优势,可
以释放与缓解学生的负面情绪,且方法简单、操作便

利、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可以起到集体干预与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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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２３].对于部分具备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等知

识的图书馆员而言,可以借鉴陈教授的情绪疗愈绘

本解题书目,积极举办“荐书愈人”的专题活动并引

导学生读书自愈,从旁促进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开

展.馆员还可以据此书目,开展相关绘本的采选与

入藏工作,并将其推荐给校内心理辅导老师,协助他

们引入绘本作为心理辅导工作的载体,充分发挥绘

本的情绪疗愈效用,将“认同”“净化”和“领悟”的心

理学原理运用在心理辅导实际工作中.情绪疗愈绘

本解题书目的应用,发挥了图书馆独有的资源优势,
提供了阅读疗法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不仅为心理辅

导老师拓展了与心理学相辅相成的图书情报领域知

识,还为心理辅导工作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方向.

４．３　开展心理健康主题阅读推广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幼华曾撰文指

出,阅读疗法是阅读推广的研究范式之一,是一种以

医学的精度将特定阅读内容推送给针对性读者进行

深读和体会,以达到推动读者心理健康发展或促进

读者心理精神疾病康复的阅读推广方式[２４].由此

可见,阅读疗法是阅读推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可以转化为一种更加专深的阅读推广模式.不仅如

此,阅读疗法还是阅读推广与促进心理健康的完美

结合[２５].因此,学校图书馆可以围绕阅读疗法,开
展以心理建设为主题的校园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校

园阅读推广与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有机结合.如我

国台湾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曾举办“精神健康增能活

动月”书展,挑选了４０种与心理健康相关的图书进

行展示,在 推 广 阅 读 的 同 时 起 到 心 理 保 健 的 作

用[２６].大陆地区如南京师范大学成立的心理健康

教育咨询中心,不定期组织举办心理读书会、讲座教

育和沙龙论坛,并编辑心理刊物«掌心语»、创办微信

公众平台“心灵家园”,及时关注师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２７].又如上海市致远高级中学,秉持“生成性学

校教育”的办学特色,将每年３月设立为心理健康

月,集中开展心理读书会、心理书签制作、心理游戏、
心理电影赏析、心理剧表演等形式多样的活动[２８].
鉴于此,学校图书馆可以通过设立心理健康月、成立

心理读书会、编辑心理刊物、举办心理健康图书展、
举行心理健康主题的真人图书馆活动、开辟心理健

康宣传与咨询渠道等,发挥阅读疗法在心理健康教

育和阅读推广方面的双重作用.在开展此类活动

时,不妨参考陈教授的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发挥

绘本特有的情绪疗愈效用,赋能阅读推广活动,为校

园阅读推广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打开思路.

４．４　深化书香校园文化建设

对于阅读疗法在学校图书馆的运用而言,编制

阅读疗愈推荐书目是最为简单、直观的宣传与推广

方式.可以说,陈书梅教授所关注的情绪疗愈绘本,
仅是阅读疗愈书目的一个分支.其实,许多书目资

源都可以作为情绪疗愈的推荐读物,比如王波在«阅
读疗法»中整理的“一个大众化的图书疗法处方”“常
用对症阅读疗法书目”“大学生喜爱的自疗书目”
等[１](２２８－２３７),都是极佳的疗愈推荐书目.图书馆员

可以以此类书目为例,发挥图书馆馆藏优势,编制相

关疗愈推荐书目,引导学生关注阅读疗法,并由此发

掘阅读的意义,深化书香校园文化建设.
首先,通过阅读疗愈书目的推荐,辅以阅读疗愈

专题书架、阅读疗愈专题阅览室,形成了对疗愈系图

书集中、规模化的荐读,能够帮助广大学生了解书籍

的疗愈效用,并通过自助阅读的方式,起到舒缓情

绪、净化心灵的功效.其次,阅读疗愈书目具有鲜明

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并具有经济、便捷以及保护隐私

等优势,能够引导读者较好地贯彻“一本书主义”,有
助于改善信息时代的浅阅读现象,促使学生进行深

阅读、引发深思考.最后,借由阅读疗愈书目,也能

够引领学生逐渐发现自己的阅读兴趣所在,从而扩

大阅读范围,逐步爱上阅读.泰山医学院图书馆研

究馆员宫梅玲女士,成立了高校首个阅读治疗阅览

室,义务为大学生进行阅读治疗和心理疏导.在据

此编著的«读祛心病»中,不止一次地提及了学生接

受阅读疗法后在阅读上的变化,如“不上课时就会去

阅读治疗室阅读”[４](７)、“了解了阅读疗法,读了一本

又一本好书”[４](３０)、“喜欢与经历相似的同学交流读

书心得”[４](９８)等,堪称是由阅读疗法推动书香校园建

设的成功案例.

４．５　促进读者服务转型升级

在我国台湾地区,书目疗法在图书馆的运用取

得了显著成效.图书馆不仅将其与阅读推广活动进

行了有效结合,还将其广泛应用到读者服务工作中,
如选择与采访各类型情绪疗愈图书、依常见的读者

情绪困扰问题分类图书、编制情绪疗愈解题书目及

书目清单、设立书目疗法服务专区等[２６],形成了一

种常态化的书目疗法服务机制.对于大陆地区的学

校图书馆而言,也应当借鉴这一理念,在运用阅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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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同时,将阅读疗法融入读者

服务工作中,促进图书馆服务的转型升级.
(１)主动了解读者信息.包括其联系方式、过往

经历、专业知识、阅读习惯、情绪状态和疗愈需求等,
为其建立个性化的阅读档案,完整记录阅读信息,便
于疗愈过程的跟踪和反馈.

(２)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完善服务内容.如采选

所需的情绪疗愈图书,推荐有针对性的疗愈书目,邀
请阅读疗法专家开展讲座培训,提供阅读疗法专业

治疗等,为广大学生开拓情绪疗愈新渠道.
(３)建立长期的跟踪反馈机制.阅读疗法不是

一蹴而就的,情绪反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就需要

馆员根据学生的阅读档案,定期跟踪,及时了解学生

在阅读后的情绪变化,根据其情绪状态做出疗愈策

略的改变.甚至在学生毕业后,也应当对其情绪状

况予以关注.
总体而言,阅读疗法是多方共赢的阅读活动,在

创新阅读推广活动和深化书香校园建设的同时,也
为图书馆读者服务提供了发展思路.学校图书馆读

者服务工作与阅读疗法理念的结合,不仅能够引导

广大学生关注阅读疗法、接受阅读疗法,还能改进图

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并以优质的阅读疗法服务展

现图书馆的魅力和价值,发挥学校图书馆在校园生

活中的重要作用.

５　结语

陈书梅教授编著的系列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

目,关注到不同群体的情绪困扰问题,并将疗愈书目

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编排,精准地推荐给有情绪疗

愈需求的读者.尤其是其中的«中学生情绪疗愈绘

本解题书目»和«大学生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聚
焦当代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为他们提

供了一套专业而实用的“绘本药方”.这一系列情绪

疗愈绘本解题书目,运用“分众阅读”与“分类阅读”
推广的理念,充分发挥了“阅读疗法”之功效.面向

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作为阅

读疗法在实践运用中的一个缩影,也为学校图书馆

运用和开展阅读疗法提供了创新思路.在此,笔者

衷心期盼陈教授的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在阅读疗

法及读者服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希望大

陆地区能够早日推出类似的解题书目,为阅读疗法

的长足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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