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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阅读疗法金字塔
体系书方配伍实证研究

□王秀红　徐振宇∗

　　摘要　为提高阅读疗法的有效性,通过问卷调查、量表检测、实验和访谈剖析阅疗对象的认

知现状、心理问题、问题成因,在此基础上进行书方分层配伍与过程分段施治,并验证其疗效.研

究发现大学生心理问题往往具有多发性和多成因的特点,针对这些问题和成因,提出金字塔体系

书方配伍方法,并借鉴药理学和临床医学理论进行分段施治,实验证明:自下而上设置的综合类、
症状类、成因类书方,在阅疗对象的自我认知、对症治疗、对因治疗等方面具有显著疗效,为阅读

疗法辅助心理问题的“标本兼治”提供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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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作为国家、社会和家庭的接班人,青年大学生面

临着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日趋加快的生活节奏、日
趋复杂的人际关系等所带来的种种精神压力,由此

引发许多心理压力与困扰,如焦虑、强迫、抑郁、人际

关系敏感、敌对以及偏执等.而造成这些心理压力

与困扰的成因包括人格性格[１]、社会支持[２]、恋爱压

力[３]、挫折应对[４]、家庭关系[５]、父母教养方式[６]、学业

情绪[７]、就业压力[８]、社交回避及苦恼[９]、童年创伤[１０]、
消极完美主义[１１]、拖延行为[１２]等等.如何提高大学生

心理健康水平,已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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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该方法已经被应用于辅助治疗

多种心理疾病.国内关于大学生心理问题阅读疗法

的实证研究[１３－１５],主要针对单个成因引发的某一心

理问题[１０,１６－１８](如失恋引发的大学生抑郁障碍、童
年创伤引发的大学生抑郁障碍等)进行书方配伍,有
一定的辅助治疗效果.

金字塔模型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商学院约翰E
普赖斯科特(JohnEPrescott)教授提出,起初是用于

对竞争对手的跟踪分析.金字塔模型能很好地表示

对象的层级体系关系,已在心理学、医学和阅读等研

究领域具有一定应用,如:心理学领域中的自尊结

构[１９]、责任心层次[２０]、大学生心理危机管理[２１],医学

图像处理[２２],阅读行为[２３]、认知行为[２４]等.
事实上,人的心理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受很多因素交错影响.大学生具有某种或多种心理

问题,往往是由多种成因共同引发的,这些因素相互

作用、共同影响,导致交错复杂的心理问题并存,从
而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对大学生心理

问题进行阅读疗法书方配伍与施治时,结合金字塔

模型的层级表达功能,针对大学生多心理问题的并

存性、背后成因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配伍时将书方类

型分层级,阅疗时将施治过程分层级,考虑不同层级

的复方书方搭配和施治,有望大大提升阅读疗法在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上的功效.本研究有针对性地筛

选存在某种或多种心理问题的大学生为实验对象,
借助专业心理评估量表分析其心理问题状况,挖掘

其前因及后果,并结合现有阅读疗法书单研究成果,
为多成因大学生复杂心理问题配伍阅读疗法整套书

方,并进行实证验证,以进一步提高阅读治疗大学生

心理问题的科学性、系统性、精准性和成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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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思路及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０年７月,对实验对象进行筛选.选择江苏

大学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背景的在校生进行初步调

查,招募热爱阅读、自愿参与本次阅读疗法的人员作

为实验对象.为了提高本次阅读疗法实验结果的代

表性和可靠性,考虑专业、年龄和年级跨度,筛查后

最终确定２８名在校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小样本实

验研究.实验对象均有某种或多种明显的心理问题

或困扰,年龄在１８至２６岁之间,男生女生各１４名,
本科生１０名、硕士生１８名,年级跨越大一至研三,
专业覆盖工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哲学、经济学

和艺术学７个专业.

２．２　研究工具

对实验对象阅读治疗效果的检验是评价本研究

书方配伍疗效的重要手段.症状自评量表(SCL－
９０)是国内外用于成年人群体心理状况调查最常用

的研究工具,该量表已于１９８７年在全国１３个地区

进行了采样并制定了常模,同时进行了信度、效度检

验分析,包括９０个项目,测试１０个因子,每个因子

反映用户某方面的情况,可通过因子分了解用户的

症状分布特点以及问题的具体演变过程,能较准确

地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２５].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CSES)是一个单维度自评量表,是检测个体对自身

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相关研究者已对

其进行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翻译与修订,并进行了信

度、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SES
包括１０个项目,采用五级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被测

者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也越高[２５].本研究采用以上两

个量表作为实验对象阅读治疗效果的测量工具.

２．３　实验方式

因实验对象均为高校在校生,实验时段受新冠肺

炎疫情和各个实验对象自身时空因素的限制,很多学

生还未返校,部分返校生也不便聚集.本次阅读疗法

实验是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实验对象进

行全过程的干预和指导,阅读疗法师与各个实验对象

均添加了QQ和微信好友,通过文字聊天、语音聊天、
邮件电话等访谈方式,指导并提醒实验对象如期认真

完成推荐书目的阅读.考虑到各实验对象不同的阅

读习惯和阅读时间过长可能造成的阅读疲劳等问题,
阅读材料的提供形式除了电子文档,还将音频、视频

一同推送给实验对象,以备其选用.实验时间按国际

惯例定为三个月,具体为２０２０年８月至１０月.

２．４　复方书方配制

为深入挖掘各个实验对象的心理问题的复杂现

状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成因,本研究的书方配伍总

体思路如下:首先,通过症状自评量表SCL－９０测

量出实验对象存在的心理问题或偏差,配制复方症

状类书方;其次,通过中文形容词大五人格量表(简
式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CSQ、中文版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Ⅱ
－CV等心理评估量表对各个实验对象进行测量分

析,挖掘其心理问题的可能成因,配制复方成因类书

方;最后,为实验对象能正确认识和面对自身的心理

状况并了解阅读疗法,配制复方综合类书方.

２．５　书方选取阅读

对应书目的选择,绝大多数采用现有阅读疗法

实证中已经验证有效的书方书目,其余个别书目的

选择均经过相关专家的研究、讨论与审核.此次实

验要求每两个星期进行一次阅读后访谈,同时上交

阅读心得感悟,着重于推荐书目给实验对象带来的

帮助和改变,并及时与实验对象进行交流沟通,帮助

其保持和强化正确心理认知,最终回归身心健康.

２．６　实验效果测评

实验前,对２８名实验对象进行症状自评量表

SCL－９０测量(简称SCL－９０前测),以明确各实验

对象实验前心理问题的因子得分;同时进行核心自

我评价量表 CSES测量(简称 CSES前测),以明晰

各实验对象实验前自身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评价.在

整体阅读疗法实验结束后,再次对各实验对象进行

症状自评量表SCL－９０测量(简称SCL－９０后测)
和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CSES 测量(简称 CSES 后

测),并分别对 SCL－９０ 前 测 结 果 和 后 测 结 果、

CSES前测结果和后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对

前后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学 T检验,验证其统计学差

异性.本次阅读疗法实验效果的检测,采用单组前

后比较法,不设对照组.

３　实验对象心理症状测量结果

对２８名实验对象进行SCL－９０前测,测量情

况如表１所示.SCL－９０共９０道测试题,测试 １０
个因子,每个因子反映实验对象某方面的情况,可通

过因子分值了解实验对象的心理症状.任一因子分

值等于大于２分,则认为存在心理问题症状.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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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实验对象心理问题SCL－９０前测结果

对象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

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心理问题数

被试１ １．６７ １．７０ ３．００ ２．７７ ２．５０ １．１７ １．００ １．６７ １．９０ １．７１ ３

被试２ １．００ １．７０ ２．２２ １．８５ １．７０ １．６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１４ １

被试３ １．１７ １．６０ １．６７ １．８５ １．３０ ２．３３ １．００ ２．３３ １．１０ １．４３ ２

被试４ １．１７ １．７０ １．３３ １．０８ １．２０ ２．１７ １．１４ １．６７ １．１０ １．２９ １

被试５ １．４２ ２．９０ １．８９ １．７７ ２．２０ １．５０ １．２９ １．００ １．７０ １．７１ ２

被试６ １．３３ ２．５０ ２．１１ ３．０８ １．３０ １．８３ １．１４ １．６７ １．３０ １．７１ ３

被试７ １．６７ ２．５０ ２．１１ １．７７ １．８０ １．３３ １．５７ １．８３ １．９０ １．２９ ２

被试８ １．００ ２．５０ １．５６ １．３１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４３ １．１７ １．５０ １．１４ １

被试９ １．５８ ２．４０ ２．００ １．７７ １．８０ １．５０ １．４３ １．００ １．７０ １．７１ ２

被试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３３ １．６９ １．２０ １．３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０ １．４３ １

被试１１ １．３３ ２．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４０ １．３３ １．２９ １．６７ １．６０ １．００ ３

被试１２ １．９２ １．２０ １．７８ １．９２ ２．１０ ２．１７ １．７１ １．８３ １．９０ １．７１ ２

被试１３ １．３３ ２．２０ ２．００ １．６２ １．５０ １．８３ １．１４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４３ ２

被试１４ １．０８ ２．８０ ２．１１ １．７７ １．６０ １．６７ １．５７ １．３３ １．５０ １．４３ ２

被试１５ １．３３ ２．００ １．４４ １．１５ １．５０ １．３３ １．４３ １．１７ １．１０ １．１４ １

被试１６ １．００ ２．１０ １．８９ １．９２ １．３０ １．６７ １．５７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２９ ２

被试１７ １．０８ ２．２０ １．４４ １．４６ １．２０ １．３３ １．４３ １．３３ １．２０ １．００ １

被试１８ １．４２ １．４０ ２．６７ ２．４６ １．６０ １．１７ １．４３ １．５０ １．６０ １．５７ ２

被试１９ １．０８ ３．１０ ２．３３ １．８５ １．３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１．３３ １．９０ １．２９ ３

被试２０ １．３３ ２．２０ １．５６ １．６２ １．４０ １．１７ １．００ １．３３ １．００ １．７１ １

被试２１ １．０８ １．７０ ２．００ １．６２ １．２０ １．１７ １．４３ １．５０ １．３０ １．１４ １

被试２２ １．３３ １．９０ １．５６ １．４６ １．６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４０ １．７１ １

被试２３ １．７５ ２．９０ １．７８ ２．２３ ２．５０ １．６７ １．１４ １．６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被试２４ １．７５ ２．２０ １．６７ １．９２ ２．２０ １．８３ １．２９ １．８３ １．５０ １．７１ ２

被试２５ １．１７ ２．１０ １．７８ １．７７ １．９０ １．３３ １．５７ １．６７ １．６０ １．５７ １

被试２６ １．８３ １．９０ ２．８９ １．７７ １．９０ ２．１７ １．００ １．８３ １．５０ １．５７ ２

被试２７ １．１７ ２．００ １．１１ １．１５ １．３０ １．３３ １．００ １．１７ １．２０ １．８６ １

被试２８ １．５８ ２．４０ ２．８９ １．８５ １．７０ １．５０ １．５７ １．３３ １．６０ １．４３ ２

总计 ０ １９ １３ ５ ５ ６ ０ ２ ０ ０

注:“总计”为因子分值≥２的被试人数.

　　表１显示,具有一种心理问题的实验对象共有

１１名,占比３９．３％;同时具有两种心理问题的实验

对象共有１２名,占比４２．９％;同时具有三种心理问

题的实验对象共有５名,占比１７．８％.强迫和人际

关系敏感影响人员占比分别为１９/２８和１３/２８,远
超出常受关注的抑郁５/２８和焦虑５/２８,敌对和偏

执的心理问题也应受关注,在接下来的书方配伍中

将有针对性地进行对症配伍.此外,SCL－９０量表

中躯体化、恐怖、精神病性和其他四种心理问题在此

次测量中没有发现,故而,在接下来的阅读疗法实验

中暂不考虑这四种心理问题的对症书目.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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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阅读疗法的实施流程

４．１　实验对象心理问题的多成因分析

心理问题的成因分析特别是多成因的分析,成

为本研究的重要部分.采用成熟的现有通用心理评

估量表如表２所示.

表２　相关成因对应的心理评估量表

成因 心理评估量表 文献来源 测量内容

人格特征
中文形容词大五人格量表

(简式版)(BFFPＧCAS)
罗杰等[２６－２７] 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神经质、开放性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肖水源等[２８－２９] 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

恋爱压力
大学生恋爱心理压力源量表

(SSCS)
张炜[３０－３１] 能力相关、家庭影响、人格特质、相互感受、价值倾向、学业负担

挫折应对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张育坤等[３２] 积极应对、消极应对

家庭关系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

(中文版)(FACESⅡＧCV)
费立鹏等[３３－３４] 亲密度、适应性

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

(EMBU)
岳东梅等[３５]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

认;过度保护)、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过度

保护;偏爱被试;拒绝、否认)

父亲在位
父亲在位问卷(中文修订版)

(FPQＧCR)
蒲少华等[３６]

与父亲的关系(对父亲的感情;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父亲参与

的感知;与父亲的身体互动;父母关系)、家庭代际关系(母亲与外

祖父的关系;父亲与祖父的关系)、有关父亲的信念(父亲影响的

概念)

社交回避及苦恼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 马宏、彭纯子等[３７] 社交回避、社交苦恼

学业情绪 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 马惠霞[３８] 焦虑、厌烦、放松、失望、自豪、羞愧、愉快、希望、气愤、兴趣

孤独感受 UCLA孤独量表 王登峰[３９] 个体孤独感

拖延行为 Aitken拖延问卷(API) 陈小莉[４０] 长期持续拖延行为

过度追求完美主义
中文版Frost多维度完美主义

问卷(CFMPS)
訾非等[４１]

消极完美主义维度(担心错误、父母期望、个人标准、行动的疑

虑);积极完美主义维度(条理性)

童年创伤 儿童期创伤问卷(CTQ－SF) 傅文青等[４２] 躯体忽视、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性虐待

　　使用上述１３个相关成因心理学评估量表对２８
位实验对象分别进行测量,结合逐一深入访谈的结

果,发现各实验对象心理问题的成因不尽相同.例

如,被试１存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焦虑３种心理

问题,而造成其心理问题的成因包括８个方面的因

素:(１)性格内向保守,对新事物和新观念接受程度

不高;(２)恋爱心理压力处于显压区;(３)父母亲的教

养方式: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的

程度低,惩罚、严厉的程度过于高,拒绝、否认的程度

过于高(说明孩子与父母关系疏远,亲子之间有心理

隔膜);(４)孩子对于父亲参与的感知程度低(说明父

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参与较少);(５)父母关系维度

得分低(说明父母关系不和谐);(６)对于学习感到厌

烦、失望、悲伤和失去希望;(７)具有拖延行为习惯;
(８)童年遭受情感忽视.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大学生

心理问题进行书方配伍时,不仅需要考虑缓解治愈

各种心理问题的“症状类”书方,还要考虑造成其心

理问题背后成因相应的“成因类”书方.需要针对大

学生的不同心理问题和不同成因,为每个实验对象

设计精准阅读疗法方案.

SCL－９０前测调查出各实验对象的心理问题,
主要包括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
执等.结果发现心理问题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

种心理问题在同一实验对象身上并存.进一步通过

各成因类量表调查和个案访谈,剖析各个实验对象

心理问题的复杂成因,主要包括人格特征、社会支

持、恋爱压力、挫折应对、家庭关系、父母教养方式、
父亲在位、社交回避及苦恼、学业情绪、孤独感受、拖
延行为、过度追求完美主义、童年创伤等;结果发现,
每个实验对象的心理问题均具有多个复杂成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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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统计２８位实验对象心理问题及成因,选择具有代 表性心理问题的实验对象进行分析,如表３所示.

表３　实验对象的心理问题、背后成因及其具体测量结果

对象 心理问题 背后成因及测量结果

被试１
人 际 关 系 敏 感、抑

郁、焦虑

人格特征(开放性１２分)、恋爱压力(９９分)、父母教养方式(父亲:情感温暖、理解４０分,惩罚、严厉２３分,拒

绝、否认１１分;母亲:情感温暖、理解３７分,惩罚、严厉１８分,拒绝、否认１７分)、父亲在位(父亲参与的感知

３２分,父母关系３４分)、学业情绪(厌烦４２分,失望３１分,愉快２３分,希望１９分)、拖延行为(６０分)、童年

创伤(情感忽视１５分)

被试６
抑郁、强迫、人 际 关

系敏感

人格特征(外向性１３分)、家庭关系(适应性４３分)、父母教养方式(母亲:情感温暖、理解４６分)、父亲在位

(对父亲的感情３７分,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４０分)、学业情绪(失望３３分,希望２４分)、过度追求完美主

义(总分７４分)、童年创伤(情感忽视１６分)

被试１２ 敌对、焦虑

人格特征(开放性８分)、家庭关系(适应性４３分)、父母教养方式(父亲:情感温暖、理解３８分,拒绝、否认１２
分,过度保护１６分;母亲:情感温暖、理解４６分,过度保护、过度干涉５３分)、父亲在位(对父亲的感情３４
分,父亲参与的感知２９分,与父亲的身体互动１２分,父母关系３６分)、学业情绪(焦虑５４分,羞愧２８分,气

愤２０分)、过度追求完美主义(总分７６分)

被试１６ 强迫、偏执
挫折应对(应对倾向值＜０)、家庭关系(适应性４０分)、学业情绪(自豪２７分,愉快２３分,羞愧２４分,兴趣１２
分)、过度追求完美主义(总分７４分)、失恋(基本信息调研结果)

被试１９
强迫、敌对、人 际 关

系敏感

人格特征(开放性１２分)、父母教养方式(母亲:惩罚、严厉２０分)、社交回避及苦恼(１９分)、学业情绪(厌烦

３９分,失望３０分)、过度追求完美主义(总分７５分)、童年创伤(基本信息调研结果)

　　事实上,人的心理问题及其成因非常复杂.考

虑到实验所应用的测量指标的有限性,为对实验对

象心理问题背后成因进行更深入全面的分析,本研

究在运用相关心理学评估量表的同时,进一步结合

前期实验对象基本信息的调研和访谈结果(如被试

１６目前正处于失恋,在后期为其配伍成因类书方时

应考虑失恋这一重要成因),深入剖析其背后成因的

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性,从而提高后期成因类书方的

针对性、覆盖性和对症性.

４．２　书籍选取及书方配伍

根据药理学理论[４３],对因治疗与对症治疗是药

物治疗作用反映的两个方面.对症治疗是指能消除

或改善疾病症状的治疗,也叫治标;对因治疗是指能

消除致病原因的治疗,也叫治本.在临床医学中,有
些疾病发病很快,需先采取对症治疗的方式缓解疼

痛为对因治疗赢得时间,达到“标本兼治”.挖掘成

因并对因治疗可解除病因使症状消除,成为治疗的

目的;对症治疗可以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

４．２．１　金字塔书方体系施治的架构

本研究从阅读疗法书方的药理上,借鉴药理学

和临床医学的相关理论与施治方法,将能消除或改

善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症状的书方称为症状类书

方,对应的施治阶段为对症治疗.能消除或改善心

理问题或疾病致病原因的书方称为成因类书方,对
应的施治阶段为对因治疗.能使有心理问题的对象

正确认识并勇敢面对自己已然存在的心理问题,并
愿意了解和参加阅读治疗心理疾病的书方称为综合

类书方,对应的施治阶段为认知预备.
当心理问题表现出来或被检测出来时,其早期

的某种或多种经历所造成的基本情绪往往一直影响

着其心理健康,构成其心理问题的营垒,而欲攻破长

期形成的坚固营垒,需要一个较长的愈疗过程.为

了防止心理问题进一步发展,需要先实施对症治疗

再实施对因治疗,犹如生病高烧不退时先做退烧处

理再找病因治疗.而让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能够了

解自己的心理问题并愿意面对、积极参加阅疗施治,
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根据施治流程的三个阶段,本研究将书方对应

分成三个层次进行配伍.底层“综合类”书方,即大

众化的综合性心理阅疗书方,主要包括阅读疗法知

识普及类和心理学知识普及类书方,适合所有有心

理困扰和追求心理健康的人.中间层“症状类”书
方,即治疗各类心理问题的对症书方.顶层“成因

类”书方,即治疗心理问题背后成因的书方.根据书

方的功能作用配制的整套书方构成一金字塔状的

“金字塔体系”,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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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学生心理问题阅读疗法金字塔体系书方配伍施治示意图

　　要彻底治愈心理问题,需要从心理问题的根本

及问题成因出发,否则达不到“治标”“治本”的目的.
阅读疗法要达到更好的疗效,成因类书方合理组配

是整个书方体系科学架构的重要部分,对因治疗可

解除心理问题的病因,使心理问题的症状缓解或消

除,这是阅读治疗的目标.
实验对象心理问题症状越多、成因越复杂,对应

配套的书方就越多,考虑到实验研究时长的限制,针
对每个问题症状和每个成因,本研究实验中各配备

一本书方;所有实验对象的综合类书方相同,只配备

两本.每本书方的阅读内容可根据阅读疗法师推

荐、实验对象自身喜好和时间安排进行全读或部分

选读,确保在三个月实验期间,阅读量不至于过大,
避免消耗过多时间和精力,影响阅读治愈的效果.

为进一步确保实验能顺利有效地开展,在跟进

实验的过程中,若发现推荐的书方对方不喜欢,将考

虑启用同类书方的其他替换书方,或是根据实验对

象对载体形式的偏好选用影视等载体形式的书方替

换.替换书方可以是阅读疗法师推荐,也可由实验

对象与阅读疗法师沟通后自荐.

４．２．２　综合类书目选配

阅读疗法能够使无病者健心,有病者通过对文献

内容的领悟走出心理误区,恢复健康状态.为让更多

的人具备阅读保健和治疗的常识和意识,需要一类对

所有的一般读者和所有病患读者都有启发和辅助治

疗价值的大众化、综合性的阅读疗法书方[１３].本研究

制定综合类书方,以期从根本上帮助阅疗对象正确认

识和对待自己目前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升其对心理问

题及成因和阅读疗法的认知,使其能相信、认可并自

愿接受阅读治疗,提升对阅读治疗的依从性,这是确

保后续治疗有效进行的基础前提.综合类书方的应

用是基础,构成金字塔式书方体系的根基.本实验使

用的综合类书方如表４所示,配给２８位实验对象,以
实现金字塔体系的第一阶段施治.

表４　综合类书目

书目 作者 选书来源 书目功效

«阅读疗法» 王波

中国 图 书 馆 学 会

阅读 推 广 委 员 会

阅读 与 心 理 健 康

分委员会推荐

让所 有 类 型 的 读 者

了解阅读疗法,相信

阅读疗法,为后期实

验的开展奠定基础

«情绪管理与

心理健康»

叶素贞

曾振华
专家推荐

从宏 观 上 了 解 学 习

相关 心 理 健 康 的 知

识和技能

４．２．３　症状类书目选配

借鉴已有阅读疗法实证验证过的有效书方书

目,结合阅疗对象偏好,注重选择针对性较强、疗愈

效果较全面、药性较烈的书目作为开列书目.根据

SCL－９０前测结果,针对测出的６种心理问题开列

对症书目,书目信息如表５所示.
综合考虑同一阅疗对象可能存在多个心理问题

的情形,配以对应的症状类书方,结合表５和表３,
本研究为２８名被试配制不同的症状类成套书方,以
实现金字塔体系的第二阶段施治.

４．２．４　成因类书目选配

造成 大 学 生 抑 郁 症 的 成 因 有 很 多,包 括 失

恋[１８]、童年创伤[１０]等等.本研究的焦点在于,不仅

考虑多个心理问题并存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多心

理问题背后的多个复杂成因,从而达到“治标”“治
本”的根本目的.通过挖掘治疗对象心理问题的成

因,配置成因类书方,实现阅读治疗的最终目标,是
阅读治疗的理想层次,因此将成因类书方置于金字

塔最高层级,即顶层.结合文献调研和个案访谈,根
据书方药性为不同成因选配书目,具体如表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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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症状类书目及依据

心理问题类型 书目 作者 选书依据 书目功效

强迫
«森田疗法:医治心理障碍

的良方»

贾蕙萱

康成俊
宫梅玲«读祛心病»[４４]

了解强迫症,结合治疗案例帮助病患

读者走出强迫思维

抑郁 «伯恩斯新情绪疗法» 戴维伯恩斯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阅读与心理健康分委员会推荐;

宫梅玲«读祛心病»[４４]

学习认知疗法,改变错误认知;清除

消极思维,建设积极思维模式

焦虑 «怎样解除焦虑与烦恼» 卡拉斯
杨桦«应用生物反馈技术的焦虑症

图书馆阅读疗法研究»[４５]
介绍解除焦虑和烦恼的具体方法

敌对 «不失控:别让坏情绪左右你» 黄建兵

偏执 «别让坏脾气拖累了你» 默然

人际关系敏感 «卡耐基全集４快乐的人生» 戴尔卡耐基

专家推荐

改变敌对思维,学会接纳他人

了解偏执型人格,提出相应解决办法

缓解人际关系敏感问题,克服忧虑

表６　成因类书目及依据

成因 书目 作者 选书依据 书目功效

人格特征 «健全人格与心理和谐» 黄希庭

挫折应对 «人生不设限» 力克胡哲

父亲在位 «父亲» 闻一石

过度追求完美主义 «克服完美主义»
罗兹沙夫曼,莎拉伊根

特蕾西韦德

专家推荐

健全人格,促进心理和谐,纾解心理困扰

培养积极的挫折应对方式

帮助读者理解父亲、感受父亲

运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深陷消极完美

主义的大学生走出困境

社会支持 «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 毕淑敏

恋爱压力 «爱上双人舞» 李中莹

家庭关系
«家庭会伤人:自我重生的

新契机»
约翰布雷萧

父母教养方式 «每颗心都有病» 林一芳

童年创伤 «生命的重建» 露易丝海

宫梅玲«读祛心

病»[４４]

适用于因各种创伤而没有能力感受到

温暖的人

帮助大学生在恋爱和婚姻里缓解心理压力

适合所有家庭阅读,创造和谐幸福

适合所有因爱受伤的人阅读

帮助在童年受到各类创伤的大学生走

出困境、恢复健康

社交回避及苦恼 «人性的弱点» 戴尔卡耐基

学业情绪 «做最好的自己» 李开复

孤独感受 «让寂寞来,让寂寞走» 吴九箴

拖延行为
«拖延心理学:向与生俱来

的行为顽症宣战»

简博克

莱诺拉袁

中国 图 书 馆 学

会阅 读 推 广 委

员会 阅 读 与 心

理健 康 分 委 员

会推荐

学会为人处世的技巧,摆脱社交苦恼,

克服交际困难

帮助大学生培养积极的学业情绪

帮助大学生认识和享受孤独、寂寞

帮助大学生改善拖延行为

４．３　具体施治过程

综合表３、表５和表６,在综合类书方的基础上,
根据心理症状及成因,给２８位实验对象配制不同的

金字塔体系书方.选取表３中的代表性实验对象进

行对应书方配伍展示,具体如表７所示.
４．３．１　施治第一阶段

２０２０年８月,根据表７,对参与此次阅读疗法实

验的２８位实验对象实施第一阶段的阅读治疗.向

其布置综合类书方的阅读任务,时间为一个月.目

的是帮助其发现并承认自己已然存在的一些心理困

扰和问题,了解各种心理问题及其对应的情绪管理

方法,并且树立对心理阅疗的正确认知,发挥底层书

方的认知启发作用.

首先,推荐实验对象阅读«阅读疗法»,要求进行

通篇阅读,使其了解阅读治疗的原理和一般流程,为
后期阅读疗法实验的开展奠定基础.同时组建阅读

疗法互助小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实验

对象互相讨论、交流阅读感受,以达到了解阅读疗

法、相信阅读疗法的目的.两周后,汇报阅读心得,
提交阅读感受.如某实验对象在阅读后的心得体会

中写道:“«阅读疗法»的原理部分让我感受颇深,阅
读疗法有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原理,是一种科学的辅

助治疗方法,这种理论让我感到新奇,并开始尝试在

自己心理或生理感受到不适的时候,使用阅读的手

段来缓解自己的不适感,对照书中的原理,我觉得阅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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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疗法确实是一种方便合适的辅助治疗手段,并愿 意以后继续尝试下去”.
表７　代表性实验被试的金字塔书方

实验被试共同的底层书方:«阅读疗法»«情绪管理与心理健康»

实验对象 中间层书方 顶层书方

被试１
«卡耐基全集４快乐的人生»«伯恩斯新情绪疗法»

«怎样解除焦虑与烦恼»

«健全人格与心理和谐»«爱上双人舞»«每颗心都有病»«父亲»«做最好的

自己»«拖延心理学:向与生俱来的行为顽症宣战»«生命的重建»

被试６
«伯恩斯新情绪疗法»«森田疗法:医治心理障碍的

良方»«卡耐基全集４快乐的人生»

«健全人格与心理和谐»«家庭会伤人:自我重生的新契机»«每颗心都有

病»«父亲»«做最好的自己»«克服完美主义»«生命的重建»

被试１２
«不失控:别让坏情绪左右你»«怎样解除焦虑与烦

恼»

«健全人格与心理和谐»«家庭会伤人:自我重生的新契机»«每颗心都有

病»«父亲»«做最好的自己»«克服完美主义»

被试１６
«森田疗法:医治心理障碍的良方»«别让坏脾气拖

累了你»

«人生不设限»«家庭会伤人:自我重生的新契机»«做最好的自己»«克服

完美主义»«失恋３３天»

被试１９
«森田疗法:医治心理障碍的良方»«不失控:别让坏

情绪左右你»«卡耐基全集４快乐的人生»

«健全人格与心理和谐»«每颗心都有病»«人性的弱点»«做最好的自己»

«克服完美主义»«生命的重建»

　　在接下来的第三周和第四周内,向实验对象推

送«情绪管理与心理健康»,不要求通篇阅读,只阅读

书中与自身问题相对应的情绪管理方法.通过阅读

疗法互助小组,互相分享感兴趣的情绪管理方法.
阅读结束后,提交阅读心得.如某实验对象在交流

时表示:“通过阅读«情绪管理与心理健康»学会了使

用积极的心理调控方法,来矫正自己的不良心态,使
自己在较短时间内从消极情绪中走出来”.

施治第一阶段结束后,通过访谈和调查验证底

层书方及施治过程在认知预备上的阅疗效果,如表

８所示.第一阶段的阅疗施治提升了阅疗对象对于

心理问题和阅疗的认知,打开其心门,消除了疑虑与

顾虑,建立起施治和受治双方之间沟通的桥梁,为接

下来的对症受治和对因受治打下心理基础.
表８　综合类书方的治疗效果

综合类书方 治疗效果

«阅读疗法» ２８人认为效果显著(１００％)(２８/２８)

«情绪管理与心理健康» ２５人认为有效果(８９．３％)(２５/２８)

４．３．２　施治第二阶段

２０２０年９月,正式进入治疗第二阶段,时间为

一个月.结合现有关于书方的疗效研究成果,重点

考核书目的对症性、治疗效果的显著性、大学生心理

问题的普适性等重要指标.根据表７,分别为２８位

实验对象配给“金字塔体系”不同的中间层对症书

方.通过互助小组导读的方式,引导实验对象进行

阅读,不要求通读,可自由选读书中内容.主要推荐

了«森田疗法:医治心理障碍的良方»«伯恩斯新情绪

疗法»等６本对症书目.
对症书方大都是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书籍,阅读初

期实验对象反映书目内容枯燥、读不进去.针对这一

问题,阅疗师根据各实验对象自身的心理问题,结合

书目内容,指导实验对象进行阅读,达到很好的效果:
结合书目内容使其加深对症书目治疗方法的认知,突
出书目对心理问题的神奇疗效;结合真实成功案例,
激发其阅读兴趣和信心;布置阅读作业,要求每一位

实验对象根据自身心理问题,运用对症书目中的方

法,缓解心中困扰,并与阅读疗法师进行分享.
施治第二阶段结束后,通过访谈和调查验证中间

层书方及施治过程的对症治疗效果,如表９所示.通

过第二阶段的阅疗施治,帮助深受心理问题折磨的实

验对象走出心理困境,消除或缓解其强迫、抑郁、焦
虑、敌对等不良情绪,改变消极的思维模式和错误的

心理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自身的心理健康水

平.对症治疗的成效为后续心理问题背后复杂成因

的挖掘方向以及成因类书方配伍提供了依据.
表９　症状类书方的治疗效果

症状类书方的书目 治疗效果

«森田疗法:医治心理障碍的良方» １６人认为有效果(８４．２％)(１６/１９)

«卡耐基全集４快乐的人生» １３人认为效果显著(１００％)(１３/１３)

«伯恩斯新情绪疗法» ４人认为有效果(８０％)(４/５)

«怎样解除焦虑与烦恼» ５人认为效果显著(１００％)(５/５)

«不失控:别让坏情绪左右你» ４人认为有效果(６６．６７％)(４/６)

«别让坏脾气拖累了你» ２人认为效果显著(１００％)(２/２)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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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阶段实验对象均对推荐的对症治疗书目产生

了强烈共鸣,疗效显著.例如,某实验对象同时具有

强迫思维、焦虑症状和抑郁情绪,本研究在与其前期

访谈交流时,发现其内心痛苦煎熬,负面情绪充斥着

交流过程,根据本研究配伍的症状类书方对症下药,
推送给其«森田疗法:医治心理障碍的良方»«怎样解

除焦虑与烦恼»«伯恩斯新情绪疗法»三本阅疗书籍,
该实验对象阅读后深有感触,在后期心得体会和交

流中表示:“‘强迫症’这个词现在非常流行,很多人

都在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某些吹毛求疵的行为.
我自己平时也会有‘强迫症’的行为.读了这本书之

后,其对我的影响比较大,这本书中传递了很多关于

处理强迫症的知识,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顺其

自然,为所当为’.强迫症的根源是恐惧,恐惧的根

源是执着,所有的烦恼其实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只能接受现实,直面我们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读了本书后,我常提醒自己遇事尽量

不要想太多,做好每天的事情就行,快乐过好每一

天!”另外,对于焦虑和抑郁,该实验对象阅读书籍后

也有了很好的改善:“«伯恩斯新情绪疗法»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方面指导读者认识和克服抑郁,这本书对

我的帮助主要是让我打消了对抑郁的偏见,在我印

象里抑郁就代表抑郁症,是没有什么办法治愈的,但
是通过这本书让我觉得抑郁是可以克服的,要放下

固执,正确调节自我情绪.«怎样解除焦虑与烦恼»
一书让我明白人活着焦虑是不可避免的,消除焦虑

的唯一方法就是: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兵来将挡,水
来土掩.做你自己,用强大的内心在实际生活工作

中解决问题,你将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

４．３．３　施治第三阶段

通过认知预备和对症治疗两个阶段的施治,所
有实验对象的心理问题都得到缓解和改善,也能认

识到导致心理问题的背后成因对心理的负性影响依

然还在.他们均有激情和信心愿意进一步深入下

去,积极参与针对心理问题致病因的对因治疗,从而

有望达到阅读治疗心理问题“标本兼治”的目的.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阅疗对象正式进入受治第三阶

段,时间为一个月.考虑实验对象心理问题的成因

差异、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根据表７给每个实验对

象分别开具对应的成因类书方,实施对因治疗.依

然通过互助小组导读的方式,引导实验对象进行阅

读,不要求通读,可自由选读书中内容.

本阶段成因类书方大多是疗愈情感创伤的散

文、自传、小说和心理自助类书籍,实验对象阅读积

极性较高,因此选择实验对象自我阅读的方式进行

施治.结合施治结束后与实验对象一对一的访谈结

果,金字塔顶层书方及施治过程的对因治疗效果如

表１０所示.
表１０　成因类书方的治疗效果

成因类书方的书目 治疗效果

«健全人格与心理和谐» ２４人认为效果显著(１００％)(２４/２４)

«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 １人认为效果显著(１００％)(１/１)

«爱上双人舞» ４人认为效果显著(１００％)(４/４)

«人生不设限» ４人认为有效果(８０％)(４/５)

«家庭会伤人:自我重生的新契机»９人认为有效果(８１．８％)(９/１１)

«每颗心都有病» １４人认为有效果(８２．４％)(１４/１７)

«父亲» １１人认为效果显著(１００％)(１１/１１)

«人性的弱点» １０人认为效果显著(１００％)(１０/１０)

«做最好的自己» １３人认为有效果(８１．３％)(１３/１６)

«让寂寞来,让寂寞走» ３人认为有效果(６０％)(３/５)

«拖延心理学:向与生俱来的行
为顽症宣战» ２人认为效果显著(１００％)(２/２)

«克服完美主义» ９人认为有效果(８１．８％)(９/１１)

«生命的重建» １１人认为有效果(９１．７％)(１１/１２)

　　在实验过程中,各实验对象也纷纷表示成因类

书方对于其心理困扰产生了极大疗效,找寻到了困

扰他们的真正原因,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如某实

验对象的心理问题表现是强迫症状,通过前期访谈

交流、基本信息调研和相关心理学评估量表的测量,
本研究发现造成其强迫心理的因素是学业情绪上感

到不自信、过度追求完美主义和童年遭受创伤(寄宿

亲戚,被语言暴力).为其配制的成因类书方为«做
最好的自己»«克服完美主义»«生命的重建»,进行深

入阅读.在后期与其交流阅读感受时,该实验对象

表示:“很多时候的强迫心理是因为陷入完美主义和

不自信中难以自拔”,阅读后感觉自己是完全需要此

类书方疗愈的;尤其在读完«生命的重建»后深有感

触,回访中反馈到:“童年时期的被忽视,被否定,即
使不是来自至亲的父母也给我造成了很多伤害,即
使父母给予了很多爱好像也很难平衡受到的创伤.
甚至到现在,想到童年的不太开心的气氛都会让我

有很深的共情,这些创伤根本不是一个事件或者一

句话,它是一种情绪、一种压抑的气氛,一直影响了

我很久.读完«生命的重建»后,我开始意识到需要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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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己和解,和自己的童年创伤和解.一直讨厌的

自己其实没有很差,慢慢明白喜欢自己、趋于正向的

态度对自己有多重要.”

５　金字塔体系书方配伍施治的疗效评价

经过三个月的阅读治疗,辅以心理咨询和访谈

交流,此次阅读疗法实验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所

有实验被试均未中途退出,有８０％的实验被试表示

希望以后能继续参与此类阅读疗法实验.整套实验

结束时,结合SCLＧ９０后侧、CSES后侧和整体实验

结束后的访谈,进一步验证金字塔体系书方配伍施

治的效果.

５．１　实验前后症状自评量表(SCLＧ９０)测量结果对

比分析

利用统计学数据分析软件SPSS对实验被试前

后测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各因子维度均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因本研究实验疗效采用单组前后比较

法,所以进行同质性比较.对被试前后测量数据进

行统计学 T检验,若P＜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即有显著性差异.对比分析结果如表１１所示.
表１１　SCLＧ９０各因子前后测量结果对比分析

因子名称 实验前测 实验后测 T值 P值

躯体化 １．３４±０．２７ １．２２±０．２１ ２．１７１ ０．０３４

强迫 ２．１５±０．４６ １．７２±０．４５ ４．７３３ ＜０．００１

人际关系敏感 １．９３±０．４８ １．５４±０．４９ ３．０２９ ０．００４

抑郁 １．８０±０．４３ １．４８±０．４０ ２．８２１ ０．００７

焦虑 １．６２±０．３９ １．３４±０．３５ ３．０８７ ０．００３

敌对 １．６３±０．３７ １．３５±０．３４ ３．６０７ ０．００１

恐怖 １．２７±０．２３ １．３０±０．３４ １．５２１ ０．１３４

偏执 １．４８±０．３４ １．３３±０．３７ ３．０５２ ０．００４

精神病性 １．４６±０．２８ １．３６±０．３２ ２．１３０ ０．０３８

其他 １．４３±０．２６ １．３７±０．３４ ２．４５５ ０．０１７

总均分 １．６１±０．４５ １．４０±０．３９ / /

　　此次阅读疗法实验干预后SCL各因子和总均

分都明显低于干预前(除恐怖因子),而且除恐怖症

状维度(P值大于０．０５)外,各因子的 P 值均小于

００５,表明实验被试前后测量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本研究提出的金字塔体系书方配伍及施治

方法使实验对象的心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阅读疗

法总体效果显著.

５．２　实验前后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SES)测量结果

对比分析

核心自我评价由外国学者贾奇(Judge)等提出,
是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

价[４６].实验被试在阅读疗法实验干预前后的核心

自我评价有明显差异,对比分析结果如表１２所示.
本研究前后测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P值小

于０．００１,表明实验被试前后测量数据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结果显示:干预后实验被试的核心自我评价

明显提高,说明此次阅读疗法实验取得较好的阅疗

效果.

６　研究结果

心理问题或困扰往往不是单个存在,而是多个

心理问题同时并存.这些心理问题的背后成因错综

复杂,同样的心理问题也许是由不同的成因导致,同
样的成因也许会导致不同的心理问题,实验个体的

差异性很大.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往往是多发性的心理问题,

强迫和人际关系敏感也是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

表１２　CSES前后测量结果对比分析

实验对象实验前测 实验后测 实验对象实验前测 实验后测

被试１ ２０ ３５ 被试２ ４０ ３３

被试３ ２６ ３７ 被试４ ３２ ４０

被试５ ３３ ３０ 被试６ ２１ ３０

被试７ ３１ ２７ 被试８ ３１ ３７

被试９ ２３ ３３ 被试１０ ３２ ４０

被试１１ ２８ ３７ 被试１２ ３５ ４０

被试１３ ２８ ２６ 被试１４ ３２ ３１

被试１５ ３３ ４３ 被试１６ ３１ ３５

被试１７ ３２ ４３ 被试１８ ２６ ３７

被试１９ ２７ ３５ 被试２０ ３１ ３７

被试２１ ２５ ３６ 被试２２ ２６ ３８

被试２３ ２３ ３２ 被试２４ ２０ ４０

被试２５ ２４ ３６ 被试２６ ２８ ４０

被试２７ ４２ ４３ 被试２８ ３３ ４３

实验前测的总均分 ２９．０４±５．４４ 实验后测的总均分 ３６．２１±４．７１

T值 －５．２８ P值 P＜０．００１

题,敌对和现有研究所关注的抑郁与焦虑一样困扰

着大学生们.大部分是多心理问题“并存症状”,对
症书方需要“复方”.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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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错综复杂,主要包

括人格特征、社会支持、恋爱压力、挫折应对、家庭关

系、父母教养方式、父亲在位、社交回避及苦恼、学业

情绪、孤独感受、拖延行为、过度追求完美主义、童年

创伤等.基本都是多成因的心理问题,成因类书方

需要“复方”.

SCL－９０和CSES的前后测数据对照表明:“金
字塔”体系从下而上的综合类书方、症状类书方、成因

类书方的配伍方法,结合对应的认知预备、对症治疗、
对因治疗的先后施治过程,使得大学生复杂心理问题

的阅读治疗成效显著.特别是第一施治阶段的认知

预备,提升了受治者参加阅读疗法的积极性和信心,
配合接下来的对症和对因施治过程中的适时互动交

流与调整,保障了整个分段施治过程的可行性和受治

对象反馈信息的可靠性.成因类书方的配制和对因

施治为阅读治疗心理问题“标本兼治”提供可能.

７　研究结论与展望

阅疗书方的配伍需要综合考虑阅疗对象的多心

理问题、多成因以及个体差异的实际.为实现“治标

治本”的疗效,可从书的药性考虑并结合施治的目

标,将书方分层、施治分阶段.从下而上的综合类、
症状类、成因类金字塔式的书方体系设置,配以认知

预备、对症治疗、对因治疗金字塔式的施治过程,为
阅读治疗心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金字塔书方体系设置适用于心理问题的阅读疗

法.挖掘心理问题的成因即根源,并配以对因的书

方,是书方配伍的重中之重,是“治本”的基础.全面

挖掘多心理问题,分别配以对症的治症书方,是“治
标”的依据.要保证实验的顺利开展和成效,对应的

认知预备类书方不可少.
药理学和临床医学的施治方法适用于阅读疗法

的分段施治过程.如何使有心理障碍的受治者愿意

敞开心扉,并带着激情和信心配合整个治疗过程,成
为阅读施治的重要基础.紧接着需要先实施阅读疗

法的对症治疗,尽快阻止心理问题加重,消除或改善

心理问题或疾病.如需除去心理问题的“病根”以防

复发,则对因治疗是整个阅读疗法过程中的深层任

务和重要环节.
尽管本研究的阅读疗效得到实证检验结果的支

持,但还只是小样本短时间段的研究,其准确性和普

适性仍需要更为广泛的调查和实证.“金字塔体系”

下,各类病症被试治愈程度差异以及“金字塔体系”
与单本书方的适用区别,还有待进一步从实验结果

中挖掘、分析、比对,深入论证配伍施治的有效性.
后续研究除了对本研究中２８位实验对象做进一步

深入访谈,分析阅读疗法成效的影响因素维度以及

提升策略,还会进一步将该方法应用于老年人、青少

年、儿童、残疾人员、癌症患者、罪犯或戒毒人员等群

体的阅疗,以验证该方法的普适性.此外,不同成因

对心理问题的影响程度、金字塔体系中同层内不同

书方间的权重、不同层间的书方权重设置等方面,仍
可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提升阅读疗法的有效性.未

来还可以采用纵向的跟踪调查,以探究随着阅读疗

法时长的延续不同阶段阅读疗法效果的变化以及相

关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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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readingtherapy,thepaperadaptsmethodsofquesＧ
tionnairesurveys,scaletesting,experimentsandinterviewstoanalyzethecognitivestatus,psychological
problemsandtherelevantcausesofreadingtherapysubjects．Onthisbasis,itcarriesouthierarchicalcomＧ
patibilityofbookprescriptionsandprocesssegmentationtreatmentandthenverifytheefficacy．Thestudy
foundthatpsychologicalproblemsofcollegestudentsareoftenmultiplewithmultiplecauses．Thisstudy
proposesapyramidofbookprescriptioncompatibilitymethodanddrawsonthetheoryofpharmacologyand
clinicalmedicineforsegmentaltreatment．TheexperimentprovesthatthebottomＧupdesignedcomprehenＧ
sive,symptom,andcausebookprescriptionsusedforreadingandtreatmentshowedsignificantefficacyon
subjectsselfＧawareness,symptomatictreatment,andcausetreatment,thusprovidedgeneralmethodsfor
readingtherapytoassistthe“treatmentofbothsymptomsandrootcauses”ofpsychological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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