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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阅读学视角下阅读疗法的多维度阐释

□崔萌∗

　　摘要　阅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阅读活动,自然也涵盖在阅读心理范畴的阅读疗法.以

阅读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从阅读活动、阅读过程、阅读要素、阅读价值等方面对阅读疗法进行理

论阐释,以探索、厘清阅读疗法的相关理论问题,深化阅读疗法的学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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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阅读规律与阅读方法的

学科,其研究对象涉及人们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
作为图书馆学、心理学、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阅读疗

法,属于阅读心理范畴,自然也涵盖于阅读学的研究

范畴之中.从涉及的研究对象看,阅读学可以划分

为宏观阅读学和微观阅读学两个分支.其中宏观阅

读学以社会普通阅读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总
结人类阅读活动的一般规律,例如对阅读活动、阅读

过程、阅读要素、阅读价值等基本阅读问题的研究;
微观阅读学以社会个体阅读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

考察、总结某些人群阅读行为的基本特点,例如对不

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民族的读者阅读

特点的研究.本文拟基于宏观阅读学的视角,从阅

读活动、阅读过程、阅读要素、阅读价值等方面,对阅

读疗法进行多维度的理论阐释,以厘清关于阅读疗

法的学科认识,为国内阅读疗法的研究与实践提供

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１　从阅读活动看阅读疗法

从宏观阅读学角度看,人类阅读活动是人类历

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阅读活动的进行使得人类

大脑精密的结构重新排列组合,复杂的思维得以延

伸,进而改变了整个人类物种的智力进化过程.人

类大脑拥有了在已知的结构上建立新连结的卓越能

力,人们才会去思考自己究竟是谁,需要做什么样的

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事.

人类的阅读活动是丰富多彩的,阅读学研究者

对阅读影响人们心理状态并产生阅读疗法作用的现

象进行了充分关注和周密研究,并获得了越来越清

醒的认识,厘清了越来越明晰的规律.
美国 学 者 莫 提 默 J．艾 德 勒 (MortimerJ．

Adler)和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VanDoren)在
«如何阅读一本书»(HowtoReadaBook)一书中研

究了人类阅读活动的层次、方法和目标,认为阅读对

人们心理健康的作用就像医生治病、农民培育动植

物一样.作者认为:“医生努力为病人做许多事,但
最终的结论是这个病人必须自己好起来———变得健

康起来.农夫为他的植物或动物做了许多事,结果

是这些动植物必须长大,变得更好.如果我们

将‘阅读’的含义放宽松一点,我们可以说自我发现

型的学习———严格来说,非辅助型的自我发现学

习———是阅读自我或世界的学习.”[１]

新西兰学者史蒂文罗杰费希尔(Steven
RogerFischer)在«阅 读 的 历 史»(A Historyof
Reading)一书中考察了整个世界的阅读形式及其

发展的方方面面,认为阅读是感染人们心灵的个人

行为.作者分析道:“阅读之于思想,正如音乐之于

心灵.阅读给人以激励,给人以力量,使人陶醉,使
人充实.白纸上、电脑屏幕上的那些小小的黑色符

号让我们感动而泣,让我们开启新生活,感受新观

念、新见解,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启迪,让我们的生存

井然有序,把我们与世间的万物相连.”[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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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聂震宁在«阅读力»一书中总结了阅读的意

义,认为阅读除了学习外,还“关乎人的精神趣味”.
在人们遇到任何失落、失意、失神、失望、失利、失败

时,都可采用阅读疗法来调节心理状态.作者讲道:
“美国一个著名的成功学家,有人问他:‘如果你的事

业失败了,你干什么?’他说阅读吧.又问他:‘如果

你失业了,你干什么?’他说要提升自己,阅读吧.又

请教他说:‘如果我失恋了,我怎么办?’他说:‘你阅

读吧.’”[３]

阅读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

动.古今中外许多有识之士皆因阅读而获益,他们

也深刻认识到阅读足以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产

生阅读疗法作用.
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Bacon)认为,读适当之书可治头脑中的缺

陷,他的名篇«论读书»(OfStudies)被翻译成很多

版本,书中关于阅读与心理健康的阐述已经成为经

典:“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

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

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不仅如此,精
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

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改善一样.
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背,射箭可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

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同样道理,一个

思维不集中的人,他可以研习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

细就会出错.不善于推理的人,可以研习法律案例,
如此等等.这种心灵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学习而

得到改善.”[４]

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认为:“书籍是人类智慧

积存的地方,埋首其间,不知不觉受其熏染,境界既

高,心胸亦广,自出一股清纯豪爽之气,谈吐也自然

高远不俗,妙语连珠.气顺了,心爽了,自身就

会感到异乎寻常的轻松愉快.相反,人不读书,难免

孤陋寡闻,小肚鸡肠,为世间俗物所困.”“在商品化

社会一定要多读书;心平气和,然后与体育锻炼自然

融于一体.”[５]

２　从阅读过程看阅读疗法

从宏观阅读学角度看,阅读过程就是人们认知

和启悟记录信息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是双向

互动的.一是“认知”,即认识表现符号和解知内容

语义.二是“启悟”,即启发深层内涵和明悟心智情

意.“认知”主要体现在读者对读物的主动作用,“启
悟”主要体现在读物对读者的反馈作用,这种读者与

读物的双向互动规律受到很多人重视.
美国学者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Wolf)

在«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
(ProustandtheSquid)一书中极其慎重地提出了

“双向互动”理论,认为:“在人类基因遗传的约束下,
大脑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开放架构’的完美例子.在

此设计模式下,我们生来就有能力适应外部世界的

变化,能够超越自然.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注定要

有所突破.因此阅读脑是‘双向互动’理论的典型.
我们之所以能够学会阅读,仰赖的全是脑部可塑性

的设计.当阅读发生时,个体的大脑无论是在生理

层面还是智力层面都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６]这就

是说,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读者要阅读读物,掌握

读物的内容实质,使自己的大脑成为“阅读脑”;读物

会给读者带来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生理层面和心理

层面的,当然也包括心境状态.
阅读疗法过程也符合阅读学理论中的“双向互

动”原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阅读读物,一方

面可以认识表现符号,解知内容语义;另一方面可以

感受深层意义,明悟心智情意,从而改善心境状态,
疗愈心理疾病.在这个过程中,阅读相关读物与疗

愈心理疾病能够有机地、潜移默化地结合在一起.
这里的阅读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阅读心理体验,
它使得读者心理和读物相互融合,产生一定的心理

激荡,从而获得促进心理健康、疗愈心理疾病的

效果.
阅读疗法的研究者们也关注到了阅读疗法过程

与阅读学理论中“双向互动”原理的相同之处.例

如,万宇在«阅读治疗在中国»一文中分析道:“阅读

治疗强调的是图书与读者之间的交互过程,而治疗

计划也往往事先经过精心的设计,也具有一定的针

对性.阅读治疗中对采用的读物也往往经过精心的

选择与安排,这与普通的阅读行为就存在着根本的

区别了.”[７]又如,李萍、周艳在«LivingLibrary为高

校开展阅读疗法提供新契机»一文中指出:“Living
Library(即‘真人图书馆’)有着传统阅读疗法不具

备的优势———双向互动交流.读者与所借阅的‘书’
(即LivingBook)面对面地互动交流,每个读者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需要,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
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书’也会针对读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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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个性化的回应,进行相应的引导.”[８]

显然,作为阅读疗法的交互与普通阅读的互动

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相似之处在于,读者与读

物都有紧密的联系,读者都要阅读读物,读物都要对

读者产生影响;不同之处就是,阅读疗法的书方选择

较之普通阅读的书目推荐更加复杂,要求更高.在

阅读疗法的实施中,所选读物的针对性更强,读物对

读者心理的影响更强烈.此外,现代信息技术的应

用、阅读疗法手段的提高,也强化了读者与读物“双
向互动”的深度、广度与效果.

３　从阅读要素看阅读疗法

从宏观阅读学角度看,人们(读者)只有和记录

信息(读物)有效接触,并具备相应的条件(阅读环

境),阅读行为才能发生.在这里,阅读行为是阅读

本体,读者、读物、阅读环境这三要素相互作用促成

了阅读行为.其中,读者是阅读主体,读物是阅读客

体,阅读环境是阅读环体[９].阅读疗法是特色鲜明

的阅读行为,它既具有普通阅读行为的特点,又形成

了自身特色.

３．１　从阅读行为看阅读疗法

阅读行为是指人们阅读时的行动和行为方式,
是人们阅读活动的外在表现.实际上,阅读疗法是

阅读行为的功能性体现,它强调的是读物与读者之

间的交互过程.阅读疗法的实施,往往要经过精心

设计,要面向读者(患者)推出精心选择的读物(药
物),有的还安排交谈、心理辅导等活动,有意识地引

导读者形成合理的自我认知.西方心理学家 M．S．
尼斯塔尔在疗愈患者心理问题时,非常重视引导患

者的阅读行为,他曾对自己的治疗方法进行过详细

记载:“在阅读疗法中,咨询师要求来访者阅读一本

书或某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来促进与咨询过程有关的

某种结果的出现(例如职业生涯的认识与探索).阅

读作业的性质根据期望的结果而定.例如,«你的降

落伞是什么颜色?»(WhatColorisYourParachute)
可以用来帮助来访者作出职业选择.心理专家最经

常开列在处方中的四本书是:«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

色»«放松反应»(TheRelaxationResponse)、«你的

完美 权 利»(YourPerfectRight)和«感 觉 良 好»
(FeelingGood).当来访者读完了一本书或一部作

品之后,就可以和心理咨询师一起探讨他们所学到

的东西.”[１０]

作为阅读本体的阅读行为,当读者、读物、阅读

环境均发挥相当作用的时候,才会呈现出阅读充足

状态;如果读者、读物、阅读环境这三要素中有一项

出现不足时,阅读行为就会出现阅读不足状态,这个

规律在阅读疗法中也是普遍出现的.李萍、周艳在

«LivingLibrary为高校开展阅读疗法提供新契机»
一文中举的一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同样一本书,
由于读者的理解能力、阅读经验、价值取向、心理状

态不同,产生效果可能会截然相反.作者曾向一位

因家庭变故而情绪异常低落的朋友推荐了小说«活
着»,希望朋友能从此书中得到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

态度.没想到这位朋友读完后,得到的恰恰是与推

荐者完全相反的心理体验,情绪反而更加低落.”这
也反映了阅读疗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避免

局限性[８].

３．２　从读者看阅读疗法

读者是指认知并启悟记录信息的人,作为阅读

主体,读者会随着不同的阅读目的而表现出不同的

状态.
一类读者追求“阅读健心”,他们通过“发展阅读

疗法”以求达到阅读保健、阅读养生效果.在日常生

活中,这类读者在医生、图书馆员或其他非医学人员

的建议下,通过阅读相关材料,以改正人格缺失或协

助解决个人问题.从中国传统观念看,就是阅读进

德,大德必寿;阅读近仁,仁者寿[１１].作家毕淑敏在

«淑女书女»一文中说:“日子一天一天地走,书要

一页一页地读.清风朗月水滴石穿,一年几年一辈

子地读下去.书就像微波,从内到外震荡着我们的

心,徐徐地加热,精神分子的结构就改变了,成熟了,
书的效力就凸现出来了.”[１２]

一类读者追求“阅读疗愈”,他们通过“临床阅读

疗法”以求达到阅读治病、阅读康复的效果.在实际

的心理或生理疾病的治疗中,有资格的医师将阅读

作为辅助治疗的手段,把图书作为精神药物纳入到

治疗方案中,配合药物、手术、仪器等常规疗法对病

人进行治疗.日本医学家进行精心研究后发现,吟
诗犹如做健身操.它既要求吟诵者发音准确,精神

集中,同时又要求有伸臂引颈的站立姿势.尤其是

当吟诵者进入诗人带给人们的空灵境界时,就会获

得如醉如痴的感受.实验证明,反复吟诗可使人的

大脑皮层的抑制和兴奋状态保持平衡,体内有益激

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分泌增加,血液循环量及神

７７

宏观阅读学视角下阅读疗法的多维度阐释/崔萌

AMultidimensionalInterpretationofReadingTherapyfromthePerspectiveofMacroＧreadingScience/CuiMeng



2021

年
第2

期

经功能的调节也处于良好状态.吟诗、读书能够使

病人情绪放松,心旷神怡,从而有利于排除病人的烦

恼、顾虑和痛苦,对疾病的辅助治疗很有效,比如对

忧郁症、心理变态的患者疗效尤为显著[１３].
发展阅读疗法主要面向“读者”,临床阅读疗法

主要面向“患者”,后者具有突出的复杂性、专业性.
学者宫梅玲在«读祛心病»一书中,从２０多年阅读疗

法咨询的众多案例中精选出了抑郁症、焦虑症、强迫

症、社交恐惧症及严重的心理问题等典型案例３９
个,每一案例均由“案例故事、对症下书、疗效追踪、
阅疗感悟、共鸣文献阅读疗法原理分析”等部分构

成[１４].这些阅读疗法案例为阅读疗法从业者针对

不同类型“读者”实行不同类型的阅读疗法提供了生

动素材.

３．３　从读物看阅读疗法

读物是指进入人们阅读活动的信息记录,是读

者的阅读对象.每种读物各有其精华所在,读物内

容对读者心理品质、心理状态有着重要影响,前文提

及的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Bacon)的«论读书»(OfStudies)就在这方

面作过经典论述.清代状元陆润庠为苏州留园撰楹

联曰:“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
汉文取坚,最有味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
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
他认为,读书与赏花使人各益其趣、各得其所:读«尚
书»使人正道直行,读«易经»使人穷变变通,读«离骚»
使人纾解幽愤,读«庄子»使人心胸豁达,读«汉书»使
人意志弥坚,书卷中记载的是最值品味的岁月;赏菊

花使人无拘无束,赏梅花使人疏淡飘逸,赏莲花使人

高洁不染,赏兰花使人芬芳四溢,赏海棠使人情韵悠

深,园林里徜徉的是自称的花里神仙.从这副楹联中

可以看到,作者以读书健心,以花草言志,就蕴含着一

种入于其中而超乎于其外的精神境界[１５].
作为阅读客体,普通阅读中的阅读对象可以视

为“读物”,阅读疗法中的阅读对象可以视为“药物”,
后者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药理性.例如,由学者王

波、宫梅玲等人完成的«大学生常见心理困扰对症书

目»,共选９６种书,除了综合性预防图书外,还涵盖

了８大类图书:减轻求学焦虑的书;超越困境、激励

志向的书;克服交际困难的书;认识、享受孤独、寂寞

的书;令人流泪减压、平静心态的书;减轻抑郁症的

书;认识爱情、减轻恋爱苦恼的书;克服求职恐惧、减

轻就业压力、树立创业信心的书[１６].又如,由学者

陈书梅等人完成的«大学生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

目»,共选５３种书,涵盖图书６大类:“自我认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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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成长与生涯发展,如面对未来的彷徨

感、对于生涯发展的困惑感;负面情绪调适,如寂寞、
不安、无力感、郁闷、困乏、沮丧、愤怒;人际关系,如
结交新朋友、人际互动、群体生活的摩擦、与亲友分

离;爱情关系,如渴望爱情、暧昧期、交往阶段、分手;
失落与死亡,如遭逢变故、亲友去世.”[１７]

在读物的记录形式上,这些阅读对象包括文字、
符号、公式、图表、音频、视频等;在读物的载体形式

上,这些阅读对象包括刻写型、印刷型、视听型、机读

型、网络型、移动型等;在读物的传播形式上,其所附

在的信息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送达给读者.由韩国

作家金仁子、画家李真希联合创作的绘本«为爱朗

读»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故事讲述的是:小
女孩的外婆不认字,独自居住在乡下.小女孩的妈

妈常常给小女孩读书,她很快就识字了.小女孩怕

外婆一个人待在家里会很郁闷,就每天晚上睡觉前,
打电话给外婆,念图画书的故事给外婆听.外婆非

常高兴,她说:“原本黑漆漆的世界好像变明亮了.”
每晚,外婆枕着读书的声音入眠.小女孩为外婆读

了１年书.在外婆８０大寿的宴会上,亲戚们聚在一

起.席间,外婆站起来打开小女孩每天读给她听的

图画书,开始朗读.大家非常惊讶,纷纷鼓掌,外婆

变成了“读图画书的外婆”.后来,每天晚上,外婆会

打来电话为小女孩读图画书,听着外婆的读书声,小
女孩也甜蜜地进入了梦乡.这个绘本讲述的为爱朗

读的故事,呈现出无比动人的祖孙亲情,也揭示了阅

读抚慰心理的奥秘[１８].

３．４　从阅读环境看阅读疗法

阅读环境是指影响阅读活动的所有外界因素的

总和,它包括了社会环境(比如文化、政治、经济、社
交等)、信息环境(比如信息的集散、传递、评价等)、
物理环境(比如地理、空间、设施等)、语言环境(比如

地区、时代、心态等)等因素.在阅读疗法实施的过

程中,良好的阅读环境会促进阅读疗法效果的提升.
例如,华北理工大学就专门加强了“阅读疗法基地”
的建设,保证了阅读环境建设的专业化、规范化、制
度化、长效化.其“阅读疗法基地就是指以高校图书

馆为主导的,由高校图书馆、心理咨询机构及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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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部门等联合建立的,包括阅读疗法师、场所、文
献资源、设备设施、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等在内的,
实施阅读疗法的各种软硬件要素的总和.”[１９]

在相应条件下,读者、读物还会转变角色,成为

重要的阅读条件,融入广阔的阅读环境.例如,某媒

体介绍说:有一位小女孩,爸爸妈妈离婚了,她非常

伤心,通过阅读绘本«我有两个家»,走出了心理困

境.后来,她班上的同学爸爸妈妈也离婚了,她看到

同学难过,就拿出自己的绘本«我有两个家»给同学

看,帮助同学也解除了心理困扰.在这里,当小女孩

自己阅读绘本解除心理困境时,小女孩是阅读主体,
绘本是阅读客体;而当小女孩将绘本介绍给同学阅

读时,同学就是阅读主体,拥有绘本的同学就成为阅

读客体,绘本和小女孩又共同组成阅读环体.

４　从阅读价值看阅读疗法

从宏观阅读学角度看,作为人类独有的社会交

流互动活动,阅读具有多方面的价值.阅读价值就

是阅读客体(读物)在相对的阅读环境(条件)下,对
阅读主体(读者)心理状态的有用性.人们在对阅读

活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从多个角度来验证、阐释了

这种“有用性”,阅读疗法就是“有用性”的表现之一.
从学科生成机理看(见图１),在社会各个领域,人

们(读者)秉持着各种心理状态(心境)生活着,产生于

人类广泛生活的读物以其内容影响着人们的心理状

态(心境),而读物对读者的有用性(价值)取决于读者

对读物的认知和读物对读者的启悟,阅读环境(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图１　阅读学与阅读疗法原理沟通示意图

从阅读价值看阅读疗法,无论是“阅读健心”还
是“阅读疗愈”,都是在“通过阅读帮助人们走出心理

困境”,就是“转念”.在“转念”的心理过程中还蕴藏

着共鸣、洞察、净化、平衡、暗示、宣泄、移情、领悟、投
入等心理学规律[２０].作家林语堂对“阅读”与“视
觉”“感情的吸引力”“健全人生意识”等元素的联系

有过深刻的分析:“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

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

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我们正需要它们,
因为当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将逐渐麻

木,对于痛苦、冤屈和残酷的情感将变得冷淡,我们

的人生想象,也因过于注意冷酷和琐碎的现实生活

而变得歪曲了.现在幸亏还有几个大诗人和艺术

家,他们的那种敏锐的感觉,那种美妙的情感反应和

那种新奇的想象还没失掉,还可以行使他们的天职

来维持我们道德上的良知,好比拿一面镜子来照我

们已经迟钝了的想象,使枯竭的神经兴奋起来.”[２１]

关于“通过阅读帮助人们走出心理困境”的价

值,阅读学研究者给予了一般和具体的分析.
从一般角度认知阅读疗法价值的,如美国学者

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开篇就

提出:“善于读书是孤独可以提供给你的最大乐趣之

一,因为,至少就我的经验而言,它是各种乐趣之中

最具治疗作用的.它使你回归另一性,无论是你自

己的,或朋友的,或那些将成为你的朋友的人的另一

性.想象性的文学即是另一性,本身即能减轻寂寞

感.我们读书不仅因为我们不能认识够多的人,而
且因为友谊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缩减或消失,容易

受时间、空间、不完美的同情和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

种种不如意事情的打击.”[２２]

又如学者徐雁在«“疗愈系”文献资源建设及其阅

读推广»一文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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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难以及打击,汲
取可供借鉴模仿的经验,或者得到心灵的启迪和感

悟,甚至寻获到脱离困厄的路径,以改变不良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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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从具体角度认知阅读疗法价值的,如西方学者

布瑞恩(BryanA)总结了对求助者应用阅读疗法能

够实现的６项治疗目标:“一是使读者意识到他们并

不是第一个遇到困惑的人;二是使读者发现解决他

们困惑的方法不止一个;三是帮助读者发现人们卷

入某一特定情境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四是帮助读者

发现他人经验的价值;五是向读者提供解决问题的

方法;六是鼓励读者现实地面对他们的遭遇.”[２４]

又如,学者黄晓鹂认为阅读疗法的治疗作用可分

为４个方面:一是娱乐作用,即通过阅读,读者可以在

悠闲、愉快、平静的心境中怡情养性、松弛情绪、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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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二是信息作用,即阅读传递信息,信息是人类的

基本需要之一,病人和健康人一样希望沟通、表达愿

望、被理解和接受,信息对他们来说同治疗一样重要;
三是益智作用,即人体的各种器官都要常用,脑子不

用也会生锈.勤于阅读用脑的人,其大脑血管经常处

于紧张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

缓中枢神经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

协调统一,促进身体健康;四是领悟作用,即读者通过

阅读,在经过共鸣、净化后,对欣赏对象的深层意蕴进

行“悟”———追问和思索.一旦“悟”有所得,顿时就有

一种豁然开朗、大彻大悟的体验[２５].

５　结束语

综上所述,阅读学是研究人们阅读规律与阅读

方法的学科.阅读疗法作为一种借由图书或其他文

献资料的阅读来达到养护或恢复身心健康目的的辅

助心理疗法,是人类阅读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自然

也成了阅读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阅读学的

视角,可以从阅读活动、阅读过程、阅读要素、阅读价

值等方面对阅读疗法进行多维度理论阐释,探索阅

读疗法的学科属性与内在规律.阅读活动中蕴含着

丰富的阅读疗法现象;阅读过程的认知和启悟可以

帮助人们厘清阅读疗法特点;阅读要素所涉及的读

者、读物、阅读环境等方面的相互作用促成了特色鲜

明的阅读疗法行为;阅读价值也体现在“阅读健心”
“阅读疗愈”等功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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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searchobjectofreadingscienceisthereadingactivitiesofhumanbeings,whichnatuＧ
rallyincludesthereadingtherapyinthefieldofreadingpsychology．Basedon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
readingscience,thereadingtherapyisexplainedintermsofreadingactivities,readingprocess,readingelＧ
ements,readingvalue,etc．,toexploreandclarifytherelatedtheoreticalissuesofreadingtherapy,and
deepenthedisciplinaryunderstandingofreading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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