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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社会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探究∗

———以“图书馆式”的抗“疫”为例

□孙红林　高凡

摘要　理解阅读疗法在应急服务中的社会功能与实践特点,探究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有效

路径,对社会心理康复和社会信心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中“方舱

医院读书人”等“图书馆式”的抗“疫”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从“嵌入性”和“弥散性”两个方面探究阅

读疗法的应急模式及其功能发挥的限制,进而提出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社会功能得以实现的解

决方案.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应以社会情绪康复和社会信心建设为导向,从完善应急服务制度、建

立应急服务信息库、加强阅读疗法宣传教育、扩宽社会参与平台和加强服务工作条件保障等五个

方面出发,从而有效发挥其社会治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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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持续推进,国家

高度重视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的介入.在此背景下,阅读疗法作为一种辅助心理

疗法,应该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积极投入到抗击疫

情心理援助工作中来.准确把握应急服务中阅读疗

法的社会需求,可进一步契合疫情防控工作的新形

势,使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更加有效地发挥.本文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方舱医院读书人”等“图书

馆式”的抗“疫”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从“嵌入性”和
“弥散性”两个方面探究阅读疗法应急服务模式及相

关问题,着重分析应急情景下阅读疗法的功能定位、
运行机制及其限制,探寻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社会

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使阅读疗法进一步发挥其社

会疗愈功能.

２　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的功能发挥

新世纪以来,美国“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中国

“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５１２”汶川大地震等

突发灾害频发,在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服务中,阅读

疗法渐渐显示了其功能和价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

了阅读疗法的重要性.然而,阅读疗法的应急实践

表明,应急服务中如何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仍是一

个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回观

图书馆应急服务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和把握阅读疗

法应急服务的特点.

２．１　阅读疗法的“嵌入性”:对症下药的资源服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界

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

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

件”[１].目前在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服务中,阅读疗

法更多地以嵌入图书馆资源服务的方式发挥治疗功

能,也就说阅读疗法发挥了“嵌入性”的社会功能.
所谓“嵌入性”,指的是阅读疗法作为一个部分,非自

觉地被带入到应急服务体系中发挥作用.
资源服务是图书馆的一项传统职能,在应急服

务中较好地融合了技术理性和人文关怀:以人类学

式的“主位”视角理解公众,满足公众的阅读愿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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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大缓解公众的恐慌情绪,对社会骚乱带来的二

次伤害进行阻击,从而为社会建设带来信心和希望.
其中,阅读疗法的社会治愈功能以潜在嵌入的方式

得以实现.尤其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图书

馆有意识地将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纳入资源服务体

系,发挥了较好的功效.２００５年飓风“卡特里娜”袭
击美国,纽约州 Thrall图书馆及时整合和提供飓风

相关报道和研究进展,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鼓舞

了民众的信心[２].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ofMedicine,NLM)开展应急服务时,注重

挖掘馆藏资源,并与公众的实际需求和公众的日常

生活相结合,开发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多元化信息

产品和服务[３].我国图书馆界在历次重大公共突发

事件中充分发挥了资源服务的特长,尽可能地满足

社会公众的信息期待.例如,在２００３年SARS事件

中,国内图书馆界就尝试了多种创新性实践.如温

州图书馆与«温州日报»合作开展“非典时期,非常

阅读”征文活动,并向读者公开电子书登录账号,鼓

励读者网上阅读.我国台湾学者陈书梅研究了阅读

疗法应如何应用于SARS事件灾后的心理疗愈[４].

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爆发,陈书梅立刻呼吁发起“送
儿童情绪疗愈绘本到四川”的活动,由资深专家依据

弗洛伊德的认同、净化、共鸣这三项心理疗愈机制,
遴选出５０种共１５００册适合灾区儿童阅读的图书绘

本,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四川图书馆学会交付灾

区各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王波认为这“无疑

是阅读疗法的一次科学实践”[５].他还注意到陈书

梅的«儿童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对辅助儿童情绪

疗愈的适用性:针对灾区儿童的心理问题,从害怕情

绪、心理伤害、生命认知、人际关系和生活习惯等方

面,协助读者将阅读疗法带入遭遇不同问题困扰的

儿童.

２０１９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各地的图

书馆纷纷启动应对措施,被称为“图书馆式”的抗

“疫”.表１列举了较为典型的图书馆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阅读推广实践.
表１　部分图书馆面向新冠肺炎疫情的阅读推广实践

日期 单位 报道人 主题 主要内容及方式 阅读期待

２０２０/１/２５ 武汉图书馆 武汉图书馆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电子图书 微信推介科学防控病毒 书香暖心、知识抗“疫”

２０２０/１/２８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官方最新指南来了! 服务不打烊,

在家免费看!
馆藏特色资源服务 有爱的精神大餐

２０２０/２/９ 湖北省图书馆 湖北图书馆
真人图书馆首次线上活动为读者

送上心灵的“口罩”

疫情相关书籍推介及真

人图书馆
心灵“口罩”、以读攻“毒”

２０２０/２/１８ 武汉大学图书馆 武汉大学图书馆 有书不惧隔离,方舱阅读抗“疫” 书籍捐赠及有声阅读 精神食粮、改善心情

２０２０/２/２２
上海图书馆/湖北

图书馆
熊芳雨

“上图方舱数字图书馆”开通精品

阅读资源送入武汉方舱医院

疫情书籍、特色馆藏、上

图讲座等电子资源
平和镇定、阅读的力量

　　由于这些图书馆的抗“疫”行动受到广大公众的

欢迎,引起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关注.其中国家图

书馆通过网络提供“有爱的精神大餐”,诞生了其第

一条“１０万＋”的公众号推文;武汉地区的图书馆最

为活跃地满足了公众的阅读需求;上海图书馆和湖

北图书馆携手为苦痛中的小社会———方舱医院带去

阅读的力量.类似的舆情,在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中

也出现过:什邡市蓥华镇中学初一学生邓清清,被压

在破砖瓦下,仍然打着手电筒看书,通过读书来缓解

心中的害怕,坚持到被成功救出,引起媒体关注.而

新冠肺炎影响的范围空间更大,每一个人都处于病

毒的威胁之中,网络效应也就最为明显.从网络评

论和媒体的用词中可见,无论是图书馆界主观的愿

望,还是读者的直观感受,阅读都带来了知识真理和

精神大餐,客观上起到了化未知的恐慌为已知后的

镇定、化精神的焦虑为内心的平静的效应.
可见,尽管图书馆资源服务没有冠以阅读疗法

的名号,但其行动本身带有“辅助”和“陪伴”的意涵,
通过为公众提供读物而得以显现.对于整个社会,
尤其是对于方舱医院而言,读物成了“一种心理支持

形式”的象征[６].这实际上是阅读疗法在特定语境

下的表现,其社会功能通过嵌入图书馆资源服务的

方式得以发挥.

２．２　阅读疗法的“弥散性”:“方舱医院读书人”的阅

读推广

在面向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阅读疗法的另一特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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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弥散性”.阅读疗法的“弥散性”,意味着阅读疗法

以一种泛化的方式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向四周扩散,从
而对社会进行“浸润式”的治疗.“方舱医院读书人”引
起的广泛关注,侧面诠释了阅读疗法的这一特性.

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方舱医院投入使用至今,
“方舱医院读书人”持续受到网络社会的关注.截至

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主流媒体对“方舱医院读书人”的
报道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主流媒体对“方舱医院读书人”的报道

时间 单位 报道人 主题 网址

２０２０/２/６ 澎湃新闻 张丰
“方舱医院”的阅读者:用书

香守护希望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５８１８７９９

２０２０/２/１１ 新京报 杨朝清
“方舱医院读书哥”走红:心

安也是抗疫良药

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２０２０/０２/１１/６８７５２２．html?

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０

２０２０/２/１４
中国新闻

出版广电报
柯皓

我如何拍下“方舱医院”里

的读书哥

http://data．chinaxwcb．com/epaper２０２０/epaper/d７１７５/d４b/２０２００２/

１０４５４３．html

２０２０/２/１７ 广州日报 吴波
以笔为援,抗击疫情一线作

家纷纷发声挺武汉

https://gzdaily．dayoo．com/pc/html/２０２０－０２/１７/content_１２７４０１
_６８２７５０．htm

２０２０/２/１８ 湖北日报 柯皓
方舱医院里,我拍下两位读

书哥

https://epaper．hubeidaily．net/pc/content/２０２００２/１８/content_

２１４４４．html　

２０２０/２/２０ 人民网 人民网－海外版 “方舱”里的读书人 http://www．rmsznet．com/video/d１６７７７２．html

２０２０/２/２１ 新华网 新文旅日报
文旅中国[读书人]———方

舱医院中的解忧之书

http://myＧh５news．app．xinhuanet．com/h５/article．html? articleId＝

９８９５a０e５Ｇ３ca２Ｇ４０５fＧa８４aＧe２ea２feab６５３&share_device_token＝３B１E４B０３Ｇ

８８FAＧ４２１AＧAA９EＧCFED０B１１８２０６&share_time＝１５８２２５８６６７４２０&share_

type＝１&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０

２０２０/２/２６ 新华社 新华社
方舱医院:像“读书哥”一样

读会儿书
http://www．xinhuanet．com/２０２０－０２/２６/c_１１２５６３０１０７．htm　

２０２０/３/４ 成都商报
王勤

王拓

方舱里的读书人:刚来时很

焦虑是书籍让我平静下来

https://e．chengdu．cn/html/２０２０－０３/０４/content_６７１２８２．htm?

spm＝zm５０５６－００１．０．０．１．WeKKBG

２０２０/３/５ 中国广播电视报
李婧璇

汤广花等

有一种战“疫”方式叫“图书

馆式”
http://data．chinaxwcb．com/epaper２０２０/epaper/d７１９０/d１b/

２０２００３/１０４８１５．html

　　一时间,“方舱医院读书”成为自媒体的热词,例
如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中,“＃方舱医院读书哥出舱

了＃”这个话题,短短一周时间(数据截止到２０２０年

３月８日),阅读量就高达９８０１万次(见表３).
表３　新浪微博“方舱读书”话题阅读量

日期 单位 话题
阅读量

(万次)

２０２０/２/８ 凤凰网 V
方舱 医 院 读 书 哥 被 福 山

转发
５７８．５

２０２０/２/１２ 光明日报 V
博士 后 在 方 舱 医 院 淡 定

读书
６４．４

２０２０/２/２０ 澎湃新闻 V 方舱医院设读书角 １８６．７

２０２０/３/１ 澎湃新闻 V 方舱医院读书哥出舱了 ９８０１

２０２０/３/１ 楚天都市报 V 方舱读书的清流哥出舱了 ８５１．１

　　“方舱医院读书哥”躺在病床上阅读«政治秩序

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的照片以及他

带着小病友出院的消息,在抖音、推特等国内外自媒

体上被大量网友转发、点赞和评论,其中“治愈”“希
望”“感动”“释放”等高频词汇真实地体现了社会公

众的心理.“读书”“阅读”“书籍”“学习”等词汇被全

社会赋予了“抗疫”“希望”“心安”“解忧”“平静”等
意义.

在这次网络“狂欢”中,公众通过阅读“方舱医院

读书哥”而产生一种脱离直接环境和自我心理束缚

的体 验,即 一 种 “超 体 验”(TranscendentExperiＧ
ence)[７].这是阅读疗法所致力产生的效果,区别在

于:在方舱医院读书案例中的阅读,阅读疗法只是隐

性的存在,但其扩散的范围大大超越“阅读疗法书

目”的范围,比“泛阅读疗法”[８]还要宽泛.这是对

“阅读”的阅读,是一种集体阅读,也是一种针对可能

出现的“反结构”的“阈限”过程[９].
在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中,社会公众需要某种共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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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体验来摆脱未知和焦虑,从而尽快恢复到日常生

活的世界.方舱医院象征着一个包含生命希望的

“诺亚方舟”.在共同面对灾难的阈限期,方舱医院

建构出了一种亚文化,其医患关系等社会关系展示

了团结协作、互帮互爱等久违了的生活理想.这深

深触动了社会公众最为本真的渴望.此间“读书哥”
在媒体的推介中被阅读、被体验,读者的恐慌和彷徨

得到安抚,因而超出了“读书哥”自身,而被塑造成了

现代人表达知识、希望与平安的符号,社会因而

痊愈.
正如王波在«斯多亚哲学———值得重视的阅读

疗法良药»一文中所述:“面对极端天气、山崩地裂、
经济危机,人类的傲慢感、优越感顿时收敛,无力感

和谦卑感压上心头.不仅是重灾区的人,所有的旁

观者也都在不自觉地考量自己的心理素质、承受能

力,悄悄地做着将自己置身于灾区的思想实验,希望

能够建立最优的心理秩序、幸福观念.不仅国家领

导人在思考多难兴邦问题,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也在

暗暗地问自己:假如我遇到天灾人祸,应该持什么样

的态度? 怎样做才是明智的? 这些提问都是人何以

幸福地 为 人,何 以 有 尊 严 地、从 容 地 为 人 的 问

题[１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示出来的社会情

绪及其阅读式治愈,正是一种斯多亚哲学的阅读抗

灾效应.
阅读在突发事件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疗效,这

表明,当前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更多的

是以“嵌入性”和“弥散性”的方式发挥作用.事实上

这也恰好说明了阅读疗法成体系的专业性介入不

足,应急服务的社会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遮蔽

状态,离有效发挥还有较大空间.

３　双重限制: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功能发挥的瓶颈

尽管阅读疗法已在“图书馆式”的抗“疫”等应急

服务中显示出价值,其社会功能通过“嵌入”和“弥
散”的方式得以实现,但以特殊时期的社会整体为治

疗对象的主动干预相对较少.这与阅读疗法的功能

定位和学科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３．１　阅读疗法社会功能的实践局限

从整体社会事实的角度来看,目前阅读疗法的

社会整体视角还不够,离功能定位存在一定的距离,
表现为专业人员的社会参与度、社会大众的认同度

均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这又反过来决定了阅读疗

法的社会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和积极彰显,其对疫

情的介入远不及心理学那样活跃.

３．１．１　辅助治疗不够活跃

阅读疗法(Bibliotherapy)作为专业术语,源于

希腊语,意指书籍的治疗,因此又称图书疗法、读书

疗法等.１９１６年首次出现于«大西洋月刊»后,阅读

疗法的研究不断被西方世界推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期传入我国.９０年代,展闯等学者最早尝试阅读

疗法的临床应用[１１],验证了阅读疗法辅助治疗慢性

精神分裂症的有效性,阅读疗法不仅被图书馆学界,
还被心理学界关注,具有强烈的心理学色彩.

２１世纪初,王波与具有心理学科背景的同事傅

新合作研究阅读疗法,认为其科学性不仅体现在阅

读活动起源于人类治疗身心疾患的需要,自发生之

时就具有治疗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阅读过程既能带

来共鸣、净化、平衡、暗示、领悟等各种复杂的心理活

动,又调动着五脏六腑做着看不见的体操,这些活动

起到了调节情绪、锻炼器官机能的作用,从而收到保

健祛病的效果[１２].阅读疗法也就被理解为:“运用

医学、心理学等原理,通过有选择的读物和指导性阅

读,来寻求心理问题的答案和解决的方法,以此排除

读者的心理困扰与障碍,改善情绪,调整其心理状态

和行为方式,从而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１３].”在«阅
读疗法»一书中,王波将阅读疗法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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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可

见,阅读疗法的功能定位中不仅包含一种“自助式”
的阅疗,而且还包含另一种“他助式”的方式.从社

会整体视角来看,“他助式”阅读治疗方式呈现的是

一种交互的社会关系,这意味着阅读疗法面对社会

事件时应主动介入.
然而,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阅读疗法的介入远

不及心理学那样积极,这与其功能定位并不相符.
实际上,这也反映了阅读疗法专业实践存在一定的

问题.

３．１．２　实践研究过于狭窄

在全民阅读活动的热潮中,阅读疗法的工作实

践蓬勃开展,但实践研究的主体主要是图书馆,实践

范围也多在高校,而以特定社会整体为对象的专业

实践还非常少见.在这种情况下,阅读疗法几乎不

可避免地在优先考虑学科化、专业化的突破,对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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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实践工作有心无力.
虽然阅读疗法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较为小众,但

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１０余年的本土化改造,阅
读疗法逐渐加入了历史基因和民间土壤的中国特

质[１５],其内涵变得极大丰富,而且相关实证研究在

研究主体、对象、适用范围等都呈现出多元化、扩大

化趋势[１６].以泰山医学院宫梅玲为代表的实践探

索,主要应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力图将其

做成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一项特色服务[１７].但

是相比西方国家而言,我国图书馆界一直是阅读疗

法实践的主体,而且实践对象大多限于高校学生,阅
读疗法深入社会开展临床应用研究还很不足[１８].
在阅读疗法研究专业化和学科化的阶段,国内研究

者对“专业技法”的热衷,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其实深

受西方现代性意味的工具理性思维影响,因而本土

现代性的进程也快不起来.面向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时,一向将视野投放在大学生群体的阅读疗法,也就

难以适应非常状态下的公众需求.
阅读疗法在实践研究层面对学科、专业的理解

与行动与其功能定位差距较大.这限制了它对社会

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知识的借鉴,在阅读推广等方

面陷入了困境[１９].实际上,王波早就指出:“阅读疗

法研究要克服在狭窄学科内的低效率循环,必须扩

大视野,如文学界关于阅读疗法的研究、音乐界关于

音乐疗法的研究、宗教界关于经典疗法的研究等都

必须不断关注.各学科互动碰撞、彼此启发,才能促

进阅读疗法的繁荣[２０].”因而过于狭窄的治疗实践

及其研究,在应急服务中自然会暴露出对疫情等灾

变中的社会整体把握不准、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

模式理解不深入等问题,导致了介入行动及其显示

度不够的处境.
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与阅读疗法所处的学科发展阶段及研究状

况等密切相关,更与阅读疗法的客观处境有着紧密

的联系.

３．２　来自图书情报应急体系的辖制

从制度体系来看,阅读疗法主要归属于图书情

报研究领域,因而在应急服务体系中,阅读疗法必然

受到图书情报界的应急逻辑主导.为应对突发公共

事件,图书情报界基于公共机构的定位,主要从机

制、情报和资源等方面开展相关服务管理的研究和

实践.除了发挥作为临时避难场所的空间功能外,

图书馆学界对应急机制进行过不少探索.不过,相
当多的研究都将突发事件视为加诸图书馆的外在性

因素,强调由内而外的机制建设.如有的研究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现状和危机等多方面探讨图书馆构

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２１].注

重突发公共事件对社会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并不

多见.
就情报和信息服务而言,近年来刘建准等探索

了情报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的高效介入模型,
强调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手段的正确性与普适性[２２];
潘文文的研究发现,影响应急情报系统服务能力的

用户、技术和环境三因素中,用户因素对服务能力存

在直接正向影响,而技术因素和环境因素则通过用

户因素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产生正向影响[２３].可

见,忽视用户因素的图书情报系统在应急服务中也

难以有效发挥信息技术的功能.图书馆应该主动融

入社会,接近和理解社会公众,为阅读疗法应急服务

社会功能的发挥搭建平台.
实际上,国外学者还提出图书馆专业人员在应

急时应扮演好服务社区之角色,而社会组织应主动

教育和提高人们对紧急情况的影响的认识[２４].但

在重科技而轻人文的应急框架中,阅读疗法社会功

能的发挥还没有完全被意识到.其实,重大突发公

共事件的本质在于偶然性和社会性,突发事件暴发

于特定的社会时空,对特定社会和个人在情绪情感

等多方面会造成难以量化的影响.哈佛大学医学人

类学家凯博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文化系统和社会处

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疾病和苦痛[２５].同一

场瘟疫在不同的地方暴发其发展背景就不一样,必
须基于当时当地的特定语境倾注关怀.因此,投身

于科技理性的应急管理情报工程还必须注重人文向

度的“软情报”,走符合既定历史场景的本土现代性

道路.阅读疗法只有突破体制的桎梏,才能积极自

主地介入应急服务.

４　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社会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

综上可见,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实践不足,同时又

受到运行机制的限制,使得其社会功能更多地以“嵌
入性”和“弥散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前者通过资源

服务,或书目推荐服务,包括资源整理、书目推荐等

嵌入到图书馆的服务行动中,至于效果如何完全在

于读者自身的领悟能力,属于“自助式”阅读疗法;而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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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则体现了读者阅读的自发性、隐匿性特点,实际

上也是“自助式”的,同样见不到阅读疗法对疫情防

控等应急服务的主动干预.在疫情危机情境下,自
助性、自发式的阅读疗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

“图书馆式”的抗“疫”,显然无法满足应急服务中社

会公众对阅读疗法的实际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应当立足于社会情绪平复和社会心理保健的现实

需求,完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制度建设,以系统性、
有规划性地开展工作;建立健全大数据支撑下的阅

读疗法应急信息库,以准确理解和定位社会问题;健
全阅读疗法宣传教育的体制机制,以增强阅读疗法

在应急事件中的社会接纳度;拓宽社会公众参与阅

读疗法应急服务的有效平台,让阅读疗法的收益面

更加宽广;加强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条件保障,确保

阅读疗法在日常生活和应急事件中得到统筹兼顾.

４．１　重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组织框架

建立系统性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体系,协同社

会力量打造专业团队,并形成统一的应急调度,以系

统性、有规划性地开展工作.阅读疗法应急服务需

要专家学者积极发声,发挥凝心聚力的组织领导作

用,保证突发事件发生时应急服务有组织、有章法、
有声音、有行动.同时,要争取有关部门和政策的支

持,建立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组织与专业队伍.这支

队伍建议纳入到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阅

读与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框架之中,赋予协

调和指挥的权利与义务.此外,阅读疗法研究和实

践队伍应注重整合图书情报学、心理学、传播学、社
会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力量,组合一批具有不

同学科背景的应急团队,开展以特定社会下的读者

(治疗对象)为中心的阅读疗法的临床实践.
在新冠肺炎后疫情时期,业界应以问题意识和

组织架构为前提,结合特定社会需求制定和实施系

统性的介入方案,做好过程控制,强调疗效导向.专

业队伍在对应急服务对象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应加

强书目编制与推荐工作.当前,有的单位推出«鼠
疫»«血疫»等读物,实际上对社会心理情绪会产生很

大的副作用,在抗“疫”的特定时刻并不利于心理情

绪的疏导.王波所推荐的«沉思录»«哲学的治疗»
«哲学的慰藉»等斯多亚哲学方面的书目,以及«论
语»«苏轼传»等平和、快乐的书籍才更为合适.

４．２　建立大数据支撑下的阅读疗法应急数据库

阅读疗法在应急服务中发挥其社会治愈功能,

必须建立在对特定社会问题和受众有准确、精细的

把握的基础上,因此应依托图书情报系统,建立健全

应急数据库,以准确理解和定位社会问题,增强社会

心理干预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图书馆等相关机构应

于平时建立和完善一种双向互动的反馈渠道,突发

事件一旦暴发,即可及时采集和分析社会公众的需

求信息,理解社会问题并回应社会的关切.应急团

队应当强化“交互式”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准确诊断

社会问题,提高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主动性和精准

度,为将阅读疗法应急服务从自发阶段推向自觉阶

段奠定基础.交互理念要求阅读疗法尊重社会公众

的能动性、反身性和联动性.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

中的社会公众,相对“局外人”而言普遍具有相似的

社会心理,形成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事实;但
同时不同阶层、教育背景、年龄和职业的人又在情绪

处理和应急行为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会随着网络

信息、人际传播和生活际遇的改变而改变.这就要

求阅读疗法适时掌握社会需求信息,在互动中动态

调整治疗方案,从而推进阅读疗法的社会化、生活化

和普及化,以便更普遍而有针对性地发挥社会疗愈

作用.

４．３　健全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宣传教育的机制

阅读疗法的宣传教育不仅可以增加自身的可信

度和赞誉度,而且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配合程度和

治愈信心,但这需要主动的宣介,而不能寄希望于受

众/读者的传播.当前阅读疗法社会功能的发挥处

于“嵌入”和“弥散”的自发状态,表明阅读疗法尚未

成为普通大众在突发事件中的自觉选择,换言之,阅
读疗法的知名度和被接纳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图书馆界的阅读推广活动,心理学界的临床实

践,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等等方面都可以开展对阅

读疗法的宣传教育,让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广为人

知,目标在于使阅读疗法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成为受

灾民众的有意识的选择.运行和健全阅读疗法宣传

教育的机制,是阅读信仰和阅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

分.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宣传教育应分别依托高校图

书馆和各级公共图书馆,借助原有的宣传教育框架、
活动和方法,在通识阅读、大众阅读等方面厚植阅读

情节;同时要充分开拓新媒体渠道,将阅读服务以客

户端等形式直接送达用户/读者端,将阅读疗法以

“软文”形式“植入性行销”于突发事件中.在“方舱

医院读书人”案例中,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通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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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而对大量的社会读者产生了治愈的效果,说明

网络时代的阅读疗法应该借助大众传播渠道形成群

体治疗效应,增强对单一个体的心理治疗作用.“图
书馆式”的抗“疫”实践表明,传媒对阅读疗法社会功

能的发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图书馆界应

与传媒深度融合,借助新媒体网络,将形式多样的阅

读资源主动推送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４．４　拓宽社会公众参与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有效

平台

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目标群体主要是处于突发

公共事件之中和之后的社会公众,而阅读疗法又需

要相应对象的配合和参与,因此应大力拓宽社会公

众参与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平台,实施“多元化”的
阅读疗法应急服务举措,保障阅读疗法覆盖全社会,
贯穿全过程周期,让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最大化地

发挥.为此,图书馆学专家需要和心理学专家加强

合作,在深入调查研究灾后民众心理问题的基础上,
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社会群体量身

定制参与渠道和平台.同时,这个特殊的阅读空间

应整合学者、心理咨询师、记者、作家、政府官员、出
版商等社会力量,为特定社会群体提供阅读诊断、阅
读方案制定、阅读疗程跟踪和评估推广等方面的多

元选择.其中,“阅读空间”向“悦读空间”的转换是

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阅读疗法应借助自媒体等大

众传播方式,开辟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网络平台,不
仅因应时空阻隔的客观要求,而且顺应信息时代的

发展趋势,对于突发事件可以及时而广泛地提供心

灵驿站、抗灾阵地、阅疗平台.

４．５　加强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条件保障

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工作的制度、体系、文化和平

台等方面的建设,离不开基本的物质保障.业界应

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物质、资金和人力对应急服务

的投入,包括积极向图书馆等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加强与出版社、数据商等商业机构的合

作,联合地方政府、新闻媒体协同发展,以及和作家、
心理学家、舆论领袖等个体的友好互动,以及对全社

会敞开捐赠平台和渠道等等方式,都可以改善阅读

疗法应急服务工作的物质条件.高校图书馆可以与

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合作,公共图书馆可以和社区

医院合作,广泛地调动和优化资源配置,使阅读疗法

拥有实践基地,拥有软硬件条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的暴发.这需要业界专家和图书情报界同行达成共

识,协力推动,争取应急部门、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

的持续支持与投入.当条件得到充分保障后,阅读

疗法的应急实践不仅可以常备无患,而且在关键时

刻才能释放稳定持续的力量.
当然,以上五个方面的建设,并不是孤立地发

展,而应该是系统推进、有机生长.惟其如此,阅读

疗法应急服务才能应对社会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

５　结语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借助传媒阅读“方舱医

院读书人”的故事,民众整体性地对阅读的治愈功效

产生共情,这是传统阅读疗法研究未曾关注到的现

象.“图书馆式”的抗“疫”实践表明,阅读疗法在应

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也是有疗效的.但是,阅读

疗法应急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诸多限制,与社

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保证应急服务中

阅读疗法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阅读疗法专家学者

应当合力组建专业团队,创建阅读疗法应急服务体

系.这个工作体系应以社会情绪康复和社会信心建

设为导向,从完善应急服务制度、建立应急服务信息

库、加强阅读疗法宣传教育、扩宽社会参与平台和加

强服务工作条件保障等五个方面出发,充分把握突

发事件暴发前后的社会变化,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关

切,并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推进阅读疗法的社会化、生
活化和普及化发展,以便更好地发挥阅读疗法的社

会疗愈作用,彰显业界的社会担当.当阅读疗法社

会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得以践行后,全社会将会逐

渐树立阅读“健心”、阅读“强魂”的意识,这种社会意

识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能够培养临危不惧的超然心

态和有条不紊的理性行动,而这正是阅读疗法所致

力于构建的现代生活形态.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十分严重,国内疫

情防控工作仍然十分艰巨,疫情带给社会的创伤及

其后遗症仍然不容忽视.在“后疫情”时期,受伤的

心灵需要康复,社会的信心亟待重建,阅读疗法社会

功能的发挥显得愈加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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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iveApproachestoPlaytheSocialFunctionof
theBibliotherapyinEmergencyService

—theCaseof“LibraryApproach”toFightingtheEpidemic

SunHonglin　GaoFan

Abstract:ThepaperdiscussesthesocialfunctionsandpracticalcharacteristicsofthebibliotherapyineＧ
mergencyserviceandexploreseffectiveapproachesoftheservice,thusrevealsthesignificanceofbiblioＧ
therapytoensurethesocialhealingfunctioninemergencies．Itconductsempiricalresearchbasedoncase
studyof“TheReaderinFangCang”asanapproachoflibrarytofightingtheepidemicbyexploringthepatＧ
ternsofreadingtherapyindealingwithemergenciesfromtwoaspectswhichareembeddedanddiffused．
TheresearchconcludesthatbibliotherapyshouldbeguidedbysocialemotionalrecoveryandsocialconfiＧ
denceconstructioninemergencies,anditssocialhealingfunctioncanbeeffectivelyexertedfromfiveasＧ
pects:improvingemergencyservicesystem,establishingemergencyservicedatabase,strengthening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reading therapy,broadening the platform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trengtheningtheguaranteeofserviceworking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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