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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图书馆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研究∗

———基于后疫情时期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阅读疗法需求与应用调查

□王景文

　　摘要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华北理工大学等５所高校具有良好的阅读疗法实践基础,以其为

调查对象,对突发事件下大学生的心理状况、阅读疗法书目需求、阅读疗法应用的倾向性、方式与

需求进行统计分析.由此,从阅读疗法应急服务能力、阅读疗法书目、应用模式及主题活动体系

建设等方面,提出突发事件下大学生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建设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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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２５２．１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４

　　２０２０年１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发生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之

下,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发生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教育部

早在２０２０年１月就发布了延期开学通知,这是对青

年学子的最好保护.延期开学状态下,大学生们度

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一个最长的寒假.疫情主导

下的生活模式打乱了大学生们原有的、规律的生活、
学习及社交方式,也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心理带来

一定冲击.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虽然持续向好,
但疫情对人的心理影响短时间内仍无法消除,大学

生的心理问题也会不同程度的持续存在,甚至一些

大学生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容易产生失眠、焦
虑、孤独、压力、抑郁性障碍、学习功能受损等问题,
后疫情时期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为

此,一批批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等心理工作者积极

投入到“心病”防治工作中,在疏导社会恐慌情绪、加
强心理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除了医学、
心理学的介入外,阅读疗法作为一种辅助心理疗法

从未缺席,其在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心理危机干预优

势逐渐显露,应用潜力正得到释放.

２００３年“非典”事件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书

梅发表«后SARS时代与书目疗法»一文,探讨了阅

读疗法应用于灾后心理援助的相关问题.在２００８
年汶川大地震、２００９年我国台湾地区“八八水灾”事
件中,陈书梅发起了情绪疗愈绘本书目的编制与推

送活动,藉以疗愈突发事件带给人们的心灵创伤[１].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武汉“方舱医院读书人”
读书抗疫的故事展示了阅读的疗愈力量;一份由“战
疫”一线医护人员开列的抗疫书单迅速走红网络[２];

２月２５日,由阅读疗法专家指导编写的«新冠肺炎

疫情下的阅读疗愈作品»在«图书馆报»上发表[３];３
月２９日,华北理工大学阅读疗法团队编写了«新冠

肺炎疫情下大学生阅读疗法推荐书目»,发表于该校

疫情防控专题网,并重点推荐给该校６００余名湖北

籍大学生[４].此外,还有很多图书馆在疫情防控期

间推出阅读疗法服务项目.在这场举国上下共抗疫

情的“全民战役”中,阅读疗法发挥了社会心理疗愈

作用.
然而,阅读疗法作为一种新颖的辅助心理疗法,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引入中国[５],发展历史短暂,无
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积累均较薄弱,特别是针对

突发事件下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研究尚未引起重

视.本研究基于应对突发事件的视角,通过自行设

计的调查问卷,对后疫情时期大学生的心理状态、阅
读疗法认知态度、应用与需求情况等进行调查分析,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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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提出突发事件下图书馆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策

略,以指导大学生通过阅读疗法解决心理健康问题,
理性面对创伤性事件,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筑
牢疫情防控的心理防线.

１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利用问卷星自行设计、发放与回收电子问

卷.选择具有良好阅读疗法实践基础的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华北理工大学等５所高校为调查对象,通过

所在学校的阅读疗法社团、读书会或相关的读书组织

进行电子问卷的发放.为保证质量,问卷进行防重复

填写设置.主要调查内容包括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

的心理状况,大学生的阅读疗法书目需求,阅读疗法

应用的倾向性、方式与需求等.本次调查问卷于４月

１日发放,４月１０日回收,剔除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

问卷２１１７份.利用问卷星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利用

Excel表、图悦软件等进行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调查表明,参与调查的大学生生源地分布广泛,

除了我国的澳门、台湾地区外,其他３２个省级行政

区都有大学生参与.排名前５的生源地分布为:山
东(５９．１４％)、河北(８．１７％)、湖北(７．３７％)、浙江

(５３４％)、四川(４．２％),其中,山东省在参与人数上

占绝对优势,这与该地区良好的阅读疗法发展基础

密不可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突发事件后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及其分析

准确地评估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是开展对症阅读

治疗、打赢“心理战疫”的基础与前提.图１显示,受
疫情传播风险高、防控难度大及社会认知度不足等

因素的影响,疫情期间大学生们情绪起伏较大,担心

自己、家人或朋友被病毒感染,容易出现过度紧张、
焦虑(７６９５％)、恐惧情绪(５８３４％);过载的疫情负

性信息、蔓延的恐慌情绪会传递给大学生,容易使他

们情 绪 低 落、沮 丧、精 神 不 振,陷 入 抑 郁 情 绪

(４０３４％),甚至出现作息、饮食与睡眠不规律等生

理应激反应(３８０７％);居家在线学习过程中,面对

授课模式、学习方式等的变化,７１３７％的大学生出

现了适应性问题,感受到学习、考试与考研压力;延
迟开学情况下,毕业生在实习、论文撰写与答辩等环

节都与在校期间有很大不同,而企业招聘市场需求

的低迷、就业形势的严峻使得占６８６３％的大学生

感受到毕业就业压力;疫情防控下的“社交疏离”导
致３５９５％的大学生陷入孤独情绪;疫情的特殊经

历给大学生们上了深刻一课,８９１８％、８７８６％的大

学生更加关注健康与生命教育,以及价值、责任与担

当等人生课题.

图１　大学生的心理状态

综上,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大学生都

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一系列心理应激反应,出现了恐

惧、焦虑、抑郁情绪、孤独感及压力(学习、毕业就业

压力)等心理问题.持续的负性情绪的叠加冲击,又
导致大学生出现了应激的生理行为反应,而这又会

反过来加重其心理问题.面对心理与生理问题的双

重冲击,在做好身体防护的同时,打好疫情防控的

“心理战疫”更为重要.疫情的特殊洗礼加深了大学

生对健康与生命教育以及人生课题的省思与关注.
因此,如何应用阅读疗法介入疫情防控的“心理战

疫”,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成为突发事件

下图书馆不容忽视的课题.

２．２　大学生阅读疗法书目需求及其分析

书目的开列是阅读疗法实际应用中相当重要的

一环.图２显示:为丰富生活、充实内心、调节情绪、

图２　阅读疗法书目需求情况

增强心理免疫力,大学生对成长励志类(５９％)、心理

能量类书目需求最多(５８．１５％);了解疫情与阅读疗法

知识有利于做好疫情防控,分别有４３．９３％、２４１４％
的同学选择阅读科普类、阅读疗法类书目;心理压力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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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学生在疫情冲击下产生的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应

激状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大学生对释放压力

类书目需求较大(５３５７％);对疫情的过度恐慌、担忧

使许多大学生(４１３３％)深陷焦虑情绪之中,他们需

要通过阅读“抗焦虑类”书目来消除焦虑情绪,保持平

和心态;分别有３７．１８％、２８．４４％的同学选择阅读“心
理学类”“抑郁类”书目,以认清个人的心理现实、祛除

抑郁情绪、提高心理调节能力;２２．３４％的大学生希望

从“毕业就业类”书目中获得帮助与指导,以应对严峻

的就业形势;为克服居家隔离带来的孤独感,对祛除

孤独类书目的需求也占到１８％.
对不同心理问题的书目需求进行交叉分析(表

１),并作卡方检验(表２),可了解不同心理问题的阅

读疗法书目需求特点,以及心理问题(反应)与书目

阅读需求之间差异性,为阅读疗法书目编制与推荐

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信息.
表１　大学生心理问题(反应)与阅读疗法书目需求的交叉分析

心理问题(反应)

书目类型(X\Y)　　　

心理

能量类

成长

励志类

心理

压力类

抗焦

虑类

知识

科普类

心理

学类

抗抑

郁类

毕业

就业类

阅读

疗法类

祛除

孤独类

恐惧情绪 ５９％ ４６％ ５６％ ４３％ ４６％ ３９％ ３０％ ２４％ ２４％ １８％

焦虑情绪 ５９％ ５９％ ５４％ ５２％ ４６％ ３９％ ２９％ ２３％ ２５％ １８％

抑郁情绪 ５６％ ５６％ ５７％ ４６％ ４１％ ３７％ ５１％ ２３％ ２３％ ２０％

作息、饮食与睡眠失调 ５４％ ５４％ ５４％ ４５％ ４１％ ３８％ ３２％ ２２％ ２３％ ２０％

社交孤独感 ５５％ ４７％ ５３％ ４６％ ３９％ ３９％ ３２％ ２１％ ２４％ ５０％

学习、考试与考研压力 ５７％ ５９％ ５５％ ４２％ ４５％ ３８％ ２８％ ２０％ ２４％ １８％

毕业就业压力 ５７％ ５９％ ５１％ ４３％ ４６％ ３８％ ２９％ ５２％ ２５％ ２０％

健康与生命教育 ６０％ ６０％ ５５％ ４３％ ４５％ ３８％ ２９％ ２３％ ２５％ １８％

人生课题 ６０％ ６０％ ５５％ ４３％ ４５％ ３８％ ２９％ ２３％ ２５％ １８％

平均值 ５７％ ５６％ ５４％ ４５％ ４４％ ３８％ ３２％ ２６％ ２４％ ２２％

表２　大学生心理问题(反应)在不同类型书目需求上的差异性检验

心理问题(反应)

书目类型　　　
χ２/P

心理

能量类

成长

励志类

心理

压力类

抗焦

虑类

知识

科普类

心理

学类

抗抑

郁类

毕业

就业类

阅读

疗法类

祛除

孤独类

恐惧情绪
χ２ ５．５８３ ３．５９１ １３．２０５ ３．８９４ ５．４３１ ４．６０７ ３．０３１ ５．５６０ ０．８０９ ０．０４３

P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６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６ ０．１００ ０．２２０ ０．０６２ ０．６６７ ０．９７９

焦虑情绪
χ２ ３．０１７ ０．２３７ ７．０７５ ０．９６１ １８．１０８ ５．７５１ ３．７４３ ２．３６８ ３．３３８ ７．０７２

P ０．２２１ ０．８８８ ０．０２９∗ ０．６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０．１５４ ０．３０６ ０．１８８ ０．０２９∗

抑郁情绪
χ２ １０．３７０ ６．７２２ １０．９３３ １５．６１１ １２．２０８ ０．２８４ ７．５５９ ２．５９１ １０．１４２ ７．２４８

P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８６８ ０．０２３∗ ０．２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７∗

作息、饮食与

睡眠失调

χ２ １６．３１６ １２．４６５ ３．８１２ ５．９９０ ６．７９４ ０．２１９ ７．３８４ ０．０１８ ２．４２７ ３．５２４

P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９ ０．０５∗ ０．０３３∗ ０．８９６ ０．０２５∗ ０．９９１ ０．２９７ ０．１７２

社交孤独感
χ２ ７．５７４ １２．５９２ １０．１６９ ８．９４８ ２１．８０４ １．９１１ ８．５２４ １．３２６ ３．６２２ ８．３７２

P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５ ０．０１４∗ ０．５１５ ０．１６４ ０．０１５∗

学习、考试与

考研压力

χ２ １１．６４２ １．１５３ ９．２５５ ７．１６４ １．３７０ ０．８５８ ０．５２８ ０．３１２ ０．１５９ ４．８９６

P ０．００３∗∗ ０．５６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５０４ ０．６５１ ０．７６８ ０．８５５ ０．９２３ ０．０８６

毕业就业压力
χ２ ３．５０３ ０．２３６ １．９１４ ３．９８６ ９．５３３ ２．２４９ ２．０６８ １６．５７９ ０．９９５ １２．００１

P ０．１７４ ０．８８９ ０．３８４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９∗∗ ０．３２５ ０．３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８ ０．００２∗∗

健康与生命教育
χ２ ２０．５２２ １２．７６９ １０．１１６ １５．４４１ １５．２０７ ５．６１１ １．９８０ ２．９１６ ４．７７７ ９．６０６

P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０．３７２ ０．２３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８∗∗

人生课题
χ２ ２４．６９２ １１．２６４ ８．８７３ ２２．１５５ ５．４８１ ７．９１９ １１．２１０ ２．２７６ ３．８６５ １．２３１

P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３２０ ０．１４５ ０．５４０

(注:∗:p＜０．０５,∗∗:p＜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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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反映了不同心理问题(反应)与书目需求之

间的数量关系.行与列交叉点的数值表示某一种心

理问题(反应)对不同类型书目需求的比率.其中,
不同的心理问题对“心理能量类”“成长励志类”“释
放压力类”书目的需求最多,其占比平均值分别为

５７％、５６％、５４％.特别是“健康与生命教育”及“人
生课题”这两种问题,对“心理能量类”“成长励志类”
书目的需求更是达到６０％.表明大学生对综合性

阅读疗法书目,以及应对综合性心理应激状态———
心理压力类书目的需求最多.此外,不同心理问题

(反应)与书目需求之间又具有对应性,比如,“焦虑

情绪”“抑郁情绪”问题对“抗抑郁类”“抗焦虑类”书
目的需求占比分别高达５２％、５１％.

表２中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了大学生的心理问

题(反应)与书目需求之间的差异性.其中,以下心

理问题(反应)在书目需求上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

义:恐惧情绪对心理压力类书目;焦虑情绪对心理压

力、知识科普、祛除孤独类书目;抑郁情绪对心理能

量、心理压力、抗焦虑、知识科普、阅读疗法、成长励

志、抗抑郁、祛除孤独类书目;作息、饮食与睡眠失调

问题对心理能量、成长励志、抗焦虑、知识科普、抗抑

郁类书目;社交孤独问题对心理能量、心理压力、抗
焦虑、知识科普、成长励志、抗抑郁、祛除孤独类书

目;学习、考试与考研压力对心理能量、心理压力、抗
焦虑类书目;毕业就业压力问题对知识科普、毕业就

业、祛除孤独类书目;健康与生命教育问题对心理能

量、心理压力、抗焦虑、知识科普、成长励志、祛除孤

独类书目;人生课题对心理能量、心理压力、成长励

志、抗焦虑、心理学、抗抑郁类书目的需求等.
综上,一方面,大学生对综合性阅疗书目(如心

理能量类、成功励志类),以及具有综合性疗愈功能

的对症阅读疗法书目———“心理压力类”书目需求

多.这表明,通过阅读疗法保健、养生、增强心理免

疫力及应对疫情下的心理压力,是大学生共同的、最
主要的书目需求;另一方面,大学生在不同心理问题

(反应)与书目需求之间又体现出“对应性”,这为不

同心理问题的阅读疗法书目编制提供了参考信息.

２．３　疫情期间大学生阅读疗法应用的特点分析

２．３．１　阅读疗法应用的倾向性

阅读疗法倾向性反映了大学生对阅读疗法的认

知态度、选择偏好与行为趋向,是应用阅读疗法的动

力因素.图３显示,近些年来,随着阅读疗法的推广

应用,大学生对阅读疗法的知晓度、认同度提高,倾
向性显著,分别有５６６８％、９１２１％、７０４８％的大

学生了解、认同阅读疗法,肯定其心理疗愈作用;

５６５％的同学通过参加阅读疗法活动来“以书交

友”,扩大读书疗愈圈;３７５５％的大学生认为,阅读

疗法师的专业素养对他们参加阅读疗法有很大影

响;而在功利性因素驱使下被动参与阅读疗法的占

比较低.这反映出大学生对阅读疗法的正向评价与

积极期待.

图３　阅读疗法应用倾向性调查

为考察不同地区的疫情程度与阅读疗法应用倾

向性的关系,需要对二者进行交叉分析.选择参与

问卷调查人数居于前１０位的１０个地区,将认同阅

读疗法的人数的占比作为阅读疗法倾向性的量化

值,结果见图４.图４表明,处于疫情重灾区的湖北

地区大学生的阅读疗法倾向性(占９６１８％)最为显

著,高出均值(９１２１％)近５个百分点,他们对“阅读

战疫”更为重视.此外,山东、河北地区大学生的阅

读疗法倾向性值较高(分别为９４２５％、９４２２％).

图４　不同地区阅读疗法应用的交叉分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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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大学生对阅读疗法有着较高的知晓度、认
可度及应用倾向性,这些成为其应用阅读疗法的重

要推动力.“助力心理成长”是阅读疗法的价值所

在,也是阅读疗法得以推广应用的主要因素.“读书

疗愈圈”往往是依托于社团活动逐步形成的,具有

“分享阅读成果,共获心理成长”的功能,尤为大学生

所青睐.阅读疗法师的专业素养影响着阅读疗法质

量与行业形象,也是吸引大学生应用阅读疗法的重

要因素.此外,大学生的阅读疗法倾向性与所在地

区的疫情程度、阅读疗法基础等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因此,如何在心理疗愈功能、社团组织及阅读疗法队

伍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关乎阅读疗法的推广应用

与发展前景.

２．３．２　大学生阅读疗法应用方式、需求及其分析

疫情之下,心理防护与身体防护同样重要.阅

读疗法是通过对“文献”(既包括纸质材料,也包括音

频、视频资料等)的“阅读”,达到养生或恢复身心健

康的一种方法.因此,音乐与影视赏析也常作为阅

读疗法的应用方式.音乐能直接作用于大脑主管情

绪的中枢,降低、减轻人的焦虑水平和负面症状[５].

影视赏析作为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其心理调节

作用不可低估.图５显示,听音乐(８１３９％)、看影

视节目(８０４％)尤为大学生所青睐;６１１２％的大学

生通过倾诉聊天来宣泄不良情绪,获得情感支持;读

书治疗有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证基础,５６２１％的大学

生 通 过 读 书 解 决 心 理 问 题;分 别 有 ５１５４％、

４８４２％、１２５２％的大学生通过“运动”“打游戏”“写
作”来释放压力、娱乐身心、宣泄情绪;大学生对求助

“心理咨询”持消极态度.

图５　心理问题的阅读疗法应对

１０６７份问卷对阅读疗法工作提出了“建议”.

利用“图悦”软件对所有“建议”的文本数据进行词频

提取与权重分析,生成词云图,如图６所示.词频是

一个词在文章或一段文本中出现的次数.一般而

言,某个词出现的次数越多越重要.频次≥１７次的

前２８个热词构成词云图的主体,据此将大学生的建

议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开展多样化的阅读疗法活

动,包括读书、讲座、共读书、交流会、征文、赏析、诵
读７个热词;二是加强心理问题的阅读疗法干预,包
括老师、学生、健康、心理、缓解５个热词;三是推荐

阅读疗法书目,包括推荐书、好书、电影、共荐书４个

热词;四是阅读疗法宣传推广,包括推广、宣传、力
度、措施、常态化、枯燥、趣味性、吸引力、奖励、加油

等１２个热词.

图６　词云图———大学生建议中的热词词频

综上,新冠疫情虽然对大学生的身心造成了较

大冲击,但大部分同学都能通过“读书”“听音乐”“看
影视节目”“写作”等方式“自助式”地加以应对.从

图书馆的角度看,这几种方式也常在阅读疗法中综

合应用,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图书馆的立体化阅读

疗法模式[６].结合词云图的分析,疫情期间大学生

还希望图书馆提供“他助式”或“交互式”的、专业化

的阅读疗法服务,并举办多样化的主题活动.此外,

大学生在阅读疗法书目服务、宣传推广及提高阅读

疗法吸引力与趣味性等方面也提出了建议,这些反

映出大学生对阅读疗法工作的多元化需求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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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突发事件下图书馆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建设性

策略

３．１　提高图书馆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能力

英国作家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

所”.阅读疗法的疗愈功能已为国内外大量的理论

与实践所证实[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高校图书

馆一方面要保障高校“停课不停学”,开展读者基础

服务,更应主动作为,做好突发事件下的阅读疗法应

急服务.
首先,开展突发事件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监测

与调控服务.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后,社会公众往往会产生普遍性的恐慌、焦虑和各种

非理性行为,大学生群体也不例外.本文的调查表

明,这场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大学生带来的

心理影响与伤害是长久而深远的.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下,大学生较为普遍地出现了恐惧、焦虑、抑
郁情绪、孤独、学习与毕业就业压力等心理问题,有
的甚至出现了失眠与饮食失调等应激的生理行为反

应.图书馆的阅读疗法服务不仅要关注突发事件本

身,还要通过舆情分析、问卷调查、心理测评等手段,
加强大学生特别是疫情重灾区大学生的心理状态监

测与调研,评估其心理状况与心理需求,及时识别心

理危机人群,以便阅读疗法服务团队对接跟进,开展

分类的阅读干预治疗,对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苗头

及时上报并提出应对方案.突发事件后大学生心理

问题的监测与调控是制定针对性的阅读疗法应急服

务对策的基础.
其次,开展大学生阅读疗法应急心理健康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图书馆可组建由图书馆、大学生心理

咨询中心、心理学院(系)、思政部门、学工处等相关

部门人员组成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团队[８],形成阅

读疗法服务合力,通过联合开展心理干预与阅读辅

导等方式,为大学生提供阅读疗法心理危机干预和

心理疏导服务.服务对象主要是突发事件下出现心

理问题、心理异常或其他心理危机情况的大学生.
其服务方式一般是以热线电话和网络为媒介,开展

在线的阅读疗法应急个案干预或团体辅导服务,必
要时也可进行线下的阅读干预治疗.图书馆要通过

网络、手机短信及微信公众号等向大学生公布阅读

疗法心理支持热线和在线的网络服务平台,为大学

生提供阅读疗法应急心理援助.服务目标是通过阅

读疗法应急干预缓解大学生疫情下的精神压力,解
决其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开展人文化关怀.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在阅读疗法应急干预服务中,如果感

觉当事人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超出阅读疗法心理危

机干预的能力范畴,一定要适时转介.
第三,开展阅读疗法应急培训与知识宣传.图

书馆要分析突发事件后大学生面临的主要心理问题

及其特点,通过建立阅读疗法专题应急服务网、微信

公众平台、网络专刊等媒介,或采用线上线下的阅读

疗法讲座、教育培训等方式,加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

阅读疗法干预与疫情防控知识培训,营造“阅读抗

疫”氛围,引导大学生形成合理的自我认知,平抑负

性情绪,减少非理性行为.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

图书馆就在其网站上建立了EmergencyAssistance
Links(突发事件援助网),为读者应对突发事件提供

支持服务[９].华北理工大学图书馆主办的«阅读疗

法导刊»(疫期专刊)整合了阅读疗法与疫情防控知

识、书方、成功案例等,发挥了“阅读抗疫”园地的作

用.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为大学生开展了

“后疫情下的心理自疗———阅读疗法讲座”,助力大

学生从阅读中获得心理正能量,进行全方位的心理

调整与重建[１０].
第四,开展阅读疗法应急心理健康教育与生命

教育.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引发了大学生对生命

教育与心理健康的重视与需求,图书馆阅读疗法应

急服务有必要对此进行回应.而阅读疗法课程作为

高校推广普及阅读疗法、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

的有效形式,从其登上大学讲堂以来一直是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组成部分[１１].图书馆应将心

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疫情防控知识与技能、应急

安全教育等纳入阅读疗法课教学内容,实现与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同向同行和互动协调,满足突

发事件下的阅读疗法应急心理健康教育需求.

３．２　满足大学生阅读疗法应急服务需求

阅读疗法是“以书当药”的.阅读疗法书目是阅

读疗法实施的首要条件与核心环节,是影响阅读疗

法效果的重要因素[１２].针对突发事件后大学生的

心理需求特点,建立起“综合性阅读疗法书目”与“对
症阅读疗法书目”相结合的书目体系十分必要,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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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满足疫情下大学生对阅读疗法书目的大众化的

一般性需求,也能满足瞄准特定问题或病症的“靶向

治疗”的需要.
首先,编制综合性阅读疗法书目,加强大学生的

预防性心理辅导与防护教育,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本文的调查表明,大学生对成长励志类、心理能量类

(文学心理学作品)、科普类(病毒及其防控知识)、心
理学类及阅读疗法类(阅读疗法知识)等综合性阅读

疗法书目都有一定需求,特别是对成长励志类、心理

能量类书目需求占比很高.心理能量类书目主要是

指由心理作家或长于心理描写的作家所撰写的心理

成长类作品,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心理疗愈力量,如美

国作家露易丝海的«生命的重建»、德国作家埃克

哈特托利的«当下的力量»等.这类作品会告诉读

者,在遭遇心理困境时该如何与情绪相处并管控情

绪,增强把握心理航舵的控制力.综合类阅读疗法

书目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自助能力,补充心理

正能量,使大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为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其次,编制基于心理问题的“靶向治疗”书目,解

决突发事件下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本调查表明,疫
情冲击下大学生出现了恐惧、焦虑、抑郁、压力与孤

独等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排

解或解决,长期的累积、叠加、郁积,容易发展成为心

理疾病.图书馆阅读疗法团队应在准确把握大学生

心理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征集专家推

荐意见并结合实践经验,遴选出针对性强、疗愈效果

好、认同度高的对症阅读疗法书目.在对症阅读疗

法书目中,尤其要重视心理压力类书目的编制,以便

于读者结合各自的心理需求进行“对症阅读”,通过

自助式地阅读治疗来祛除负性情绪,解决心理问题,
缓解与释放心理压力,恢复身心健康.

第三,基于大学生对不同类型阅读疗法书目的

需求强度,确定书目推荐的重点与优先级.一般而

言,阅读疗法书目的编制需要组建专业团队,并遵循

一定的编制原则,按照一定的方法与流程进行,这往

往需要一定的时间、经历一个过程[１３].然而,突发

事件下的阅读疗法书目编制具有时效性、应急性,因
此,应按照大学生对不同类型书目需求的强度,确定

书目编制的优先级次序,优先保证重点需求,再由点

到面地进行.基于本文的调研分析,成长励志类、心
理能量类、心理压力类这三类书目应作为重点需求

书目进行优先推送;其次为科普类(病毒与疫情防控

知识)、抗焦虑类、心理学类、抗抑郁类、阅读疗法类

及孤独类书目等.此外,大学生对影视、音乐作品尤

为青睐,这就要求书目编制中,要尽可能地选择多种

载体类型,以满足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与偏好.如美

国 CompassionBooks公司在书目推荐中同时为求

助者提供图书、视频和音频作品,以帮助求助者克服

各种社会与心理问题[１４].

３．３　加强阅读疗法模式和体系建设

３．３．１　加强阅读疗法的“三力”建设

第一,加强阅读疗法“治愈力”建设.心理疗愈

功能是阅读疗法作为一种辅助疗法的价值所在,而
所有的辅助疗法都不够“精密”[１５],这也是阅读疗法

的科学性饱受质疑的原因之一.疫情防控期间,图
书馆一方面要根据大学生的实际需求主动开展在线

的个案或团体阅读治疗,让大学生切身感受到阅读

疗法的“治愈力”.如湖北文理学院张鑫加入了襄阳

市“疫情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多次应用阅读疗法

帮助市民及大学生缓解、消除疫情压力下的不良情

绪,取得了良好反响[１６].另一方面,图书馆可通过

案例研究、实验研究等为阅读疗法的效果提供证据

支持.大学生能在阅读疗法中受益,或通过文献阅

读见证阅读疗法的效果,将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应用

阅读疗法的积极性.第二,加强阅读疗法社团建设,
扩大阅读疗法“辐射力”.阅读疗法社团是推广阅读

疗法的有效组织形式,也是阅读疗法朋辈互助的平

台,它将热爱读书的成员紧紧凝聚在一起.成员们

在社团活动中以书会友、共获心理成长.社团活动

的过程也是播撒阅读疗法种子、扩大阅读疗法辐射

力与影响力的过程.第三,提高阅读疗法师的专业

胜任力.专业胜任力是阅读疗法师从事阅读疗法工

作的能力,它包括专业素养(专业知识、专业技能)、
职业道德、专业精神等要素,是影响大学生阅读疗法

应用倾向性的重要因素.图书馆应该通过业务培训、
学术交流以及自学等多种途径提高阅读疗法师的专

业胜任力,以保证阅读疗法的顺利实施与目标达成.

３．３．２　建立自助、他助相结合的阅读疗法应用模式

有俄罗斯学者将阅读疗法分为“自发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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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类型,前者是“自己是自己的心理工作者”,
而后者是图书馆员作为阅读疗法的主持者,这与“自
助式”“他助式”的阅读疗法类型划分相对应[１７].
(１)加强自助式阅读疗法的推广应用.图书馆要做

好阅读疗法知识、技能的普及与培训,为大学生开展

自助式阅读治疗导航,提供“专业支撑”.此外,还要

加强书方的研制,便于大学生“对症取阅”“辩症施

治”.但自助式阅读疗法受到个人选书能力、阅读领

悟能力等的限制,其应用效果、适用范围等都有一定

局限性.特别是对于那些有较严重的心理障碍或心

理创伤的人来说,接受他助式的阅读疗法不可或缺.
(２)开展他助式(或交互式)阅读疗法.他助式阅读

疗法强调与人之间的接触,从书方的遴选、阅读辅导

到心理状态的测评等都需要阅读疗法主持者的全程

干预.这是一种人文化的全流程质量管理的阅读疗

法[１８],代表了图书馆阅读疗法的发展水平.在疫情

防控背景下,他助式阅读疗法更多的是需要线上进

行,因此加强在线阅读治疗平台建设尤为必要.

３．３．３　实现常态化阅读疗法活动与应急服务相结合

在目前疫情有可能零星散发甚至局部聚集性风

险仍可能较长时间存在的形势下,阅读疗法应急服

务应坚持“活动带动”“平战结合”原则,实现常态化

阅疗服务活动与应急服务(见本文３．１部分)的有效

衔接、结合,以满足突发事件下大学生的一般性与应

急性的阅读疗法服务需求.
常态化阅疗服务活动包括日常持续性活动及节

假日周期性活动.(１)日常持续性活动主要包括阅

读疗法与疫情防控知识宣传、讲座与培训、课程教

学、书方推荐及读书交流活动等,旨在满足疫情期间

大学生的一般性阅读疗法需求.它具有计划性、持
续性、常态化的特点,是图书馆工作体系的组成部

分.(２)节假日周期性活动主要围绕每年的迎新季、
毕业季、世界读书日、心理健康节等关键节点展开,
主要特点是找到节假日元素、大学生心理特点与目

标人群需求的契合点.在每年的迎新季,可利用新

生的探索性、参与意识及可塑性强等特点,宣传推广

阅读疗法,吸收他们加入阅读疗法社团,并在社团活

动中提高其阅读疗法意识、知识与技能,使其在今后

的大学生活中能自觉地利用阅读疗法维护心理健

康.此外,也可以通过举行阅读疗法团体辅导活动,

解决其入学之后在学习、生活与环境等方面的适应

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让今年的“世界读书

日”与往昔不同,“书香抗疫”“以读攻毒”等成为许多

图书馆“世界读书日”活动的主题,很好地起到了疏

导师生心理、缓解不必要的恐慌情绪等作用,体现出

图书馆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特殊价值[１９].阅读疗

法作为一种辅助心理疗法,与“５．２５心理健康节”的
主旨十分吻合,在心理健康节开展阅读疗法活动,可
使大学生掌握解决心理问题的新途径,有助于与心

理咨询形成维护心理健康合力.日常持续性活动、
节假日周期性活动的开展,将极大地提升阅读疗法

工作的活跃度,并借助于“活动效应”,实现阅读疗法

工作的“主题聚焦”与“效应放大”,从而扩大阅读疗

法的周知率与影响力.
常态化阅读疗法服务活动的开展要做到四个结

合:第一,阅读疗法理论、技术与应对突发事件的主

题相结合.要将阅读疗法理念、知识、技能、目标等

要素嵌入到疫情防控活动设计中,使其在活动中潜

移默化地传递给参与者,从而化解参与者的不良情

绪,增强其应对突发事件的情绪管控能力;第二,主
题活动与大学生的需求相结合.要调研先行,通过

问卷调查、心理量表测评、咨询访谈等多种方式加强

疫情下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与需求调研,增强主题活

动的吸引力、针对性;第三,趣味性与疗愈性相结合.
本文的调查表明,大学生对于电影与音乐赏析这类

轻松、愉悦的主题活动更为喜爱.这启示我们,站在

读者的视角,设计、策划与组织影音赏析、诵读、艺术

创作之类轻松愉悦、“寓疗于乐”的主题活动十分必

要;第四,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相结合.在疫情防控

时期,阅读疗法活动应以线上为主.比如在线阅读

治疗、在线书目推荐、阅读治疗咨询热线及在线讲座

等.任何形式的线下活动都要在满足疫情防控要

求、保障参与者健康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与局部应急处置仍有可能长

时期并存的情势下,作为一种重在“治未病”、藉由文

献资料的阅读来缓释压力、纾解负性情绪的辅助心

理疗法———阅读疗法的应用恰逢其时.新冠肺炎疫

情意外地成为检验图书馆阅读疗法应急服务能力的

一场“大考”.如何采取措施,加强阅读疗法专业团

队建设、应急服务内容与应急管理制度建设,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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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应急服务的“需求侧”与“供给侧”有效对接,构
建起突发事件下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体系,考验着

图书馆的智慧与应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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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veuniversities,includingShandongFirstMedicalUniversityandNorthChinaUniversity
ofscienceandTechnology,whichhaveagoodpracticeforreadingtherapy,wereselectedasthe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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