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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服务调查与分析

□刘倩雯∗　谈大军

　　摘要　提供满足当代大学生健康学习与研究需要的服务,是英国高校图书馆支持教学与科

研的创新举措.利用网络调查及馆员咨询的方法,调查了３０所英国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

服务现状,并对其中３所图书馆进行案例分析.英国高校图书馆提供了信息资源、物理空间与活

动项目三方面的健康支持服务,服务策略包括开展合作、设立团队、关注特殊需求、强调学生参与

服务、加强服务营销.我国高校图书馆应将支持学生健康的理念融入服务工作;联合校内机构及

寻求校外支持;组建专业的健康支持服务小组;关注危机学生群体及高压学习阶段;重视学生健

康需求与提升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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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１０年,向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报告心理疾病的

学生人数增加了五倍.健康问题引起了政府与高校

的关注,高校将健康作为战略重点,采取全校健康支

持措施[１],其中图书馆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奥特

莱(Alterline)研究机构在图书馆生活(LibraryLife
Pulse)调查中将“健康”纳入高校图书馆对学生生活

影响的四项核心指标之一,超过一半(５６％)本科生

表示图书馆对他们的健康有积极影响[２].
«２０２０中国大学生健康调查报告»指出８６％的

中国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出现过健康困扰[３].«“健
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

导纲要»等文件的发布为高校全方位、多途径、多形

式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供了指导.作为文献

信息资源中心,我国高校图书馆目前在支持学生健

康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如何深化与拓展相关服务

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对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服

务这一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国外的研究内容

主要包括:(１)高校图书馆开展支持学生健康服务的

优劣势、挑战、策略[４－５];(２)健康支持服务案例研

究[６－７];(３)从用户角度评估健康主题馆藏、健康支

持空间等的效果[８－９].国内的研究内容主要有:(１)
高校图书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可行性、优
势、路径或策略[１０－１１];(２)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法实践

与成效研究[１２－１３],开展阅读疗法的必要性、可行性、
优势、策略、模式[１４－１５];(３)国内高校图书馆心理健

康服务案例研究或服务效果探究[１６－１７],创新心理健

康支持服务的构想[１８].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研究

处在理论探讨、案例分析、服务效果研究阶段,全面

调查分析多所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服务现状与

策略的研究文献较少.英国高校图书馆健康支持服

务经验丰富,笔者希望通过较详细的调查与分析,总
结有效的服务策略以供我国高校图书馆参考借鉴.

２　英国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服务现状调查

２．１　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笔者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到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９日

利用网络调查和馆员咨询的方法,对英国高校图书

馆健康支持服务进行调查.网络调查以２０２０年泰

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前３０位的英国高校作为调查

对象,浏 览 图 书 馆 网 站 是 否 含 有“health”“wellＧ
being”“wellness”等词汇的目录,并辅以关键词进行

站内搜索.调查发现有１９所高校图书馆的网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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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该馆提供了健康支持服务,占比为６３％.
其次,对上述１９所图书馆,笔者通过邮件咨询

与实时在线聊天的方式,咨询馆员关于图书馆健康

支持服务的现状,以获取的信息作为网络调查的验

证和补充.此外对网站调查中找不到相关信息的

１１所高校图书馆,笔者同样通过咨询这些馆的馆

员,获得其中９所图书馆的回复.因此本研究共获

得２８所高校图书馆关于健康支持服务现状的信息.

２．２　调查结果

根据服务内容及方式,可将２８所图书馆支持学

生健康的服务归为３类,即信息资源、物理空间与活

动项目.需要说明的是,文内所指的支持学生健康

的信息资源,是指专门为支持学生健康而建设的资

源,不包括常规馆藏中的医药卫生类资源.经过调

查统计,２８所高校图书馆开展的支持学生健康服务

的现状如表１所示.
表１　英国２８所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服务

图书馆名称 调查方法
信息

资源

物理

空间

活动

项目

牛津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剑桥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帝国理工学院图书馆 馆员咨询 / / √

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 馆员咨询 √ /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馆 馆员咨询 / / √

爱丁堡大学图书馆 馆员咨询 √ / /

伦敦国王学院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 — √

华威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 — √

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图书馆 馆员咨询 — — √

伯明翰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南安普顿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约克大学图书馆 馆员咨询 √ √ √

图书馆名称 调查方法
信息

资源

物理

空间

活动

项目

杜伦大学图书馆 馆员咨询 / / √

兰卡斯特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 — —

艾希特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萨塞克斯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诺丁汉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 — √

利兹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利物浦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东安格利亚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卡迪夫大学图书馆 馆员咨询 √ / √

圣安德鲁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 — —

丹地大学图书馆 馆员咨询 — √ —

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
网络调查

馆员咨询
√ / √

注:表格中“√”“/”分别表示有、没有该项服务,“—”表示无法确定.

２．２．１　支持学生健康的信息资源

英国高校图书馆通过提供信息资源来提高学生

的健康管理能力与健康水平.其中,牛津大学、伦敦

国王学院、布里斯托大学、伯明翰大学、兰卡斯特大

学、艾希特大学、萨塞克斯大学、圣安德鲁大学、纽卡

斯尔大学图书馆在网站介绍了各自提供的支持学生

健康的信息资源,笔者从资源载体类型、主题内容及

采集资源时所依赖的书目来源三方面对这９所大学

所提供的信息资源进行了分类,具体内容见表２.
图书馆主要提供纸质书(PrintBook)、电子书

(E－book)及网页资源,涉及多个主题,包括心理健

康(愤怒、抑郁、焦虑及正念减压疗法等);生理健康

(饮食、睡眠、毒品与酒精等);社会支持(大学生活指

导、学业支持和动力、人际关系等);休闲娱乐(现代

小说、插画小说、科幻小说与传记等).采集资源时

所依赖的书目来源主要有:(１)高校支持学生健康的

专家根据专业知识与阅读疗愈经验所推荐的书目;
(２)英国阅读机构(ReadingAgency)和图书馆馆长

协会(SocietyofChiefLibrarians)提供阅读疗愈处

方图书(ReadingWellBooksonPrescription)与改

善情绪的图书(MoodＧboostingBooks)目录;(３)读
者通过填写纸质表单或发送邮件的形式推荐的图

书;(４)当地公共图书馆提供的社区居民高频使用的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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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主题书目.
表２　英国９所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分类 信息资源类型 高校图书馆数量

资源载体

纸质图书 ９

电子图书 ８

网页资源 ４

资源主题

心理健康 ９

生理健康 ５

社会支持 ４

休闲娱乐 ４

书目来源

高校健康中心/团队荐书 ５

权威机构发布的书目 ５

读者荐书 ３

当地公共图书馆荐书 １

２．２．２　支持学生健康的物理空间

高校图书馆近年建设了供用户休闲、放松及参与

健康活动的健康支持空间,这些空间大多会放置书架

摆放健康与休闲主题图书及游戏、绘本、涂色书等.
在所调查的高校图书馆中,７所图书馆建设了健康支

持空间,表３反映了这些空间的名称及基本情况.

７所图书馆中,４所与校园机构合作建设有健康

支持空间.这些空间具有噪音小、舒适性高、灵活性

强的特点,具体采取的措施包括:铺设毛茸地毯、使用

隔音板、购置高靠背家具并控制家具间隔以减少噪

音;通过将空间设置为蓝色、浅绿色、米色等柔和色

调,摆放绿色植物及布置清新图片与装饰,配置豆袋

椅、软椅、摇椅、卡座与枕头等居家型座椅营造休闲、
舒适的氛围;添置轻便、可移动的家具方便灵活调整

空间开展瑜伽、冥想等活动.此外,在健康支持空间

投入使用后,图书馆一般会通过调查用户的使用体验

以决定是否保留空间或对空间布置进行调整.例如

伦敦国王学院图书馆在健康支持空间页面邀请使用

者填写反馈表,为是否在整个图书馆系统建设健康支

持空间乃至是否全年保留空间等提供决策参考.

２．２．３　支持学生健康的活动项目

所调查的高校图书馆大多提供了专门支持学生

健康的活动,详见表４.英国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

健康的活动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１)游戏与艺术.图书馆配备画笔、涂色纸、游

戏卡片、棋盘、拼图、折纸等材料供学生免费使用,目
的是为长期专注于考试或论文等特定学习任务的学

生提供短暂休息(Micro－breaks),以减轻疲劳,促
进心理健康[７].

表３　英国７所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物理空间

图书馆名称 空间名称 空间简介

伦敦国王学院图书馆[１９]
健康与幸福屋

与健康及咨询服务部、校友部合作建设,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试行;图书;豆袋椅;开展

支持健康的活动

幸福一隅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试行;图书和有关健康App的信息;豆袋椅

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２０]
休闲空间 棋盘游戏以及健康主题的资料;林地和草地装饰、摇椅、毯子、地板、枕头

新休闲空间 图书;舒适家具、绿植

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２１] 花园小屋
获得高校资助,与学生团队合作改造空间,２０１９年开放;高靠背的单人座椅(Pod)

与卡座、舒适的椅子和凳子、叶片式隔音板、绿植等[２２];开展支持健康的活动

伯明翰大学图书馆[２３]
UBWell＠

MainLibrary

与学生会、学生支持部合作建设,２０１９年２月开放;健康主题图书、小册子、校内

外的健康咨询服务信息

利物浦大学图书馆 / 健康主题的图书、游戏和涂色本

约克大学图书馆 起居室 与学生会合作建设;图书、系列游戏;草地地毯、舒适椅子、白板

丹地大学图书馆[２４]
布劳蒂渡轮

海滩俱乐部

获得高校资助,参考学生的建议进行空间改造,２０１７年开放;休闲图书;海滩装

饰、舒适家具

　　(２)社交.包括茶话会、咖啡与闲聊、宠物疗愈

等.一项针对英国大学生的调查指出,孤独感和社

会孤立感可能是有心理障碍的学生面临的主要问

题[２５],图书馆为学生提供社交机会,帮助学生建立

归属感、消除孤立感.图书馆在社交活动中一般会

向学生提供免费的零食与水果,受到学生的欢迎.
伯明翰大学图书馆与慈善机构合作,将宠物狗带入

馆内,让学生可以与宠物拥抱、拍照及为宠物喂食,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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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吸引了２００多位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

关注[２６].
(３)运动.包括瑜伽、冥想、太极等.这些运动

是舒缓压力、锻炼身体的有效方式.图书馆与运动

中心、健康团队等部门合作,定期举办运动项目.如

杜伦大学图书馆与健康团队合作在比尔布赖森图

书馆定期开展瑜伽、普拉提、冥想等课程.
(４)健康信息活动.包括工作坊、咨询与讲座

等,即图书馆邀请专家向学生普及健康知识.根据

调查,英国高校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活动主要有长

期和只在特定时期开展共两种方式.如曼彻斯特大

学图书馆全年面向学生开展帮助应对焦虑、压力和

不良思维习惯的“我的学习基础”工作坊;针对研究

生开展应对大型研究项目挑战的“我的研究基础”工
作坊[２７].诺丁汉大学图书馆专门在大学心理健康

日与世界读书日这些特定时期,邀请心理健康教师、
心理咨询实践课程负责人举办阅读疗愈讲座[２８].

表４　英国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活动项目

活动类型 活动名称

游戏与艺术

压力球、积木、橡皮泥、小软公仔、音乐、Bob电

影、卡片游戏、棋盘游戏、折纸、拼图、涂色、制作

手工艺品、绘画、涂鸦、拼贴画、尤克里里课程

社交

宠物疗愈、茶话会、“咖啡与闲聊”、“柯比角”聚

会、节日庆祝活动、真人图书馆、语言交流工作

坊、午餐讨论会

运动

乒乓、瑜伽、冥想、太极、普拉提、按摩、散步、图书

馆之旅、图书馆寻宝活动、身体平衡课程、弹跳

运动

健康信息活动
健康专题工作坊、健康咨询、健康讲座、健康研

讨会

其他
学习休息卡、健康包、健康提示、季节性抑郁症照

光治疗、正念训练课程

３　英国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服务案例分析

英国高校图书馆关注学生健康,将健康理念融

入服务工作.为更好地展现英国高校图书馆支持学

生健康的服务特色,笔者选择３所图书馆展开分析.
其中,华威大学图书馆制定了“快乐学习”健康项目

方案,根据项目目标持续开展健康支持活动,得到该

校学生的认可;布里斯托大学与艾希特大学图书馆

为学生提供了形式多样、各有特色的健康支持服务,
实践经验丰富,具有良好示范作用.

３．１　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从服务战略到多元

服务实践

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将支持学生健康的服务上

升到战略高度,明确了服务战略基石与工作任务.
该馆发布了«２０１９－２０２４年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服

务战 略»(Universityof BristolLibraryServices
DivisionStrategy２０１９－２０２４),其服务战略基石之

一是通过空间、馆藏和服务促进健康,明确首要工作

任务是与其他校内机构及教职员工、学生合作,支持

用户健康[２９].
在服务战略指导下,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开展

了物理空间、信息资源与活动项目三方面的健康支

持服务.在物理空间方面,图书馆建设了供学生休

息的休闲空间,确定２０２０年之后建设的新馆的首要

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支持员工、学生和访客的健康,
空间设置保证采光充足、视野开阔,为长时间学习的

学生提供舒适的休憩场所”[３０].在信息资源方面,
该馆采购了阅读疗愈心理健康、改善情绪的图书,并
开辟专门区域放置这些图书,利用图书馆网页、社交

媒体推广图书[２０].在活动项目方面,图书馆开展了

压力球、橡皮泥、拼贴画、折纸、拼图、涂色、涂鸦等丰

富的艺术与游戏活动;考试周邀请学生健康服务部

到馆开展健康咨询服务;心理健康周邀请伦敦心理

健康服务机构BigWhiteWall举办互动式健康讲

座等.

３．２　华威大学图书馆———“快乐学习”健康项目

根据调查,华威大学图书馆是较早将健康项目

与活动纳入常规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基于高校、图
书馆的发展目标,并结合学生健康的现实问题,华威

大学图书馆在２０１４年制定了“快乐学习”健康项目,
项目由快乐学习团队负责.该团队与咨询和健康

部、运动中心、艺术中心及音乐中心等校内机构,及
“宠物治愈”慈善组织等校外机构合作,开展系列活

动.在２０１４年夏季考试期间试运行,获得了学生的

积极反馈,之后扩展到全年运行.这些活动为学生

提供休息、放松与社交的机会,帮助学生寻找应对学

业压力的方法以及提升相应的抗压与适应能力.系

列活动尤其是宠物治愈与派发水果等获得了良好的

用户反馈[３１－３２].为了较全面、清晰地反映该项目的

情况,笔者从项目产生的背景、负责的团队、支持健

康的途径及相应的活动案例方面,利用框架图来反

映该项目的内容,详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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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艾希特大学图书馆———健康支持馆藏

艾希特大学图书馆致力于支持学生和员工的健

康,在２０１９年６月推出健康与休闲主题图书,包括

纸质图书与在线电子书,图书主题内容丰富,有愤

怒、紧张、压力、饮食失调、睡眠、健康烹饪与饮食、休
闲小说等２０多个主题.同年１１月该馆推出棋盘、
游戏卡片、拼图游戏、艺术疗愈类游戏等实体游戏

馆藏[３３].
邮件咨询得知,艾希特大学图书馆有专款和专

门团队负责健康支持馆藏的建设和发展.由４名馆

员组建的健康与休闲主题藏书团队,负责藏书建设、
更新、宣传等工作,工作内容包括:参考阅读疗愈处

方图书目录、供新生使用的改善情绪的书目,并结合

学校健康团队、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建议采选藏书;统
计高频使用的馆藏,且增补这些图书,结合健康团队

的建议以及用户的反馈等增添藏书;利用网站、社交

媒体、通讯录、海报等多种媒体向用户发布藏书

信息.

４　英国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服务策略

英国高校图书馆致力于提供支持学生健康的服

务,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比较有效的服务策略.

４．１　与校内外健康支持机构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

关系

英国大学如牛津大学的健康政策明确指出全校

机构均有支持学生健康、开展健康支持服务的义务.
首先,作为校内健康支持服务网络中的成员,图书馆

利用信息资源、空间、公共关系优势,与提供资金与

专业知识的其他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优势互

补、共同设计并开展服务项目.如伦敦国王学院图

书馆在校友会的赞助下,邀请学校心理咨询团队挑

选健康主题的工具书;与健康及咨询服务部、校友部

共同改造健康与幸福屋[１９];长期与健康团队合作开

展瑜伽、太极等活动.其次,高校图书馆与当地公共

图书馆交流服务经验,共同促进社区健康;联系校外

健康服务机构争取获得资金、专业人员、设施设备的

支持,增加服务项目的数量并提高质量.

４．２　设立专门服务团队并培训相关馆员

健康支持服务是一项长期、专门的服务,包括调

查学生的健康需求、设计项目、寻求资金与合作、试
行项目、获取用户反馈、改善项目等系列工作.为保

障服务长久实施,部分高校图书馆设立了服务团队,
招募具有相关知识与技能的人才.如华威大学图书

馆社区参与团队中的６名馆员组建了快乐学习团

队,团队成员分别承担了策划活动、协助组织与开展

活动、寻找合作伙伴、准备物资、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推文与回复评论等任务[３２].剑桥大学工程图书馆

设置了一名全职急救人员(FirstAider),该员工倡

导精神健康急救,为有身心健康问题的读者提供专

业咨询服务[３４].此外,为提高整体素养和服务能

力,馆员还参加基本健康知识与技能培训课程,如伯

明翰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参加精神健康急救、安全服

务培训[３５].

图１　华威大学图书馆“快乐学习”健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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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关注特定学习阶段与特殊学生的需求

对处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压力的来源

与强度存在差异.英国«高等教育学生心理健康:良
好实践指南»(StudentMentalWellbeinginHigher
Education:GoodPracticeGuide)指出谨慎应对初

入大学、考试期、升读研究生等处于转型期的学生的

压力[３６].英国图书馆重点向转型期的学生提供支

持健康的信息资源和相关活动,引导学生在高危时

期关注健康,预防心理健康问题.如艾希特大学图

书馆面向新生推出改善情绪的阅读书单,东安格利

亚大学图书馆在考试期开展促进健康与福祉的

活动.
特殊学生由于身心健康的障碍拥有与一般学生

不同、更为迫切的健康需求,英国图书馆充分考虑各

类特殊学生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支持他们

的学习与生活.为帮助留学生建立归属感,华威大

学图书馆开展了异国文化活动.曼彻斯特大学图书

馆开设了健康主题工作坊,向潜在的阅读障碍者介

绍大学提供的服务项目,并按照专业标准测试其学

习困难程度[３７].

４．４　强调学生全程参与并将学生的需求落到实处

英国高校图书馆强调学生全程参与健康支持服

务、与图书馆紧密互动,使服务切实满足学生的需

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１)图书馆鼓励学生

参与到健康资源、空间与活动建设中.具体措施包

括:支持学生荐书;征集学生对空间规划、家具与装

饰、使用规则等的建议,以建设健康空间;鼓励学生

向馆员分享学习、生活经历与感受,作为服务项目设

计的参考等.(２)服务结束后,图书馆通过邮箱、网
站及纸质表格等多种渠道收集学生对健康支持服务

的反馈意见,以不断完善、拓展服务.

４．５　营销服务以吸引学生用户

近几年英国高校图书馆不断创新健康支持服

务,刚开始很多学生并不知道图书馆推出的新服

务,对此图书馆加强了服务营销.大部分图书馆考

虑到学生群体的信息接收特点,在馆内、校园其他场

所布置展示材料、宣传海报,以及利用学生通讯、网
页、社交媒体等向在校与非在校学生发送服务信息.
部分图书馆还通过设置形象大使、健康项目吉祥物、
派发健康水果等创意营销手段吸引学生,提高他们

对图书馆健康支持服务的关注.

５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支持学生健康服务的

启示

近年来,全民健康理念逐步推进,图书馆文化服

务功能不断拓展,这为国内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

康的服务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英国高校图书馆

在健康支持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图

书馆的服务实践带来如下启示.

５．１　增强支持健康的服务理念并发展多元服务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指出,高等学校图

书馆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３８].
而学生的学业表现与健康状况息息相关,健康水平

低会损害学生的学业与科研能力.因此如何支持学

生健康、促进其成功学习与研究应当引起图书馆界

的关注.
我国高校图书馆也开展了一些有特色的健康支

持服务.如四川大学“沐心小屋”、南京理工大学“心
灵氧吧”读书沙龙.但总体而言,图书馆主要提供书

展、讲座、知识竞赛、沙龙等健康信息服务,服务内容

与形式相对单一.另一方面,图书馆开展建康支持

服务的频率低,部分图书馆仅在节日与特殊时期开

展服务,如果要将健康支持服务作为专项工作来做,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研究建议:图书馆可以将

健康理念融入常规馆藏建设、空间改造与活动设计

中,如可以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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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向大学生常见心

理困扰对症书目»建设基础藏书;充分考虑人体的适

应规律,通过自然采光、空气流通、自然景观、颜色搭

配和家具摆设建设图书馆温馨的空间[３９];从游戏与

艺术、社交、运动等方面探索与延伸健康支持活动.

５．２　联合校内机构及寻求校外支持

从英国高校的经验来看,高校创建了学生健康

支持网络,提倡建立宽泛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开展协

作服务,这为图书馆提供健康支持服务带来帮助.
现有研究证实了高校图书馆联合校内合作伙伴建立

健康相关项目有助于获取专项资金[７].我国高校一

般由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心理健康协会、校医院、体
育部门等负责健康服务,图书馆可以与这些机构共

同申请学校专项资金,长期合作共建健康主题资源、
改造空间、开展相关活动等.考虑到服务项目需要

更多资金、专业知识与经验,图书馆还应尽可能对外

宣传与寻求合作,争取获得相关政府部门、心理健康

机构、健康协会、医院图书馆的支持.例如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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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理协会、相关学

院教授及学生社团合作,为发展阅读疗愈建设“沐心

小屋”[４０],与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协会等保持合作定

期开展主题阅读活动,同时主动向外界公开联系方

式,欢迎相关团体洽谈合作[４１].

５．３　组建专业的健康支持服务小组

为使健康支持服务可持续发展,高校图书馆应

鼓励具有心理学及健康科学等学科背景、丰富的学

生服务经验或对健康支持服务感兴趣的馆员组建专

门团队,并且欢迎相关专业背景的教职员工与学生

加入团队或担任志愿者.根据团队成员的学科知

识、服务经验与个人志愿确定不同职责,制定健康支

持服务实施细则,明确从需求调查、项目设计与策

划、寻求合作、物资准备到收集服务反馈、对外宣传

的任务.同时主动邀请校内外专业机构为馆员提供

讲座或课程培训,培训内容可以包括大学生心理健

康特征、精神健康急救、科学解压方式、阅读疗愈方

法、健康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等.

５．４　关注危机学生群体及高压学习阶段

«２０２０中国大学生健康调查报告»发现,大学生

的学业压力呈 U型曲线,大学一年级学生和硕士、
博士研究生的学业压力最大.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压

力更多来自高中到大学学习方式的变化,而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的压力则来自完成课题和发表论文[３].
针对新生、研究生群体,图书馆可以举办茶话会、沙
龙,邀请各年级学生代表分享学习与研究经验,由专

业馆员讲解图书馆学习与研究支持服务以及支持健

康的信息资源、空间与活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尝试定期开设学习与科研动力、摆脱拖延症、时间管

理、压力调控、焦虑情绪调节等主题的课程.
考试与考研期间,学生面临较大的学业与研究

压力,图书馆到馆频率增加.一方面,延长开馆时

间、及时更新空间动态信息与适当调整、增加学习空

间有助于学生找到学习场地,减轻焦虑感.另一方

面,推出成人减压涂色、绘画、拼图、涂鸦等游戏与艺

术活动,开展瑜伽、普拉提、散步等运动,举办茶话

会、宠物治愈等社交活动,帮助学生释放压力,提高

学习与研究效率.

５．５　重视学生健康需求与提升服务价值

图书馆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创新服务从而真正满

足学生健康学习与研究的需求? 本研究建议:图书

馆在设计服务项目前可以参考学校的学生健康报

告、咨询专业机构或亲自开展调查,以确保明晰当前

学生的健康问题与信息需求;还可以联系具有健康

支持服务经验的高校与公共图书馆,从图书馆角度

集思广益,利用图书馆优势构建合理可行的项目.
在项目设计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焦点小组

等多种形式邀请学生从各方面提出对健康主题馆

藏、空间、活动建设方案的建议,并将建议加入图书

馆服务设计的讨论环节.服务项目实施后,从线上

线下获取服务体验反馈,积极调整服务内容和形式.
总之,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健康的服务需全程紧扣

学生健康需求并结合图书馆优势,设计并提供有意

义和有影响力的健康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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