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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策略

•一、人物
•二、反思
•三、展望



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以书为伴的画面，不
管是哪一个阶层，哪一地点，哪一时刻……



•尽管中国与外国一样将阅读用于疗病已有数百年历
史，有许多名家论述，但大多是感悟、体会、认识
或零星的经验描述，系统研究阅读疗法是在西方开
始和盛行的。

•大陆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介绍西方研究文献
或做法开始，而且是从图书馆界开始的。

• 1991年陈信春：《文献治疗——读者服务工作的内
容之一》/图书馆杂志，1991（2）



人物



七个理论家

•沈固朝
•宫梅玲
•王 波
•湛佑祥
•黄晓丽
•王万清（台）
•陈书梅（台）



四个实践家

•宫梅玲
黄晓丽
陈书梅（台湾）

•杭州图书馆





当代中国“阅读疗法”的“五大实
践家”/徐雁

• 王波：坚持着“阅读疗法理论构建”的“慧心行者”
• 宫梅玲：主持着“新浪网·书疗小屋”的“慈心观
音”

• 陈书梅：实践着“儿童情绪疗愈绘本本土化”的
“爱心女使”

• 万宇：关注着“自闭孩童心灵天地”的“知心姐姐”
• 王一方：播撒着“文学中的医学底蕴”的“善心教
士”

• 《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10期



沈固朝的阅读疗法研究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情报学教授，博导，原系主
任。1986年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图书馆学情报学
研究生院毕业，获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97年南
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史学博士学位。



沈固朝教授关于阅读疗法的代表作

• 1）图书，也能治病 / 沈固朝 世界图书 1994（3）：23-25

• 2）西方对图书治疗的作用及其机制的探讨 / 沈固朝 中国心理卫生
杂志 1996，10（6）：276-277，270  （医药卫生学科的核心期刊）

• 3）图书治疗——拓展我国图书馆服务和图书馆学研究新领域/ 沈固
朝 图书情报工作 1998  （4）：12-15，54   （《复印报刊资料—
—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资料工作》1998年转载）

• 4）阅读治疗在中国（沈固朝，万宇）中国图书评论 2005（1）：
12－15（万宇执笔）

• 5）海峡两岸阅读疗法探索的进展及合作前景载：《海峡两岸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49-2009）》（下）林建甫编台大
出版中心，2009 p.251-268

• 2013在南京大学全国博士生论坛作报告：阅读疗法及其在中国的实
践



《图书，也能治病》
——原载《世界图书》，1994（3）



宫梅玲的阅读疗法研究



宫梅玲老师的部分论著
• 高校图书馆在解决大学生心理困扰中的作用 宫梅玲; 王连云; 雷英华 泰
安师专学报 2000/05  7 55   分享

• 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治疗服务的方法研究 宫梅玲; 王连云; 张一巍 图书
馆杂志 2002/06  40 262   分享

• 大学生心理问题阅读疗法研究 宫梅玲; 丛中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02  
86 704   分享

• 高校馆图书治疗馆员应具备的素质 宫梅玲 图书馆杂志 2005/02  22 
168   分享

• 激活信息资源服务于研究性学习 宫梅玲; 孙守军; 刘春 卫生职业教育
2006/16   19   分享

• 开办书疗小屋探索网络阅疗 宫梅玲; 邹立森 图书馆杂志 2007/06  12 
217   分享

• 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综合干预 宫梅玲; 周建华; 徐海军; 合莉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7/05  16 408   分享

• 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以阅读疗法和同伴辅导相结
合为例 朱瑞峰; 宫梅玲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8/11  9 307  

…………………… 



宫老师的重要合作者

丛中老师

•丛中，精神医学博士，1989年至1994年，考入北京
医科大学攻读精神医学硕士、博士学位。

•精神医学博士，先后师从我国著名精神病学家许又新
教授、沈渔村院士．现主要从事神经症。人格障碍、
应激障碍与危机干预、同性恋、性心理、性功能障碍、
子女教育、升学就业，恋爱婚姻等的心理治疗与咨询
及研究。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
心副主任，原泰山医学院教师、团委书记。



•宫梅玲老师2013成功申报到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大学生抑郁症阅读疗法中医学配伍书方研究”

•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阅读疗法实证档案——评李
兰妮的《旷野无人》 宫梅玲; 刘静; 李旭 图书
馆杂志 2015/04    71 

• 阅读疗法纳入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的尝试 宫
梅玲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3/04   2 338 

•高等医学院校图书馆阅读疗法进社区服务探索
谭亮; 陈燕; 宫梅玲 图书与情报 2012/05   7 
180 

•阅读疗法立体化运作模式探究 宫梅玲; 楚存坤; 
张洪涛; 杜宝渲; 谭亮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1/05   19 731 



君臣佐使是中药的组方原则。

明代何柏斋说：“大抵药之治病，
各有所主。
主治者，君也。
辅治者，臣也。
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
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



宫梅玲的方法
《失恋引发的大学生抑郁障碍阅读疗法书方分析及配伍》/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2）

• 第一步：广筛

• 2014年9月，课题组随机对6000名在校学生进行无记名自愿留
联系方式的贝克抑郁自评量表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846份
，回收率达97%。其中男生1814名，女生4032名，年龄在18-
24岁。

• 结果显示：0-10分正常及11-16分轻度情绪紊乱的学生4543人
，占77.711%；17-21分轻度抑郁的学生892人，占15.258%；
22-30分中度抑郁的学生323人，占5.525； 31-40分重度抑郁的
学生61人，占1.043%；40分以上极端抑郁的学生27人，占
0.462%。



第二步：细筛

• 对150名留有联系方式的轻、中、重度抑郁学生，建立“阅读
疗法”QQ群，通过网络交流，筛选出自愿接受阅读疗法的学
生65人。

• 再次对其进行贝克抑郁自评量表测试，量表上附带抑郁诱因调
查项，以明确抑郁产生的主要原因及抑郁程度，以便于实施分
类指导和对症书方研究。将从中筛选出的25名因失恋引发的
抑郁障碍学生组成阅读疗法实验小组（女生22名，男生3名）
。



第三步：建档

• 阅读疗法实验开始前，阅读疗法师和聘请的心理专家一起对其
进行逐一心理咨询，详细了解个人成长史、失恋原因、痛苦程
度和抑郁病程等，建立阅读治疗咨询档案。针对失恋学生的不
同情况，阅读疗法师列出共性书方和个性书方，设计出系统阅
读疗法方案。



第四步：实施

• 实验以交互式阅读疗法为主，以心理咨询法、音乐疗法、朋辈
辅导法为辅。

• 阅读疗法师根据实验对象的个性差异，“对症下书”，跟踪指
导。并通过团体辅导、个案访谈、电子邮件、微信、电话、布
置作业、检查阅读疗法日记等方式，对实验对象进行全程干预
和管理。让他们经常处在被监督和自我监督状态，以保证其対
文献的阅读强度能达到阅读疗法师的要求，保证实验对象的领
悟方向不偏离阅读疗法师设计的轨道，以达到实验设计的总目
标。

• 根据阅读疗法的“认同、净化、领悟”原理，结合中医情志学
理论，提出了“疏郁安神，移情易性”的 “治法”。



• 阅读疗法文献的遴选原则，以纸质的小说、散文、自助类书籍
为主，以网络、影视文献为辅。提供经实践反复检验能缓解大
学生失恋痛苦的备选书籍19种。按疏郁、安神、移情、易性
的治法，对实验组学生进行分段阅读治疗及书籍作用检验。



自我辩护阶段



第五步：评估

• 实验效果的检测 采用单组前后比较法，不设对照组。实验时
间按国际惯例，定为三个月。阅读治疗前后各做一次贝克抑郁
自评量表的测试，实验结束后对前后测试结果进行比较，确定
阅读治疗效果。并采用书籍疗愈作用问卷调查方法、案例分析
法，收集阅读疗法反馈信息，确定不同书籍的阅读治疗效果，
分析书籍权重，提出配伍成方。





书方



基本经验

• 君药——心理学家的书

• 臣药——咨询师的书

• 佐药——疗愈型作家的书（心灵鸡汤）

• 使药——引起共鸣的书



理论贡献

• 问卷调查法的使用

• 心理学量表的使用

• 对照方法的使用

• 治疗流程的探索、规范与定型

• 网瘾——阅读疗法规范与定型

• 失恋抑郁症——阅读疗法的规范与定型

• 为其他适应症的治疗富有启发作用



王万清的阅读疗法研究

•主要是在教育学科和心理学科，且应用性研究
比较深入。

•代表性的著述有《读书治疗》。

•探索如何将儿童文学应用于少年儿童的心理治
疗，如何选择儿童读物，并分析了各年级的儿
童特点、治疗技巧和治疗方案的设计和疗效评
估。





王波的阅读疗法研究



《阅读疗法》之贡献

•开先——大陆首部

•系统——全面完整

•发凡——推出体系

•国化——本土素材

•指路——指出方向



•第一章 阅读疗法导论

• 第一节 阅读疗法概念

阅读疗法：就是以文献为媒介，将阅读作
为保健、养生以及辅助治疗疾病的手段，使自己或帮
助他人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学习、讨论和领悟，恢复或
养护身心健康的一种方法。

• 第二节 阅读疗法原理

弗洛伊德的理论：投射（identification—
—净化（catharsis）——领悟（insight）

• 第三节 阅读疗法类型

• 发展阅读疗法——图书馆（修补人格缺陷）

临床阅读疗法——医院



第二章 阅读疗法在国外（为什么没有美国、俄国？）
第一节 阅读疗法在英国
第二节 英国的阅读疗法之母——韦尔瓦·帕亭顿
第三节 十国阅读疗法拾零

需要记住几个时间节点：

1916——《一家文学诊所》发表
1962——《图书馆趋势》出版阅读疗法专辑
1964——美国图书馆协会召开阅读疗法研讨会
1969——收入《图书情报学百科全书》
1984——英国图书馆协会医学、健康和福利机构图书
馆委员会下成立阅读疗法分会



•第三章 阅读疗法在中国

• 第一节 先秦到汉代的阅读疗法

•刘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扬雄：书者，舒也。

•箴者，针也。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阅读疗法

•曹操：读檄医头

•关羽：读书刮骨

•诸葛亮：信杀周瑜

•曹丕：画杀于禁

•徐份：读书救父



第三节 隋唐的阅读疗法
杜甫：少陵可杀

第四节 宋元的阅读疗法
陆游：病里正需周

易，醉中却要离骚。
第五节 明清的阅读疗法

李渔：笠翁本草
张潮：书本草



第四章 阅读疗法实务
第一节 阅读疗法适应对象
第二节 阅读疗法四要项
阅读疗法的实施流程：准备——读或听——复述——讨论—

—扮演、写信——告别过去（撕毁或焚烧写的信）

阅读疗法的心理历程：投射（专注-选择-认同-理解-喜
爱）——投射（解释-参与-移情-省察）——领悟（比较-

调适-建构-仿真-心象-行动）
第三节 阅读疗法书目
第四节 泛阅读疗法书目



•第五章 阅读疗法的现状与前景

• 第一节 阅读疗法的现状

• 第二节 阅读疗法的前景

• 课题之源：书伍配方

•附录一图书疗法（Bibliotherapy）

•附录二 图书疗法综述

•附录三 阅读疗法放异彩

•附录四阅读疗法研究中文资料目录

•跋：我为什么研究阅读疗法



《阅读疗法》的理论效益

• 1、统一概念

• 2007年以来，在中国知网，篇名中含“读书疗法”，
0篇，含“图书疗法” 4篇；含“阅读疗法”，352
篇。

• 2、树立范式

•《阅读疗法理论与实践》湛佑祥等，军事医学科学出
版社，2011

•《阅读疗法实证研究》黄晓丽、李景文，光明日报出
版社，2014

• 3、成为教材。9篇书评。重要教参。



湛佑祥的阅读疗法研究

• 原解放军医学图书馆馆长



《阅读疗法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阅读疗法理论与实践》/湛
佑祥、陈界、刘传合、夏旭主
编，2011.10

• 21个单位，50多位作者。



•前言第4行即向《阅读疗法》致敬。

•（一）继承

•大量参考了《阅读疗法》，是其扩展本、改写本。

•第一章起源与发展、第二章基本理论、第六章展望、
第十章书目介绍、第十一章实施，基本上以《阅读
疗法》为骨架。

•（二）发展

•第三章任务与方法、第四章副作用、第五章循证阅
读疗法、第七章应用实践、第八章资源的分布与检
索、在医学图书馆的应用、第十二章案例实录。



•精华部分：现当代阅读疗法材料的收集、对副作
用、健康概念、实例查新的论述

•（三）不足

•基本笼罩在《阅读疗法》的阴影下。资料、框架
突破力度不大。

•资料性介绍不够精炼：健康、循证医学、书目罗
列

•总体上看，是继《阅读疗法》之后的一部大作

•培养了一个研究和实践的团队

•激发作者走向阅读疗法实践（如华北理工大学图
书馆）



黄晓丽的阅读疗法研究

• 《阅读疗法实证研究》

• 黄晓丽、王景文、李
树民著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年



目录中红色的为发展章节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阅读疗法研究的文献计量实证分析

•第三章阅读疗法的实施

•第四章阅读疗法的应用模式

•第五章阅读疗法书目

•第六章询证阅读疗法

•第七章网络阅读疗法

•第八章阅读疗法宣传推广

•第九章阅读疗法应用实例分析

•第十章阅读疗法实证研究发展趋势



普查三大数据库：
SANDAPubMed 、scienceDirect、EBSCO







对阅读疗法模式的总结



期刊论文中的阅读疗法

• 2007年以来，中国知网以“阅读疗法”为主
题发表1010篇，图书馆学期刊发表755篇。

•进展：

•（1）载体拓展：真人图书馆阅读疗法

•（2）体裁聚焦：文学疗愈，三记疗愈（传
记、游记、日记）——徐雁老师

•（3）书目积累：循症医学、筛选验方（宫
梅玲）

•（4）临床阅读疗法：肿瘤康复、手术康复



•（5）阅读疗法的职业应用：警察的阅读疗
法

•（6）阅读疗法与文学、出版、宗教：圈外
和尚好念经：如任文香：作为阅读疗法媒介
的传统楹联——以白鹿洞书院的楹联为考察
对象

•华南师范大学编辑出版系主任余浩明：系统
论视域下的童书出版与阅读疗法——基于出
版为主体的观照

•（7）阅读疗法与阅读推广相结合：《大学
生心理健康疗愈书目》、真人图书馆。



中国知网19篇博硕论文

• 1 阅读疗法对改善高一学生考试焦虑状况的实验研
究 何薇 云南师范大学 硕士 2013年 41   

• 2 信息平衡心理疗法资源库系统的分类与操作研究
杨晓磊 郑州大学 硕士 2013年 34

• 3 阅读态度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一项针对某高
校理工科大学生的调查 王华 电子科技大学 硕士
2013年 1   987



• 4 儒、道、佛三家典籍阅读对大学生攻击性认知的
影响 郭占军 江西师范大学 硕士 2012年 13

• 5 公共图书馆阅读疗法应用研究 王晓美 郑州大学
硕士 2012年 351

• 6 监狱图书馆为服刑人员提供信息服务研究 孙薇
安徽大学 硕士 2012年 185

• 7 医院图书馆针对患者开展阅读疗法研究——以肠
易激综合征患者为例 严枫 云南大学 硕士 2012
年 264

• 8 在大学新生抑郁情绪干预中尝试阅读疗法的研究
傅芳 中南大学 硕士 2011年 390

• 9 大学图书馆阅读促进活动效果评估 李金花 浙江
大学 硕士 2011年 473



• 10 文学审美阅读对初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实验
研究 高淳海 西南大学 硕士 2011年 27

• 11 信息平衡心理疗法临床咨询程序初探 刘欣颖
郑州大学 硕士 2011年 2   66

• 12 信息平衡心理疗法临床评估系统的建立 姬云云
郑州大学 硕士 2011年 1   86   

• 13 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方法探索——信息平衡心
理疗法 张瑞星 郑州大学 博士 2011年 7   1979

• 14 阅读疗法在高校图书馆的应用研究 方婧 东北
师范大学 硕士 2009年 6   922



• 15 基于阅读疗法的大学生心理问题治疗研究 申西
西南大学 硕士 2009年 7   1024

• 16 图书情报机构的功能拓展研究 赵久艳 东北师范
大学 硕士 2009年 4   220

• 17 阅读疗法理论与应用研究 宗妮 东北师范大学
硕士 2008年 9   571

• 18 阅读爱好对人格影响的研究 陈音 广州中医药大
学 硕士 2006年 9   683 

• 19 绘本为主的读书治疗对小学中年级儿童自我概念
的影响研究 刘璐 苏州大学 硕士 2014年 283 



学位论文





山东大学宗教学专业陈坚教授指导的2009届硕士

原春燕的《佛教调心理论与心理健康》



博士论文
《伊壁鸠鲁派灵魂治疗的“药”和

“药引》



• 作者: 曹欢荣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副标题: 《奥依诺安达的第
欧根尼铭文》译注评
出版年: 2010-12
页数: 319
定价: 2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丛
书
ISBN: 9787500491668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6%9B%B9%E6%AC%A2%E8%8D%A3
https://book.douban.com/series/8045


四个实践家



陈书梅 台大教授

•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学
士

• 美国宾州州立克莱恩大
学图书馆学硕士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
逊校区教育心理学硕士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
逊校区图书馆学暨信息
科学哲学博士



书目疗法代表人物

•《儿童情绪疗愈绘本解
题书目》直接用于5·12
四川地震中可能患有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的灾区儿童心理辅导

•融汇了众多台湾图书资
讯界、心理卫生与心理
谘商界和儿童文学界专
家心血和知识

•两岸四地有关儿童心理
治疗的第一本中文解题
书目



•每一条目包括六项内容：读者情绪困扰问题类型、
绘本基本书目资料、内容简介、情节举例、情绪
疗愈效用（即认同、净化、领悟）和参考资料。

•书目疗法的知识，其中包括选书会议报告，选书
考量说明、选书作业规则等，可供研究人员参考。

•分6个主题（情绪、家园、儿童形象、生命历程、
人际关系和生活，主题之下又分“面向”，如
“家园”主题又分为5个面向：1.重建；2.建筑、
硬体设施；3.搬迁；4.单亲、失亲；5.寄养、领
养



2014年出版



宫梅玲的成功经验
•个人能力：公共关系能力、统战能力、团结合作能力、
说服能力、好学能力、科研能力的结合

•领导重视

•医学色彩

•多法并举

•知行结合

•全校联动

•功劳分摊

•学校名片



•网瘾、失恋的治疗成熟、定型

•进入必修课

•走进社区

•成功申报国家课题



其他机构的实践

• 1、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与心理健康委员会
的实践

• 2012年初发布《大学生常见心理困扰对症
书目》。

•《今日阅读》版

•《图书馆报》版

•数十家图书馆在读书日前后展览





2、华北理工大学（原河北联合大学）
的实践（黄晓鹂、李景文）

• 1、组建阅读疗法工作团队

• 阅读疗法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实施难度大、涉及面广，
因此组建由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层面的人员组成的工作
团队至关重要 。为此，2010年9月，我馆就着手组建阅
读疗法工作团队。由2个层面组成：

• 一是图书馆工作团队，包括： ①馆长：组织管理者。团
队的核心，负责阅读疗法发展规划、工作制度的制定及
人员管理；②阅读疗法馆员。由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资格的人员担任（目前有3人），负责日常阅读疗法服
务；③协同工作人员。

二是由学校相关部门组成的专家团队。负责人员的心
理学知识培训、咨询工作指导等。





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宣传阅读疗法影响力

• （1）建立了阅读疗法服务网站——阅读咨询服务平台



• （2）创办宣传刊物

• 阅读疗法理念的宣传推广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理念树
立的长期性、阅读疗法自助式为主的特点等决定了阅读
疗法知识的宣传普及非常重要。宣传刊物的创办是一项
创新性举措，适应了图书馆阅读疗法工作发展的需要。
它与阅读疗法网站共同构成阅读疗法宣传体系。



• （3）编制《大学生心理问题阅读疗法推荐书
目》。历时一年多完成《大学生心理问题阅读疗
法推荐书目》的编写工作。该书是2012年河北卫
生厅科研基金项目——《基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
阅读疗法书目实证研究》的终期成果。

• 特点是：建制性特别强、规范性强、全馆重视

• 黄晓鹂馆长、王景文老师功不可没



出版专著
新书《阅读疗法教程》马上也要出版



杭州图书馆的实践

• 2013年启动

• 名称为“阅读疗愈”

• 杭州市图书馆搭台：提供场地、馆藏、馆员（学
习者和助手）

• 杭州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落实，派遣专业咨询
师

• 浙江省心理学会提供第三方评估，全称跟踪活动

• 三大主题：职场、亲子、情感

• 个体服务、团体服务相结合



团服与个服



情感专场、亲子专场



困难与局限

•困难

• 1、质疑

• 2、期待过高

•局限

• 1、疗愈有余，阅读不足

• 2、规模有限



成果与发展
• 成果

• 1、跨界合作

• 2、推广阅读

• 3、贴近市民

• 发展

• 1、加强反馈

• 2、扩大范围

• 3、线下驿站

• 4、总结宣传

参考：周宇麟等.阅读.融入生
活——杭州图书馆“阅读疗
愈”项目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实践

• 2012年“读书读出好心情”系列展览和讲座



王波演讲视频地址：
http://lecture.pku.edu.cn/video1/video.p

hp?id=2106，或搜“北京大学讲座网”

http://lecture.pku.edu.cn/video1/video.php?id=2106




在各图书馆作报告



2014年在青岛电视台谈《阅读与养
生》（8集，每次20分钟）



北京尚善基金会

• 2011年10月25日，这个日
子对于毛爱珍来说格外沉
重。2011年的这一天，是
这位母亲痛不欲生的一天，
她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
2012年的这一天，又是这
位母亲涅槃的一天，她创
立的“北京尚善公益基金
会”正式成立。

• 左图为尚于博



关爱抑郁症



中国笑疗网



大陆阅读疗法实践的基本特点

• 1、成立组织

• 2009年成立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与心理健康委员
会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重视的馆长越来越多。越是专业的馆长越重视，如
潍坊学院、华中师范大学。

• 2、走向临床

• 考证：宫梅玲、王景文（该馆有三位）、王继良、
牛晓耘都有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



• 3、科学配方

• 适合循证医学，验方逐渐形成。

• 书目呈现扩大和聚焦两种现象。

• 聚焦：

• 宫梅玲：《伯恩斯情绪疗法》《生命的重建》
《水仙已乘鲤鱼去》《陌生女人的来信》适合女
性

• 王波：《苏东坡传》、《哲学的慰藉》适合男性

• 扩大：

• 陈书梅：两本专题书目

• 宫梅玲：君臣佐使书伍配方

• 将来还会逐渐滚动聚集



4、部分适应症的疗法成熟

个人之见：

图书馆的阅读疗法还是以发展阅读疗法为主

讲原理、开书目、作报告、搭台子更加适合图书馆
。



台湾的阅读疗法实践



台湾教育界及图书馆界的实践活动

• 安宁照顾基金会2004年“安宁好评选”“安宁佳句征选”，将
生命主题相关书籍贴在网站上；

• 远流出版社《绘本屋的100个幸福处方》，2006

• 清云科技大学图书馆《图书馆书目疗法服务》学术研讨会

• 台大医学院图书馆与台大图书馆“精神健康增能活动月”书展





新竹教育大学图书馆开辟图书治
疗专区









命名活動

• 製作票選單：提供一些適合的名稱給學生勾
選或請學生提供其他更適合的名字

• 配合辦理抽獎活動以鼓勵學生參與

心靈小棧 心靈驛站

心情沉澱區 心情休閒區

心靈加油站 心靈成長區

心靈互動區 心靈閱讀區

心靈補給站 心靈充電區

心靈大補帖 心靈休憩空間

心露SPA站 心靈SPA區

竹大書目療癒區





理论反思



质疑
•网上出现激烈的争论。一些论文发表后，大陆学
界曾围绕着其科学性和研究意义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认为阅读只能怡养性情，而不可能治病。

•质疑者本人并非医生或医学研究者，他们只是从
常理上提出问题，也同样没有从医学角度提出反
驳的依据，医学工作者们没有介入。

•怀疑论三原因：第一，没有理解疾病和健康的真
正内涵；第二，缺乏对书疗适用对象的认识；第
三，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抱怀疑态度。



陋习

•重复、泡沫、水分、低端、小气、不上档
次

•不足：

•（1）数量大，质量低。大量散布在非核
心期刊

•（2）蜻蜓点水多，系统深入少（表现为
无人系统翻译，多为转抄资料、换角度改
写。）



理论展望



一、译！译！译！



吸取国外的研究成果



国内翻译的书



二、引入生理学

•眼动仪（江苏大学图书馆）

•脑电波



三、短组合主义、一本书主义

•从群书主义

•短组合主义

•一本书主义



四、一类人主义
•从群患主义到一类人主义

• 13 ] Bibliotherapy for bereaved children : 
healing reading / Jones, Eileen H. (Eileen 
Helen), 1927- Bibliotherapy for bereaved 
children : healing reading / Eileen H. Jones. 
2001 

•对丧亲儿童的阅读疗法：治疗性阅读



• [ 22 ] Bibliotherapy with stepchildren / 
Coleman, Marilyn. Bibliotherapy with 
stepchildren / by Marilyn Coleman, 
Lawrence H. Ganong. 1988 

•过继儿童的阅读疗法



[ 10 ] Bibliotherapy and its effects upon 
the attitudes of fourth graders toward the 
elderly [microform] / Barnett, Grace M. 
(Grace Marie) Bibliotherapy and its effects 
upon the attitudes of fourth graders 
toward the elderly [microform] / by Grace 
M. Barnett. 1989 

阅读疗法及其对四年级学生态度的影响



细化对象

•抑郁症、网瘾

•大学生（跳楼、杀室友）

•富士康（工人连环）

•儿童、面临退休的老人



五、跨界、合作
•科际合作：宗教、
哲学、文学、美学、
心理学、教育学

•中外合作

•两岸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合作内容
• 合作开办研讨或培训，就临床性阅读疗法（Clinical 

Bibliotherapy）、互动式和阅读式疗法、实施者、实施
对象、治疗模式、调研方法、素材的掌握和提供、沟通
技巧、选择、评价和编撰书目知识、活动组织规划，以
及相关的心理学知识进行培训。

• 提供书目和数据共享，案例、论文等研究资料的交流；

• 合作申报课题，联合图书资讯界、教育界、文学界的专
家，按共同拟就的计划分别在两岸的公共图书馆、高校
试点单位展开研究；

• 条件成熟时开设课程，作为正规教育共同培养专职人员。



6、方法创新
•方法创新

•脑

•基因

•细胞

•从各种学科寻找阅
读疗法的依据

•提高其解释力



• 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阅读小说可以锻炼
大脑的同情心和想像力相关的部分，有助提升社
交能力。华尔街日报报导，《社会认知与情感神
经科学》（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期刊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人
在阅读有关个人或群体活动的小说情节，尤其是
一些把读者引入书中角色思想的作品，可以增强
一种名为「预设网络」（default network）的
脑部系统的活动。



7、申报课题
•课题申报：已有成功的案例

•宫梅玲课题：“大学生抑郁症阅读疗法中
医学配伍书方研究”

•束蔓课题：“公共图书馆为阅读障碍人群
服务的理论、方法与对策研究”

•团队合作的开始



实践展望



阅读推广利器

•全民阅读立法

•图书馆进入活动时代

•全国轮展：各馆至少展览一次书目，吸引
眼球。

•基地组织：有几个重点馆，作全国表率。



普及空间大
•思想政治教育

•德育教育

•三观教育

•学工、残联、妇联、
离退休办公室



走向临床
•图书馆员考心理咨询证：半临床

•发展阅读疗法——临床阅读疗法

•心理咨询、康复医学、护理学的新方向



灾后抚慰
• 常规救灾方式



绘本开发
•面向未成年人

•绘本（东莞书目）



进入课堂
•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系余浩明“阅读疗法”
选修课

•宫梅玲老师心理健康教育课。国外图书馆
学院，“健康信息”是一门很普遍的课。



培训
•以泰山医学院等基地组织为中心



创业新路



• 《小说药方：人生疑
难杂症文学指南》/［
英］艾拉•柏素德、苏
珊•艾尔德金著，汪芃
译/台北：麦田出版
/2014年3月/定价：NT
＄450



前景广阔



延伸阅读



•东南大学“艺术治
疗中心”有可能成
为未来的阅读疗法
研究中心

•整合心理学、医学、
文学、图书馆学研
究力量



《诗歌疗法》的主要内容

• 2010年，东南大学结合心理学和医学人员，成立
“东南大学艺术治疗研究小组”开展相关研究。
出版“艺术心理治疗研究丛书”，含《诗歌疗
法》。

•最大价值是提出了

•接受/指令模式：接受指导，读。

•表达/创作模式：原创写作。

•象征/仪式模式：典礼、仪式，告别过去。



•季秀珍，南京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
系教师，发展心理学
专业在读博士。主要
研究方向为：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心理
咨询与治疗。发表论
文多篇。参编专业理
论书籍五部。曾系统
接受过心理咨询与治
疗、家庭心理治疗等
的培训，并取得相关
证书。



•第1章儿童阅读和心理
治疗

•第2章儿童阅读治疗的
理论

•第3章儿童读物与阅读
治疗

•第4章儿童阅读治疗实
施程序

•第5章不同年龄儿童阅
读材料的选择

•第6章不同类型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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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阅读疗法就像一双水晶鞋，
很多图书馆、很多图书馆员、很多学科、
很多科研领域和服务领域都想插上一脚。

但想从灰姑娘变成公主，需要付出
艰苦的努力。



谢谢大家！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