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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  要 2 本文梳理了先秦到两汉的阅读疗法思想和医案,勾勒出阅读疗法在

这个时期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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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先秦到汉代的阅读疗法医案
先秦到汉代的阅读疗法医案主要体现在孔子对

弟子成功的心理指导和汉代大赋神奇的审美效果两

个方面。

孔子善于运用包括阅读疗法在内的各种心理疗

法对弟子们进行心理指导,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孔

门弟子的精神境界普遍较高, 颜回甚至修炼到了

/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0, 而自己仍
/不改其乐0的程度 1282, 如此乐观的生活态度对身

心健康无疑是很有好处的。

另据5韩诗外传6记载: /闵子骞始见于孔子, 有

菜色, 后有刍豢之色。子贡问之曰: -子始有菜色,

今有刍豢之色, 何也 ? . 闵子曰: -吾出蒹葭之中, 入

夫子之门, 夫子内切磋以孝, 外为之陈王法, 心窃乐

之。出见羽盖龙旗, 旃裘相随,心又乐之。二者相攻

胸中而不能任, 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寝深,

又赖二三子切磋而进之, 内明于去就之义, 出见羽盖

龙旗, 旃裘相随, 视之如坛土矣。是以有刍豢之色。

5诗6曰: -如切如磋, 如错如磨。. 0 1292这段话讲的

是, 闵子骞刚去拜见孔子时, 名利心理, 一方面渴望

提高自身修养, 对孔子讲的教道和王法暗自喜欢, 另

一方面又抵挡不住外界的诱惑, 对王公贵族豪华的

车队、华丽的服装十分向往。胸中的两种欲望互相

斗争, 心态失衡,以致面黄肌瘦, 脸呈菜色。后来, 跟

随孔子久了, 接受孔子的教诲越来越多, 读的书越来

越多, 跟贤良的同学们切磋得也越来越多, 认识不断

提高, 终于明白了该追求什么,该放弃什么, 再见到

豪车华服便觉得庸俗不堪, 视为尘土,内心的充实流

露到脸上, 脸色便变得像经常吃肉一般容光焕发。

闵子骞的脸色由病恹恹的 /菜色0向健康红润的 /刍

豢之色0的变化, 生动地反映了孔子出色的教学效

果和心理治疗效果, 也说明 /腹有诗书气自华0, 读

书向学有保健和美化人的气质的功能。

像颜回、闵子骞、子夏等一样, 孔门弟子虽然在

现实生活中是颠沛流离、奔波无成的一群书生,他们

在面对世俗诱惑时难免有短暂的不平衡, 但在孔子

的精心教导下,他们都逐渐成长为好学上进、乐观善

良、身心健康的贤者,并没有被逆境所击垮、被欲望

所左右、被庸俗所俘获, 给后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这表明孔子所施行的包括阅读疗法在内的艺术疗法

是非常成功的,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和经验都值得后

人借鉴。

大赋盛行的汉代产生了一虚一实两桩阅读疗法

医案,在中国历史上相当有名。

第一桩是 5七发6治疗楚太子。汉代枚乘创作
的5七发6不仅是一篇辞采飞扬的赋中精品, 名垂中

国文学史,在中国心理治疗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

明清之际的李渔曾说: /陈琳之檄, 枚乘之文, 皆前

人已试之药也。0 1302这里的 /枚乘之文 0指的就是
5七发6。5七发6记录了一场虚拟的心理治疗的全

过程。全文的大意是: 楚太子有病, 吴客前往探视,

认为太子犯的是王公贵族常见的富贵病, 病征是见

识短浅,喜怒无常 ;好色喜淫,耗精伤神; 嗜食肥甘,

内壅湿热; 深居广厦, 风寒易侵; 裘衣细软, 如暑蒸

熏。此病非针药可治, 只有听 /要言妙道 0方能去。

于是吴客鼓动如簧之舌, 展开了奇幻瑰丽的七层想

象。第一层极言音乐的动听, 第二层幻想最可口的

饮食,第三层渲染车马的名贵,第四层描绘奢侈的游

览,第五层盛赞打猎的壮观。此时已激起太子的兴

奋, /阳气见于眉宇之间0, 病稍有起色。第六层又
回到本地风光 ) ) ) 长江观涛的情趣, 最后第七层从

无穷的想象归结到人生应有高雅的情趣, 要多听

/圣人辩士0之言。畅想至此,太子 /涩然汗出0, /霍

然病已0。从内容看, 题名5七发6兼具 /以七事相启

发0、/七次抒发0和 /七次发汗0的多层意思。吴客
抓住楚太子追求奢靡的特点, 极力引导他畅想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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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场、壮观的事物和场景, 使之兴奋发汗, 从而解除

由精神空虚引发的身体不适。

5七发6对阅读疗法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它在结尾处提出楚太子若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

态, 必须多听 /圣人辩士 0的 /精言妙道0, 这意在建
议王公贵族应该多读好书, 是对阅读疗法的倡导。

第二, 它是对一次 /话疗 0的书面再现, 像处方一样

具有可重复性, 与楚太子同病者,读之很可能会收到

同样的疗效。一般读者读了, 也会被其优美的辞采

和奇瑰的场景所陶醉, 起到想象畅怀、焕发精神的作

用 1312。5七发6在后世成了有治疗功效的诗文的代
称, 如李渔认为在病人生病期间,谎称帮助其去除了

生平痛恨之物, 可以当药, 他的表述是: /岂偏恶者

辟之使去, 逐之使远, 独不可当沉疴之 5七发6
乎? 01322明代的袁宏道认为5金瓶梅 6有解忧去病之

效, 他在给画家董其昌的信中说: / 5金瓶梅6从何得
来? 伏枕略观, 云霞满纸, 胜于枚生 5七发 6多

矣。01332

5七发6只是描述了一场虚拟的心理治疗过程,

现实的心理治疗医案而且是阅读疗法医案在汉代也

发生过, 施治者是赋作家王褒等, 患者是汉太子。事

情的经过是, 汉宣帝特别喜爱王褒的作品, 让王褒和

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并为侍诏, 无论放猎、游

幸, 经常带着这些文化随从作赋 , 欣赏娱乐。有一

次, /太子体不安, 若忽忽善忘, 不乐。诏使褒等皆

之太子宫虞侍太子, 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

平复, 乃归。太子喜褒所为 5甘泉6及5洞萧颂 6, 令

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0 1342这是笔者所见中国正

史文献上记载的第一例典型的阅读疗法医案。汉宣

帝把治疗太子的任务指派给赋作家, 表明他对阅读

的治疗作用有很明确的认识, 他对赋的喜爱的出发

点不仅仅是审美, 而且有养生保健的实用目的。在

执行这次阅读治疗任务中,王褒创作的 5甘泉6、5洞

箫6等赋,对太子的康复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 ,汉代帝王操纵散体大赋这一

段经常受到批评。文学史家认为, 皇帝把文学当作

享乐的工具, 不仅为作家指定创作题材和内容, 而且

为作品规定思想倾向, 表现出对文学的不尊重, 丧失

了尊严的文学的地位无异于 /倡优博弈0。皇帝作

为读者, 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由此而导致作家沦为

皇帝的 /帮闲0, 其读者意识高度膨胀, 主体意识受

到极大的压抑乃至扭曲, 他们在写作时必须考虑到

接受者的特殊需求, 甚至完全为迎合、取悦接受者而

创作, 一味追求作品的感官娱乐效果,导致作品的内

容缺乏思想性, 作品的风格集中于 /辩丽可喜0, 失

去了丰富多样性。

文学史家的观点是出于审美的角度, 把是否有

助于文学的自由发展作为评判的标准, 但是从心理

治疗的角度来看, 汉武帝和汉宣帝时期却是中国历

史上阅读疗法在宫廷应用最主动、最活跃的时期,皇

帝周围聚集的文士, 既可以说是才华横溢的文学侍

从,也可以说是善解上意的心理太医,他们以高超的

文学手法,及时而灵活地为帝王提供 /喻讽于劝0等
有益于调节心理的读物。他们的作品从一个角度看

是文学,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心药。文学史上所诟

病的地方恰恰在阅读疗法史上是值得肯定的, 要针

对读者的特殊需要准确地向其提供能给其带来良性

反应的读物,读物同唱戏博弈一样是娱乐身心的手

段。可以说,汉代帝王召集文士作赋悦心,表现出了

统治者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 不但在文学史上占

有一席之地,从养生保健的角度来看也是很高明的,

在中国阅读疗法史上也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页,其

中汉宣帝派王褒作赋以助太子治病则是其中最有意

思的一幕。

另外, 正如刘向所说: /书犹药也, 善读者可以

医愚。0汉代还留下了读书增智的事例, 事主是最高

统治者汉文帝。传说,汉文帝少时脑笨,通过读诵奇

文,弱智症不治而愈,后来当上了皇帝, 能日理万机,

而且提倡节俭, 多施仁政, 开创了 /文景之治0的盛

世局面 1352。

4 结语
综上述说,可见先秦到汉代留下的与阅读疗法

有关的遗产相当丰厚,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

面的。这些遗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实用价值。比

如汉代流行宫廷文学, 皇帝王公纷纷豢养文学名家

创作辞赋以悦养身心, 那些曾经改善帝王神智的赋

作在当前的阅读疗法实践中依旧可以应用。特别是

以东方朔为代表的赋家,语言诙谐,曾是宫廷的笑声

制造者,后人便把东方朔推崇为娱乐之神、滑稽大

师,或假托东方朔 ,或以东方朔为原型, 创作了大量

雅俗共赏的笑话等滑稽作品, 皆是公认的治病良药,

这些滑稽作品为读者谋笑声, 便成为阅读疗法中经

常用到的特效读物。

由于先秦到汉代距今久远, 语言古奥,这个时期

的文献不是所有的现代人都能阅读理解的, 所以辅

助治疗的功效对部分人未免要打折扣, 但是对传统

文化素养高的人来说,越是古典的东西越是醇厚,浓

缩的药性也越多, 就像千年灵芝,得之在手, 未及服

用,心情便觉得好了许多, 辅助治疗的作用当然不可

小觑。因此,对先秦到汉代的代表性文献、阅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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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医案,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要根据它们

自身的特殊性努力开发它们在养生保健和辅助治疗

方面的特殊价值, 为现实的阅读疗法实践注入新的

内容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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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uoughts and Cases of Reading Therapy from Pro- Qin Dynasty to

Han Dynasty of Ch ina

W ang Bo  ( Peking U n iversity L ibrary )

1Abstract2 In th is paper, the thoughts and cases o f reading therapy from Pre- Q in D ynasty to H an D y-

nasty o f C h ina are dug ove r, and the genera l deve lopm ent situation o f read ing therapy in this period is revea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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