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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为减少体育性伤害事故，首先体育课应选在较平坦的操场

上，操场不宜有碎石等；其次应作好运动前的准备活动，作好运

动的保护工作。对有较强技术难度和强对抗性的运动，如足

球、篮球等，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再次要加强安全教育，

加强学生体育课的组织纪律性。

对于非体育性伤害事故，主要靠宣传教育，减少由于不慎

导致的意外伤害，同时要加强监护。

伤害事故中外伤、骨折较多，所以建议学校卫生室应配备

必要的外伤处理药品，并有担架、夹板等骨折处理常用工具，并

要求学校卫生老师掌握伤口处理及骨折固定等常用技巧和知

识。

意外死亡对个人、社会、家庭等造成很大损失，应引起重

视。溺水易发生在暑假，以七八月份为多，应加强学生暑期游

泳的管理，游泳时应有成人监护；随着社会车辆的增加，交通事

故逐年增多，所以不可忽视交通法规的教育；为降低自杀现象，

家长不能只重视应试教育和对学生智力因素的培养，而忽视对

子女的心理素质的培养，从而导致学生心理素质差，稍有逆境，

便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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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疗法能治疗由精神和情绪引发的疾病，如抑郁、焦虑、

紧张、恐惧、偏执症等，国外已有报道［"］。我国对阅读疗法的研

究尚在起步阶段。关于读书能解决大学生的心理困扰笔者曾

作过调查［,］，为了进一步了解何种书刊有助于解决大学生的何

种心理问题，以便图书馆能有针对性地提供心理咨询专题书

目、刊目和专题文章，指导大学生“阅疗”，我们进行了本调查。

" 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 ,!. 名在阅览室阅读的大学生读者，其

中临床医学本科生 $* 人，放射本科生 )* 人，护理本科生 *, 人，

医电专科生 ,) 人，计生专科生 ,) 人，医学工程专科生 ). 人；女

生 "($ 人，男生 ".) 人。年龄在 "$ % ,( 岁。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选取大学生普遍存在的交际困难、

恋爱苦恼、就业压力、自卑、孤独、焦虑等 "( 种心理困扰因素，每

项困扰因素对应着小说、诗歌、心理咨询、人生哲理、休闲读物

等 ", 个类目的常见书刊，进行现场问卷调查。采取无记名方式

填写，共 发 放 问 卷 ,!. 份，收 回 有 效 问 卷 ,"* 份，回 收 率 为

-$+(’。

, 结果

"( 种心理困扰因素，求助人次由高到低的书刊依次为：心

理咨询类 !.* 人次，人生哲理类 (*# 人次，小说 (!$ 人次，休闲读

物类 )-. 人次，传记文学类 ),- 人次，科普读物类 ,)( 人次，医学

知识类 "#$ 人次，军事体育类 ",- 人次，神话传说类 ""- 人次，戏

剧类 "", 人次。同一种心理困扰，阅读前 ( 位书刊人数比例差

异有显著性的是：交际困难、就业压力、恋爱苦恼、心烦焦虑、缺

乏自 信、厌 学、性 困 惑、当 众 讲 话 紧 张、人 生 目 标 不 明 确

（! 3 .+."）。忧郁悲伤、身患疾病、孤独、怕不及格、遭受挫折 !
种心理困扰，阅读前 ( 位书 刊 人 数 比 例 差 异 无 显 著 性（ ! 4

.+."）。而 "( 种心理困扰读同一类书刊时，其人数比例差异都有

显著性，!
, 值分别是心理咨询 -$+ "$、人生哲理 "!(+ #*、小说

-(+#(’、休闲读者 (!+--，! 值均为 .+...。有心理问题时，经常

阅读的前 ( 位书刊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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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几乎任何书刊对解决大学生的心理

问题都能起到某种作用。而心理咨询、人生哲理、小说、休闲读

物等书刊作用较大，求助的人次较多。

!"# 心理咨询类书刊 心理咨询类书刊有助于解决的前 $ 项

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是：当众讲话紧张、性困惑、自卑、焦虑、

交际困难、恋爱苦恼。大学生是一个文化层次高、自制力强、善

于独立思考、有较强的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群体。因此，他

们能带着心理问题自觉地、主动地到图书馆查阅心理咨询类书

刊。图书馆是“一座心智的药房，存储着为各类情绪失常病人

治病的‘药物’”［!］。我们通过与大学生个别交谈了解到，凡是大

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一般都能从书刊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表 # %#$ 名医学生面对心理问题阅读书刊类别前 & 位分布情况

心理问题 心理咨询 人生哲理 小 说 休闲读物 !
% 值 ! 值

交际困难 &’（%% "$(） $$（!) "((） !*（#*"%)） #$（ *"&)） !’"#’ ) ")))
就业压力 #(（ $"’&） $’（!# "’&） #*（ *"+)） %$（#%")!） *)"+( ) ")))
恋爱苦恼 &%（#’ "&&） !#（#& "!(） $%（%+"*)） !#（#&"!(） #’"#% ) ")))
心烦焦虑 (!（%& "(!） #&（ $"&+） &!（#’"’)） &%（#’"&&） %$"+’ ) ")))
缺乏自信 (!（%& "(!） #+（ +"!!） #(（ $"’)） %)（ ’"%(） &)"+% ) ")))
忧郁悲伤 !&（#( "*&） !!（#( "%*） %+（#%"’$） %!（#)"$&） !")% ) "!++
身患疾病 %%（#) "#+） %%（#) "#+） !(（#$"%)） !)（#!"++） ("#$ ) "#$#
厌学 !)（#! "++） %)（ ’"%(） &&（%)"!*） %%（#)"#+） #&"#+ ) "))!
孤独 %’（#! "&%） #’（ +"*’） $(（!)")’） !’（#+")(） *")$ ) ")*)
性困惑 ((（%( "&$） #+（ +"!!） %#（ ’"*%） #!（ $")#） &$"+) ) ")))
怕不及格 %+（#% "’$） %!（#) "$&） #$（ *"&)） !!（#("%*） *"#( ) ")$*
当众讲话紧张 (*（%$ "!+） %’（#! "&%） %)（ ’"%(） !&（#("*&） %("&& ) ")))
遭受挫折 %#（ ’"*%） &(（%) "+!） !)（#!"++） !(（#$"%)） #)"+% ) ")#!
人生目标不明确 #+（ +"!!） $%（%+ "*)） %&（##"##） #$（ *"&)） (&"#’ ) ")))
总计人次 ()$ &$’ &(* !+)

注：调查采用多项选择；（）内为百分率,-。

!"% 人生哲理类书刊 此类书刊所帮助解决的前 & 项主要心

理困扰是就业压力、交际困难、人生目标不明确、遭受挫折。大

学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生活中的真与假、美与丑、

善与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交际中的挫折、就业压力，使他们

感到迷茫、彷徨、痛苦、沮丧，因而产生困惑。为了摆脱痛苦，古

今中外有关人生哲理方面的书刊，便成了他们汲取精神力量，

寻求人生指南的良师益友。图书馆中的《名人名言》、《卡耐基

交际大全》、《世界的智慧》丛书、《名人传记》等许多人生哲理方

面的书刊，深受大学生喜欢。

!"! 小说 求助小说解决心理问题前 & 位的是孤独、恋爱苦

恼、厌学、焦虑。孤独、恋爱苦恼、厌学、焦虑所造成的困扰往往

是弥散而持久的。读小说所起的作用除娱乐、驱赶无聊、忘记

痛苦和烦恼外，更重要的是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

与作品的感情内涵发生程度不同的共鸣，从而或产生美的享

受，或激起某种崇高的感情，或改变处世态度。而丰富的阅读

心理体验还可以使读者逐步建立起健康平和的心态，克服心理

障碍，松弛情绪，排遣烦恼，增强自信，提高学习兴趣，树立正确

的恋爱观等。

!"& 休闲读物 它所帮助解决的前 & 项主要心理问题是焦虑、

孤独、遭受挫折、当众讲话紧张。休闲读物在《中国图书分类

法》中，类属“. 综合类”，它不属于任何一类，但它却包罗万象，

融古铸今。它是集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轻松性于一体的综

合类书刊。往往是一篇小文章，就能形象地道出一条哲理，令

人豁然开朗；一个小小幽默，就会令你在莞尔一笑之间或开怀

舒心，或领悟世情，排解忧愤，起到解除紧张、放松愉悦的作用。

由于中国与外国的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大学生群体

与其他群体不同，因此，解决同一种心理问题选择阅读的书刊

也不尽相同。国外的研究调查认为，诗歌小说是最有力的治疗

工具。而我们所调查的大学生则认为，心理咨询和人生哲理方

面的书刊是最有力的治疗工具。在发达国家，几乎每个家庭都

有自己的心理医生，有了心理问题，找心理医生解决是件很平

常的事，而在中国由于受世俗观念的影响，人们看心理医生总

是顾虑重重，怕伤自尊、怕被当成精神病患者而受歧视，加之高

校心理医生太少，设施不够健全，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学生有

了心理问题不愿找心理医生，即使找到心理医生时间安排也不

方便，治疗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阅读疗法以其不伤自

尊、不泄露隐私、经济简便及时等优点，被大学生所接受。因

此，高校图书馆要积极主动地为大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咨

询专题书目、刊目和专题文章，指导学生“阅疗”，并要与心理医

生携手探讨阅读治疗研究的新领域，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加强

“阅疗”机制和疗效的研究，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开辟一条新

思路，拓展图书馆服务和图书馆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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