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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疗 法 在 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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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按照时间顺序, 以大事记的方式

回顾了阅读疗法在英国的发展简史, 并根据英国

的经验, 对今后怎样推动我国阅读疗法的发展提

出了建议。

    [中图分类号] G259. 5614; G252. 17; R749. 05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5- 8214( 2004) 02- 0080- 04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 很早就有以阅读书籍辅助治疗医

院里的病人, 尤其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的事例。最常引

用、也最典型的阅读疗法事例出现在 18 世纪末约克镇大

撤退时期, 当时英军为了保住北美大陆这块殖民地, 正在

和争取独立的美军作战, 结果一败再败, 不得已被迫从费

城撤退, 把主攻方向转向南方, 将主力转移到南方港口城

市约克镇。美军联合法军两路并进, 直逼约克镇。法军用

海军封锁海港, 切断英军海上补给线, 断绝了英军退路,

华盛顿则率部从正面猛攻。英军人心惶惶, 奋力突围撤

退。此时凡有图书馆或者仅有少量藏书的医院, 都把书籍

分发给随军牧师, 随军牧师向身处绝境的战士特别是受伤

的战士提供这些书籍, 或干脆朗读某些篇章, 替他们排忧

解痛。

罗纳德#斯德特 ( Ronald Sturt) 研究过英国医院图书

馆的历史, 尤其是其早期的历史, 他给出了早期人们出于

治疗的目的而阅读书籍的例子。苏格兰的安东尼亚#班奇

( Antonia Bunch) 画过一幅关于阅读疗法的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特别是在 1930 年, 公共图书馆

开始像医院图书馆一样对阅读疗法感兴趣。英国图书馆协

会曾在第 5 届年会上印发了一些文件和论文, 表现出对阅

读疗法的关注, 可惜的是仅止于此 , 之后并没有采取具体

的措施来推动阅读疗法的发展。阅读疗法的研究工作主要

还是由感兴趣的个人来做。这方面的业务则随着医院图书

馆的建立而逐渐开展起来。

1930 年 5月, 英国皇家红十字会议在詹姆士宫举行,

伦敦图书馆的馆员查尔斯#海格勃格- 莱特 ( Charles Hag-

berg- Wright) 是发言人之一。会议达成了在医院里阅读是

治疗性药物的一部分的共识。

同年 6 月, 在朴次茅斯举办的皇家公共健康机构会议

上, 布鲁斯#布鲁斯- 泡特 ( Bruce Bruce- Porter) 先生发

言说: / 医院需要把图书馆作为治疗性药物方案的一部
分。0 他认为各种类型的优秀读物比大多数常用的处方药
更有疗效。次年, 在图书馆协会的会议上, 他又发表了类

似的观点。

1930年 11 月, 皇家公共健康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

讨论医院图书馆的发展, 发言人包括医生、护士和医院的

管理人员。会议强调阅读在精神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 强调图书馆提供卫生、新潮的图书的必要性。会议总

结发表在 5柳叶刀6 ( Lancet) 杂志上。

1931年, 皇家医学院的助理图书馆员威廉#毕少波
( William Bishop) 在 5图书馆协会报告6 上发表了 / 医院

研究进展的最好信息源。本文分析了 27 种图书情报学领

域的电子期刊的文献计量特征, 发现这些期刊中的论文有

80%以上来自美国和英国, 一半以上来自美国; 大多数论

文都是一个作者独立完成的; 学术性机构是这些期刊的主

要稿源; 主题覆盖了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几乎所有前沿

课题; 平均每年发表论文 250篇左右, 并在不断增加。由

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断言: 图书情报学电子期刊有很大的

发展潜力, 将在图书情报的学术交流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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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和阅读疗法: 一种心理疗法0 一文。该文告诫那些
急于看到阅读疗法成效的人, 有时候阅读疗法是令人失望

的。

1930年 ) 1940 年, 在是否建立医院图书馆的问题上

英国展开了广泛讨论, 新建了一批图书馆, 但是阅读疗法

的理论和实践几乎没有进展或者说进展很小, 这与美国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不仅在 1920 年以前, 就发表了一

定数量的关于阅读疗法的论文, 并且于 1939 年在美国图

书馆协会医院图书馆分会中设立了阅读疗法委员会。

1939年, 著名的图书馆员 L. 斯坦利#加斯特 ( L.

Stanley Jast) 写了一本名为 5图书馆与社区6 的书。他认
为应该有一种新的职业, 叫做医生式的图书馆员, 其为病

人开列的处方就是作者名和书名。

1945年, 医生爪木德#什尔士 ( Drummond Shiels) 先生

发表了一篇演讲, 题为 / 阅读的治疗价值0, 后来刊登在
5书车6 杂志上。文章尽力从治疗的角度说明阅读的重要
性。

根据安东尼亚#班奇 ( Antonia Bunch) 的介绍, 二战

后, 苏格兰的图书馆员和医生也在努力工作, 积极改善医

院图书馆的服务。1948年 5柳叶刀6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
章, 讨论阅读的治疗价值。

1950年, 来自建于 1948 年的收住病人超过 2000 名的

大型医院 ) ) ) 奈森那医院的图书馆员乔伊斯#考特 ( Joyce

Coates) , 在 5图书馆协会报告6 上发文, 讨论在阅读疗法

方面英国与美国的差距, 她说: / 阅读疗法的可能性需要
更充分的探索。0

1951年, 英国图书馆协会出版了原兰开夏郡图书馆

的馆员凯思林#阿尔少普 ( Kathleen Allsop) 写的一本小册

子, 作者总结了她 1946) 1949 年在兰开斯特摩尔医院的

工作, 介绍了当时图书馆所开展过的一些带有治疗性质的

活动, 其中提到了阅读疗法。

1952年, 曾在 1931 年讨论过阅读疗法的威廉#毕少波
又发展了他的观点, 他不无忧虑地指出, 服务于病人的图

书馆和服务于医生和医学院学生的图书馆认为自己是高度

专业化的机构, 只有自己才有能力研究阅读疗法, 不希望

公共图书馆介入这个领域。

1961年, 5图书馆协会报告6 报道了一个大型精神病
医院的图书馆员组织的活动。作者洛纳#安德瑞奇 ( Lorna

Adrich) 曾经是诺丁汉郡图书馆的分馆塞克昂戴尔 ( Saxon-

dale) 医院图书馆的馆员。在介绍了该馆的服务项目和运

行情况后, 她接着介绍了由她组织的特色活动。这些活动

比起由专门医疗机构组织的活动, 显得更有创意, 包括朗

诵、音乐欣赏、讨论和演讲。

1962年, 图书馆协会中正式增设了医院图书馆和残

疾读者组织。1963 年该组织在诺丁汉召开了第一次年度

周末学术研讨会。肯特州范保若甫医院的名誉顾问医生邓

肯#李 ( Duncan Leys) , 提交了一篇名为 / 治疗中采用文学
作品0 的论文。这篇论文属于原则性论述, 但李博士以强

烈的语气用 / bibliotherapy0 一词表达他的观点: / 我发现
英国的精神病医师的确在用 bibliotherapy 一词描述他想到

的或可能的书籍对病人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说的

是, 如果我是你, 就拒绝轻视阅读疗法, 因为它的疗效确

实如酒精中毒一般明显。0

李博士还写过一本关于医院图书馆的书。其中一章的

标题是 / 文献在治疗中的作用0 , 重印在 5阅读疗法信息
源6 一书的第四部分 /国外进展0 中, 该章综述了文献在

治疗中的作用。

1964 年的年度周末学术研讨会上, 一个由注册精神

病护士转行的图书馆员大卫#布尔 ( David Boorer) 引起了

与会者的注意, 他的发言是 /广义图书馆员: 面向精神层

面的图书馆服务0 , 这篇有意思的论文为有志成为精神病

医院图书馆馆员的人士提出了许多明智的建议。但是只有

一句提到阅读疗法: / 美国人所谓的阅读疗法, 我宁愿叫

它阅读指导, 在我国它属于一个尚未开发的领域。0
1965 年在南安普敦召开的年度周末学术研讨会上,

一些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后来被收入论文集 5阅读与健康6。
其中来自剑桥的大型精神病医院 ) ) ) 福布恩医院的图书馆
员詹尼弗#安德瑞乌斯 ( Jennifer Andrewes) 的论文是 / 阅
读疗法0。

1970 年, 在布里斯托尔 ( Bristol) 召开的医院图书馆

和残疾读者组织会议上, 收到了几篇关于阅读疗法的论

文。在一系列的讨论中, 大卫#布尔说他对那些认为病人
能和正常人同样接受阅读疗法的观点表示怀疑。这次会议

主要讨论图书馆员和医生对阅读疗法的反应。其他领域的

人士也注意到了阅读疗法的可能性, 如社会工作者, 文献

在他们那里被用于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他们周围的人。

1975 年, 英国图书馆协会出版了一本名为 5文献和社会工
作者6 的小册子。该书由克莱尔#莫里斯 ( Clare Morris)

编辑, 在前言中, 伊丽莎白#爱尔文 ( Elizabeth Irvine) 谈

了自己如何用文献帮助自己和学生理解人类的本性, 他写

到: / 更多的社会工作者正在越来越多地用有创造力的文
献来人性化由行为科学产生的知识。0

克莱尔#莫里斯, 后来改名为克莱尔#吉里斯 ( Clare

Gillies) , 始终保持对阅读疗法的兴趣。她是 1981 年4 月由

英国图书馆协会主办的第一次阅读疗法会议上的发言者,

发言的内容不久之后就见诸报道, 后来又收入到论文集

5阅读疗法6 一书中。
大卫#米勒德 ( David Millard) 是试验性服务的倡导者

之一, 他于 1977 年发表的 / 文学和治疗性想象0 一文,

参考了克莱尔#莫里斯的论文。他也认为文学是社会工作
的必要组成部分。玛哥里特#沃尔克 (Margaret Valk) 是一

个退休的社会工作教育顾问, 曾写过诗歌疗法的文章, 在

两年后发文评论了大卫#米勒德的文章。
1960 年和 1970 年, 以病人为服务对象的图书馆员一

直在用书籍帮助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与疾病做斗争, 所采用

的书单是由罗伊#泰博 ( Toy Tabor) 编辑的 5反省: 小说、

传记和自传主题指南6。该指南推荐的书受到了广泛的注
意。

韦尔瓦#帕亭顿 ( Wylva Partington) 长期对阅读疗法保

持兴趣, 1970 年, 她就开始和伊丽莎白二世医院的资深临

床心理医生萨拉#库玛拉斯瓦米 ( Sara Coomaraswamy) 合作

探讨阅读疗法, 直到 1982 年退休。在英国图书馆协会中

的医院图书馆和残疾人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库玛拉斯

瓦米女士作了发言, 此发言后来整理为论文发表, 之后又

重印于 5阅读疗法文献源6 一书。
另一篇对阅读疗法加以讨论的论文是 1975 年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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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研究所的约翰#里克瑞斯 ( John Lickorish) 所写的 / 文
学作品在治疗中的应用0。他对传统的 /导读0 提出疑问:

/ 期望病人直接从文学作品中获益可能是过分的, 可能的

途径是治疗师自己首先必须进入世界上的文学仓库, 从中

带出财富丰富病人的生活。0
多少年来, 职业治疗师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用散文、

诗歌和戏剧帮助他们的病人。1967 年, M. 考尔 ( M. kall)

在 5专业治疗6 上发表论文, 举例说明阅读疗法的奥秘。

1977年, 在同一份杂志上, 爱瑞尼#阿弗赖克 ( Irene Af-

fleck) 介绍了阅读诗歌在治疗酗酒症中的应用。诗歌作为

一种治疗方式也是 J. Kw. 莫瑞斯 ( J. Kw. Morr ice ) 发表在

5英国医学心理学杂志6 上的一篇文章的主题。
1985年, 玛哥里特#沃尔克发文介绍了一个由职业治

疗师和志愿者组成的诗歌疗法小组是如何成功地开展工作

的。

威尔士 ( Wales) 因为被德韦达郡 ( Dyfed) 图书馆和

德韦达社会服务中心联合指定为阅读疗法师, 其所开展的

档案疗法工作也得到了发展。1982年以来, 阅读疗法师和

档案管理员在卡马森郡档案机关的支持下发起了一项档案

治疗项目。苏珊#伯克雷 ( Susan Berkley) 发文介绍了这个

项目, 该项目旨在用档案疗法帮助老年人、精神病患者和

少年犯。

儿童问题是否适用阅读疗法呢? 许多单位和个人, 包

括图书馆员和相关组织编制书目来帮助儿童适应社会环

境, 如玛哥里特#古德 ( Margaret Good) 在 5学校图书馆
员6 杂志上编写的 / 关于家庭问题的故事0, 主题包括收
养、家庭养育、孤儿、继父母等。一个美国图书馆员为学

校图书馆协会提交的论文是 / 阅读疗法: 它是什么? 对英

国儿童文学产生什么影响?0。作者定义阅读疗法, 并追问

阅读疗法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同时介绍了美国对此问题讨

论的情况。

很多组织和团体已经就各种问题推出了阅读疗法书

目: 如某个病人家庭开列的书目叫作 5我们不可能永远和
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6 , 由英国图书馆协会中的青年图

书馆协会出版的书目叫作 5算我在内: 为残疾孩子和关于

残疾孩子的书6 ; 另外一本关于残疾儿童的书目是由一个

专业的故事作者格雷斯#豪沃斯 ( Grace Hallworth) 编辑的

5心飞轮椅外: 书和残疾儿童6 ; 其他开列书目的组织还有

英国收养和养育机构、国家住院儿童福利协会、 (英国 )

内伦敦教育局学习资源分支机构等。开列书目在 1981 年

的国际残疾人年几乎形成了潮流。

玛哥里特#马歇尔 ( Margaret Marshall) 在她所著的书

5图书馆和残疾儿童6 中, 简略地提到了阅读疗法, 并开

列了一份适合残疾儿童阅读的书目。她认为讨论不同的残

疾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应用不同的书就是阅读疗法的全部内

容。

在过去的几十年, 不同行业的人尽管对文学的理解不

尽相同, 但都认为通过文学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本性,

可以更好地帮助病人。继米勒德和莫里斯之后, 莫林#斯
万卫克 ( Maureen Swanwick) 在 5护理镜鉴6 杂志中发表
/ 小说方法0 一文, 描述包括小说的文学作品, 怎样用于

帮助护理专业的学生扩大他们的经验, 帮助他们理解病人

的需要。心理学教师不仅用小说而且用非虚构作品来解释

心理学的各种原理, 像大卫#罗斯 ( David Rose) 和约翰#
瑞德弗德 ( John Radford) 曾发表论文 /心得学教学中文学
作品的应用0 交流自己用文学作品解释心理学原理的心
得。精神病医师在研究中对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也充满兴

趣, 5皇家精神病医师学院通讯6 曾经发表过不同作者的
文章, 力图让学院去认可包括 20 本书的书目, 还有一个

附加的测试试卷。

有些阅读疗法师一直在从事后来名声很大的 / 回忆录
疗法0 ) ) ) 利用图书、照片、幻灯片和各种各样的材料来
刺激老年人的记忆。5回忆6 是由英国卫生和社会事业部
和 / 帮助老年人0 组织设计出版的系列磁带、幻灯片和记
事本, 用于帮助老年人讨论过去的事情。格林斯#琼斯
( Glenys Jones) 写了一篇文章, 叙述回忆录项目在一个大

型精神病医院的应用。麦尔#赖特 ( Mel Wright) 在 5社区
关怀6 杂志上发文, 描述其他回忆材料的应用。

不少行业对阅读疗法的兴趣都在不断提高, 图书馆界

亦是如此。韦尔瓦#帕亭顿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拓展阅
读疗法新领域的道路上, 首先需要建立一个阅读疗法分

会, 而建立分会走出的第一步是在 1980 年 7 月在格德福

德召开的医学、健康和福利机构图书馆员委员会 ( MH-

WLG) 年度周末研讨会上, 专门成立了阅读疗法讨论小

组。该小组当时有 30 个成员, 由韦尔瓦#帕亭顿牵头。由
于讨论的议题引起与会者浓厚的兴趣, 以致决定在 1981

年春天召开一整天关于阅读疗法的会议。这次会议后来按

时由图书馆协会及医学、健康和福利机构图书馆员委员会

联合主办, 会议的报道发表在 5图书馆协会报告6 上。
受韦尔瓦#帕亭顿的感召, 一批人开始对阅读疗法感

兴趣。另外, 1982年 10 月, 在安罗斯博瑞附近的圣约翰

医院又召开了一次关于阅读疗法的会议。这次会议提议争

取在 1983 年召开阅读疗法信息交流会, 交流方式包括通

信和彼此直接讨论。1983 年, 会议在罗斯汉姆区综合医院

按计划召开, 有 45 个人参加了会议。除图书馆员外, 专

业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学家和志愿者等占了近一

半。

韦尔瓦#帕亭顿已经着手于 1984 年 4 月在曼彻斯特召

开一个会议, 不幸的是她在该年 2 月就去世了。位于哈罗

的瑙斯韦克公园医院的综合 (病人 ) 图书馆的馆员艾林#
博斯特尔 ( Eileen Bostle) 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这次共

有 55 人参会。会议的报道和随后秋天在莱斯特召开的会

议的报道都发表在 5医学图书馆评论6 杂志上, 后一个会

议的主题是纪念韦尔瓦#帕亭顿。
在曼彻斯特会议上, 艾林#博斯特尔和另外 6 个志愿

者发起成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 希望能成为医学、健康和

福利机构图书馆员委员会的分支组织。由于出席会议的代

表都不喜欢 / bibliotherapy0 这个词, 经会议审议通过, 该

分支组织被命名为 / Reading Therapy Sub- group0 , 即阅读

疗法分会。

1985 年的 5医院图书馆评论6 又报道了在南安普顿和
爱丁堡召开的关于阅读疗法的会议。5阅读疗法分会通讯6
也在 1985 年创刊, 每年出版 2 ) 3期 , 订费只含出版费和

邮寄费。到 1980 年底, 该会已有 250 个成员, 来自的国

家非常广泛, 包括波兰、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1986年10月, 阅读疗法分会在格林威治召开会议, 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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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不同专业领域的代表与会。1987年该分会又在剑桥召开

会议。此后阅读疗法分会的会议已经形成制度, 几乎每年一

届。由于篇幅的关系, 不能对1981年以来所有的会议上的每

个发言人的发言加以评论, 每次会议的情况在 5图书馆协会
报告6 及其他杂志上都有公正、充分的报道。

定期召开的阅读疗法会议究竟达成了哪些共识呢? 英

国的图书馆员普遍认为, 如很早以前就被来自不同专业的

很多人所解释过的, 阅读书籍和其他艺术品能够对处于麻

烦和压力中的人带来影响, 阅读的行为无论是出于自我安

慰、自我教诲, 还是在他人的帮助下进行, 都可以叫作阅

读疗法。阅读疗法最难把握的问题首先是阅读过程具有主

观性, 阅读的效果不可预告。换句话说, 我们希望书籍能

像药品作用于身体那样直接作用于心灵, 而事实并非如

此。其次, 阅读治疗的项目通常是试验性的和实用主义

的, 起不起作用取决于阅读能否打动读者的体内之弦, 这

一条是第一条的延伸。在历次会议上, 代表们对在培养健

康领域的从业者时应用文学作品的做法很少有争议, 他们

认为阅读疗法师也应具备一定的资质, 书本知识和直接经

验对阅读疗法师来说都是必要的, 以保证推荐的材料能够

迎合读者的需要并使读者心领神会。多年来对阅读疗法充

满兴趣的威尔士图书馆学院的首席讲师大卫#马修斯
( David Matthews) 的观点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认为精神

病学是一门完美的专业技术, 但是阅读疗法师仅有精神病

学知识是不够的, 与客户合作的能力, 灵活地连续地从经

验中学习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阅读疗法艺

术的从业者或志愿者均来自于不同的健康关怀领域 ) ) ) 或
是各领域人才的合作。

由于成员逐渐增多, 英国阅读疗法分会的规模在不断

扩大, 看来将要成为图书馆协会中的焦点和大户。那么,

阅读疗法未来的地位如何, 阅读疗法具体能解决什么问

题, 图书馆员在阅读疗法中的角色是什么, 怎样保证阅读

疗法的效果, 阅读疗法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资质, 阅读疗

法目前还远远落后于艺术疗法、音乐疗法和园艺疗法 (这

些疗法都得到了国内健康服务机构的认可) , 什么时候阅

读疗法也能得到广泛的认可, 从事阅读疗法需要什么样的

培训, 阅读疗法分会应该怎样组织和协调这些培训, 这些

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从实践中不断探索。

通过以上提纲式、大事记式的追溯, 可见阅读疗法在

英国的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目前英国图书馆界基本上已

经形成了研究阅读疗法的风气, 有关阅读疗法的业务也在

广泛开展, 阅读疗法在英国的现状是令人鼓舞的, 我们拭

目以待英国同行在这一新兴的领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同时, 结合阅读疗法的研究和实践在中国动静不大、起步

迟缓的现实, 笔者认为英国同行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是值得

我们借鉴的:

第一, 医院图书馆应扩展职能, 重视病人图书馆的建

设

从阅读疗法在英国发展的情况看, 医院图书馆员通常

是阅读疗法研究和实践的主力军, 一方面他们多有医学和

图书馆学的双重知识背景, 具备开展阅读疗法所需要的基

本素质; 另一方面他们直接面对大量患者, 阅读疗法在他

们那里大有用武之地。不过, 英国的医院图书馆多是多个

分馆的组合, 分馆的职能各有分工, 如有的分馆叫作 / 医

学图书馆0 , 主要面对医务人员, 馆藏基本上都是医学文

献, 为教学科研和业务发展服务; 有的分馆叫作 /病人图
书馆0 或 / 综合图书馆0 , 主要面对患者, 馆藏以非医学

文献为主, 开展阅读疗法是其业务职责所要求的。另外,

英国的不少医院既重治疗又重康复 , 患者住院不仅仅是为

了治疗, 还有在医院等待康复的习惯, 康复期间恰是实施

阅读疗法的最佳时机。而我国的医院通常只有面向医务人

员的医学图书馆, 没有面向患者的病人图书馆, 医院图书

馆一般不向病人开放。加上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偏低, 医

疗费用相对高昂, 如果有谁不幸患了大病, 第一个感觉便

是健康和财政的危机来到了, 去医院往往是出于保全性命

的无奈之选, 治疗不彻底就恨不得马上抽身离开这个吃钱

的黑洞, 根本谈不上在医院慢慢等待康复。医院素来也只

重视治疗而不重视康复, 办有康复中心的医院并不多见,

能想到对患者采用阅读疗法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中、英两

国的医院和医院图书馆在传统和体制上的差别, 是阅读疗

法在我国发展较慢的根本原因。要想加快阅读疗法在我国

的发展速度, 我国的医院图书馆就应该深化改革, 要么另

外创建病人图书馆, 要么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展职能, 将服

务对象由医务人员扩大到广大患者, 改变馆藏发展政策,

针对本院患者的特点并根据阅读疗法的选书原则扩大医学

之外文献的采访范围。

第二, 阅读疗法的兴起需要卓越的带头人

阅读疗法作为一项新事物, 要想全面地推向社会, 就

需要既有学者知识又有社会活动家能力的人积极参与并加

以推动。在英国的阅读疗法发展史上, 做出开创性贡献的

是伊丽莎白二世医院的图书馆员韦尔瓦#帕亭顿, 她不仅

具有丰富的公共图书馆和医院图书馆工作经验, 能够以高

超的领导水平处理好本馆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她对阅读疗

法情有独钟、热心研究, 宁愿为其慷慨奉献时间和精力,

而且放眼全国, 充分发挥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 积极推动

阅读疗法在英国的发展。韦尔瓦#帕亭顿堪称英国的阅读
疗法之母。阅读疗法近年在我国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它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中国的韦尔瓦#帕亭顿出现。
第三, 阅读疗法研究人员应尽快形成团体, 建立自己

的组织

阅读疗法在英国的发展进程表明, 阅读疗法研究要想

取得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 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单靠个

别研究者的单打独斗是难以打开局面的。如果对阅读疗法

感兴趣的人士能联合起来形成团体 , 并设法在图书馆协会

中建立阅读疗法分会等自己的组织 , 形成定期召开会议等

学术活动的制度, 则阅读疗法的队伍、成果等就会滚雪球

似的壮大, 人们便会慢慢知晓和接受阅读疗法。

第四, 阅读疗法前景广阔, 大有可为

英国阅读疗法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事实是, 当阅读疗

法的观念深入人心, 并具备了一定群众基础的时候, 针对

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病症开列书目便会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以致于出版商不得不为迎合阅读疗法书目而出书。倘若本

公司策划的书, 一出版马上就被各种各样的阅读疗法书目

所收录, 出版商便会大喜过望, 因为那意味着书的人气增

长, 离畅销已经不远了。相反, 在英国不顾及阅读疗法书

目收录情况的纯文学图书则越出越少。在阅读疗法书目上

打榜, 这种特殊的图书出版现象有力地说明, 在人们的精

#83#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海外链接 2004 ( 2)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p方允璋 (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地方特色专藏文献建设的

/ 知 识 集 合 0 观

    [关键词] 地方特色专藏文献; 可获得性论;

知识链接; 知识集合; 本土知识服务

    [摘  要] 针对当前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

存在的认识误区, 将 / 知识集合0 观点引入地方
特色文献专藏建设, 提出这个知识集合应是建立

在 / 系列化0 理念 上的个性化, 讲求文献的

/ 可获得性0。指出建设地方特色专藏文献知识集
合的要素是: / 优化知识元素0、/ 设计合理结构0
及 / 增强功能0。

    [中图分类号] G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8214( 2004) 02- 0084- 03

2000年王子舟首次将数学的 /集合论0 引入图书馆学
的研究中, 提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 / 知识集合0 这一命
题, 并阐述了知识集合对图书馆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他给 / 知识集合0 的定义为: / 用科学的方
法把客观知识元素有序地组织起来, 形成专门提供知识服

务人工集合。它是完整的实体, 且在客观知识世界 (即波

普尔的 / 世界 30 ) 中具有独立的存在形态; 知识集合元

素的组织汇集依据了一定的科学方法; 知识集合的存在意

义是保存或传播知识, 为人们提供知识服务; 它对人们需

求环境的变化具有良好的适应力。知识集合具有集合性、

整体性、相关性、目的性、适合性等特征。0 [1]

笔者认为, /知识集合0 观点对图书馆工作的某一领
域, 尤其是图书馆工作过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此仅

就图书馆地方特色专藏文献的 / 知识集合观0 做一探讨。
1  地方特色专藏文献 / 知识集合0 观点之提出
1. 1  特色专藏文献数据库建设中存在的认识误区

地方文献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任何一个地方图书馆都

难以收尽。受传统认识和多年来对 / 地方文献0 范围界定

学术争议之影响, 人们对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解存在一些误

区, 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 /地方文献0 概念理解不一, 存在分歧; 二是

任务不明, 认为地方文献工作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

县级及其以下公共图书馆主要承担文化普及工作, 没有地

方文献建设任务, 也缺乏人力、物力; 三是理解片面, 认

为地方文献工作就是收集家族谱等艰深晦涩的专题研究工

作。

地方文献数据库对于任何一种类型、任何一种级别的

图书馆 (室) 来说都是为满足本土公众基本需求或满足不

同层次需求而构建的。对于既不能满足不同层次知识信息

需求, 也不能满足本土基本信息需求的图书馆, 如何能吸

引读者? 缺乏规划, 泛泛收藏也将出现 /泛收无义0 之窘
局。而缺乏主题、缺乏个性的特色文献更是无法显示出其

生命活力和创新底蕴, 又如何实践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所

以, 系统合理地布局, 根据公众需求与可能是构建地方特

色专藏文献之前提, 也是显示 /特色0 之生命力所在。
1. 2 特色文献数据库 X地方文献数据库

不管地方文献含义如何界定, 地方文献是特色文献这

一点毋庸置疑。然而, 地方文献是具有本土特色的, 其间

的人、事、物是本土化或与本土化相关的。地方文献也一

样地包含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知识。各级各类型图书馆

(室) 为满足当地公众基本需求, 都或多或少的收藏地方

文献。如本地区通讯录、名录、图册、办事指南, 各种乡

土教材等, 既为本县、社区、乡镇的基本藏书, 也是某一

知识层次的专藏文献数据库。

特色文献库是指某一图书馆具有某一方面的优势而建

设的, 它不一定是地方文献。例如福建与台、港、澳相

邻, 在相关文献收藏中有 /近水楼台0 的优势。1989 年全

国文献资源普查中, 福建省图书馆由于 5易经6 研究、
/ 南洋资料0 等文献收藏较多而被列为重点特色藏书。可

神压力日渐加重的现代社会中, 以阅读缓解精神压力、调

节情绪是人们乐于接受的一种自我治疗方式, 阅读疗法潜

在的人气指数不可小觑, 它有着相当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

影响力将超越医学界和图书馆行业, 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

面。

编译自: Jean M. Clarke. Reading Therapy ) An Outline of Its

Growth in The UK . see Jean M . Clarke and Eileen Bostle.

Reading Therapy.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 Lishing Ltd,

1988.

[编译者简介] 王波 ( 1970- ) , 男, 硕士, 北京大学图书

馆馆员, 5大学图书馆学报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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