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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身电子产品的进步,“听书”因其便利性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将教材或课堂录音

制成“听书”音频文件,导入媒介,随时随地利用碎片时间收听,弥补了开放教育在职学生因工学矛盾不能参加面授课的不足。
本文分析了“听书”现状、开放教育“听书”的优势,探讨了“听书”资源建设的措施。
[关键词] 开放教育；听书；资源
1 “听书”的由来

半年,电子书订单总量超 2500 万单,由电子书所组成的手机

“听书”顾名思义,以声音为主要展示形式,存储在特定

移动图书馆正在成为国民文化消费的标配场景[2]。

载体,以听觉方式阅读的音像作品。
“听书”并不是如今才有,

3 “听书”的优势

追溯我国“听书”的源头,应该是在宋代开始流行起来的“评

一是对“听书”群体的分析。一类是有空闲时间但缺乏

书”,又称说书,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

文本阅读的条件的人。“没有时间阅读”是很多人不阅读的

式。一人演说,通过叙述情节、描写景象、模拟人物、评议

理由。纸质书本随身携带不方便,看书需要好的光线、好的

[1]

事理等艺术手段,敷演历史及现代故事 。

环境,因此,一天中适合看书的时间确实不多。但是,很多人

在 7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电子媒体及推广普通

却有不少空闲的碎片时间,比如开车坐车时、办事等待时、

话的冲击之下,“评书”应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由现实的

做家务时、午休闭目养神时等等。这些不适合看书的时间却

演说转变了广播、收音机、录音机等,当时最普遍的“评书”

是可以好好利用“耳朵”的时候,“听书”让无聊变得“有

载体就是磁带、光盘。磁带、光盘的体积小、容量大,相对

趣”,让空闲时间充实丰富起来。

便于储存和携带,迅速扩大了听众的范围。
21 世纪,“评书”因随身电子产品的迅猛发展,又以新

第二类是缺乏文本阅读能力,即需要有声读物辅助感知
的人,如低幼儿童、视障、阅读障碍人士。笔者在本校进行

的姿态,活跃起来,进而演变成了如今的“听书”。其载体不

的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人接触“听书”就是从“儿童故事”

仅包括计算机、网站,还包括ＭＰ３、ｉｐｏｄ、电子阅读

开始的。低幼儿童无法进行自主阅读,听故事是他们接收新

器、手机等移动设备。和传统的有声读物相比,新型有声读

知识的途径之一。很多绘本还同时推出电子书,孩子可以一

物具有兼容性、便捷性、载体多样、内容丰富、用户泛围广

边听一边看绘本,专业人员绘声绘色的讲述,还给孩子普通

的特点。

话教学启蒙。又比如,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盲人基金

2 “听书”发展现状

会为了照顾盲人和战场上退役的伤残军人,找人朗读纸质书

70%的德国人喜欢参加听书活动。图书馆是听书活动的

籍,然后录制成磁带,播放给阅读障碍的人听。“听书”扩大

主要阵地。德国有 1.3 万个图书馆,各城市的图书馆经常举
办听书会。美国的 CD 版听书达到听书产品总量的 40%,德国
这一比例大约为 70%。

了阅读的对象。
三是有声读物可以激发阅读兴趣,提高阅读效果及欣赏
水平。在自主阅读时,往往会遇到生僻字,“听书”就能帮我

2012 年之后各项数据显示,手机已成为我国网民上网的

们扫清文字障碍；专业人员富有感情的朗读,不仅帮助我们

第一终端。随着移动应用程序开发的日趋成熟,APP 迅速被

理解文中主人公的情绪,还提高我们阅读的兴趣,甚至愿意

各行各业所运用,听书类 APP 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目前

再买纸质书重新阅读[3]。

比较成功的几款听书类 APP 有：懒人听书、喜马拉雅 FM、

4 在开放教育语言类专业中建设“听书”资源的原因

天行听书、氧气听书等。目前我国各类听书网站已有 200 余

4.1“听书”是开放教育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家,有声 APP 数量已在 500 家以上(如国内知名的喜马拉雅听

开放教育学习主要利用文字教材,通过互联网,随时点

书、酷我听书、考拉 FM 等)。我国有声阅读用户规模也已突

播和下载网上教学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开放教育取消和突破

破 1.3 亿。

种种对学习的限制和障碍,在学习方式、学习进度、时间和

2019 年 1 月 8 日,阿里巴巴发布了 2018 年中国人读书

地点等方面也可由学生根据需要决定；在教学上采用多种媒

报告。报告指出,2018 年,中国的阅读人口与阅读总时长显

体教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听书”的优越性和开放教育

著增加,新增阅读人口接近 3000 万,报告认为,这得益于购

不谋而合。

书渠道的便捷,特别是电子书的普及。报告还提到 2018 年下

电大开办 40 年来,教学载体随着科技的进步一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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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办之初的广播电视到 21 世纪初的电脑、互联网。2010

教育学生都是在职成人,工作的忙碌以及惰性,参加面授辅

年后,手机,APP、听书软件让学习越来越智能便捷。“听书”

导不多；另外,面授也仅仅是任课老师对教材的引导教学,

是由互联网应运而生的,也是时代潮流推动而生的。

学生还应在平时自主学习。微课是对教材某一个知识点的解

4.2“听书”是开放教育学生有效且喜欢的学习方式之
一

说,面授辅导课是对教材的解说,学生可以不受时间限时,可
随时反复循环收听,有助于自主学习。这一部分“听书”适

电大教育面向的是全体有志向的学习者,基本上是在职

合开放教育各个学科。

的成年人。开放教育学生由于工学矛盾及成人学习的惰性,

5.1.3 英语听力。英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听懂会说,这

面授课到课率低、在线学习文字资料无暇阅读。电大学生大

不仅仅是看教材能学好的。学习语言应多听多模仿。一些经

分部属于前一部分提到的“有空闲时间但没条件阅读的人”。

典电影的音频、著名英文歌典等可作为“听书”的材料之一,

“电子听书”可以让学生在碎片空闲时间,通过电大 APP、

让学生在兴趣中多听提升。

电大微信公众号听教材、听资料,缓解了工学矛盾。

5.2 选择学生喜欢“听”的声音

根据《2018 中国人读书报告》显示,2018 年新增阅读人

主讲者是“听书”传递的媒介,主讲者朗读水平的好坏

口接近 3000 万,增长主力来自于 90 后和 00 后人群。整体而

不仅关系到“听书”内容传递的准确,更关系到听众是否愿

言,60 后、70 后和 80 后,更喜欢纸质书,90 后与 00 后,更喜

意持续收听。主讲者一要应普通话标准(方言材料除外),二

欢电子书。因此,选择电子阅读的读者群中有 46%为 90 后。

要熟悉材料内容、内涵,甚至内容相关的其他知识,三还须能

开放教育生源已从以前的 70 后、80 后转变为 90 后为主力

根据内容掌控语速、语调,特别是文学作品。在实际操作中,

军,教学方式也应该有意识地一定程度地符合新时代学生的

主播可由本校相关科目的任课教师担任,他们不仅熟悉教材

兴趣爱好,在他们听小说、听心灵机汤的同时,听教材,把知

内容,录制工作更顺利,而且熟悉的声音更能引起学生的好

识与兴趣无缝对接,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感。其次,可以结合学校的校园文化活动,开展“最美声音”

4.3 开放教育语言类教育要求

评选,优胜者可参与“听书”的录制,并给予一定的奖励。学

听书,顾名思义,是用听的方式来“看书”,是用耳朵听

生参与学校教学的改革,不仅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位,也提

专业演员按书上的内容讲故事。我们所熟悉的评书、评话、

升学生归属感、荣誉感。三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邀请播音专业

评弹,都属于听书的范畴。现有听书类别很多,除了一些讲座

学生或主持人,把“听书”做得更专业,但这一方式往往受到

的录播,大多都是文学作品的朗读,或直接将文学作品分角

经费的限制。

色演绎成的广播剧。从“听书”现状看,开放教育中语言类

5.3 选择学生方便“听”的平台

的教材更适合转化成听书的材料。其次,语言类,如汉语言专

电大是“智慧校园”的先行者,是科学技术的获利者,

业中的普通话学习、英语专业的口语学习,都需要通过多听

很多学校拥有多个学习平台供学生学习,如学校的网站、学

学习、巩固、提高。

校的微信平台,以及集管理与学习为一体的 APP。这些平台

5 “听书”资源建设策略

都有储存信息的功能,不失为“听”资源的好载体。学校还

5.1 选择适合“听”的教材

可在听书平台,如喜马拉雅听书 APP、懒人听书等建立本校

5.1.1 课程学习材料。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类从视

的听书频道。另外,电子资源还能上传至班级或学校 QQ 群,

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 25%,从听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
15%,而把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能够记住的知识可达 65%。
以自学为主要学习方式的开放教育来说,看教材的同时“听”

供学生自主下载,存至方便个人随时收听的多媒体内。
4 结论
“听书”是可以让读者享受到真正自由的、不受时间限

教材可提高学习效率。但不是所有专业的所有教材适合听,

制的“阅读”,且已成为当代人喜闻乐见的“阅读”方式。

理科重在实践,一瞬而过的理论不利于理解。笔者认为,语言

将教材文字化为声音,也给予知识更便捷、更自由的传递方

类专业的教材更适合制成“听书”。如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

式,符合时代的特征,顺应开放教育学生特质。

本科的教材《古代小说戏曲专题》、
《古代诗歌与散文》、
《中
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这些课程不仅是学生学习的材料,
更可以作为系统学习文学知识的材料,不仅适合开放学生,
同时适合普通文学爱好者。
《大学英语》B 是考试的题库,它
还包含了解题的思路。听书材料则将题目与分析结合起来,
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还有英语专科课程《综合英语》
、
旅游专科课程《旅游英语》、以及本专科各专业的《开放英
语》等,都是可以作为“听书”的材料。这些课程资料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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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生课前的预习、巩固。
5.1.2 提取现有微课的音频材料或面授辅导录音。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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