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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为研究阅读障碍群体的社会认知度,通过调查问卷,搜集了不同年龄阶层(0-18,19-30,31-50,
>50)的人们对于阅读障碍症群体认知程度的量性数据,61.94%的人们自称对于阅读障碍有了解,但在选
项全为正确的多选题中,人们的回答却是大不相同,每一个选项所收集到的有效回答次数都有着不同程
度的偏差。结果分析表明人们虽有对于弱势群体的关心,但后续分析表明人们对于阅读障碍症群体的实
质认知讯息存有偏差与不全面。除此之外,字的字体、字号,文章的行距等细微差别似乎也是造成阅读障
碍的罪魁祸首。
[关键词] 阅读障碍；社会认知；认知偏差
中图分类号：G252.17 文献标识码：A
1 主题介绍/Topic Introduction

下来的调查与深入带来了方向——如何

https://www.wjx.cn/jq/53410485.asp

阅读能力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它是

改善阅读的体验与如何使大众更好地意

x总共有136人协助回答了调查组的问卷,

人们为了收集讯息的重要途经。在现今

识到该群体的特征并接受而非产生偏

在这篇问卷当中,我们首先询问了每位

社会中,从一个人小学的开始至大学的

见。调查组的调研主要在广州与深圳一

受访者的年龄以此来确定他们是中老年

结束,讯息的展示往往都是以文字为基

代,基于调查组在当地的研究和调研。

人亦或者是年轻人,以此使我们在看到

准,这也意味着对于部分先天性拥有阅

2 研究分析/Analysis

后面不同观点占比时,我们可以从受访

读障碍的人而言,他们对于社会,对于世

2.1研究方法

者的年龄分布去考虑我们是否可以直接

界的认知能力会受到限制。经学习障碍

在本次的调研当中,本次调查使用

依照图表得出结论,使我们的分析更为

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在表音文字国家

了在线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整理了网

中,约5%—17%的儿童存在阅读障碍,占

上所搜查到的不同的关于阅读障碍的症

针对第一种现象,笔者上来便询问

学习障碍儿童总数的80%。汉语学龄儿童

状以及患者平日所遇到的挫折,小组想

受试者是否听说过“阅读障碍”这个病

[2]
中,阅读障碍患病率约为4%—10% 。在

了解以下方面的现象：(1)大众对于阅读

症,这个问题将会直接作为笔者第一条

生活中,阅读障碍所带来的不便往往不

障碍的了解匪浅；(2)大众普遍对于阅读

假设是否正确主要佐证。而除此以外,

只是阅读时的理解力匮乏,更体现在因

障碍患者与其重视他们实际存在的心理

笔者同样向受访者询问了对于阅读障碍

为他人的认知不完全而受到的歧视,认

问题,主要将其归咎于何等原因,导致其

的疾病症状的认知,而调查组则会取与

为患者是“懒惰”。所谓障碍,是指由非

群体的偏见并因此使特殊人群不被他人

他们从网上所得到资料一致的选项作为

先天智力因素差异或神经或器质性损伤

重视；(3)普罗大众在知晓此类症状后对

正确选项,来依次查看正确选项在整体

或是非后天教育不公而表现出的个人的

于阅读障碍又会有何种看法,以此来验

选择中的占比为多少。最后,调查组同样

阅读障碍,这被称之为发展性阅读障碍

证阅读障碍患者的社会地位。

也向受访者询问了他们自身是否时常观

[11]

客观。

患者群体对于文字所视觉化的信息

根据以上的三种假设为基准,调查组

察到周围阅读障碍患者的存在来同样证

有着直接的理解障碍,而文字本身也会

拓展了不同的可以检验论点真伪性的题,

实阅读障碍在大众认知里是否寻常。最

对理解能力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文字

并使用了问卷星来最终设计了一款线上

后,调查组又向受访者询问了哪些是改

字体类型、字体大小主效应显著,黑体字

问卷：当各位受访者回答的时候,他们针

善阅读障碍病症的有效方式,以此来验

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宋体字和楷体字,

对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会被记录在云端

证大众是否对病症有正确的认知,是否

[10]

对于文字

的数据库中,并自动由系统将每一个选择

明白只要积极配合治疗,症状便会得到

本身所直接导致的阅读理解能力变化的

题选项的占比生成成一个个的饼图；最

缓解。

研究不仅带来了改善这一群体在文字讯

后,各个调查组成员之间将会进行图像

针对第二种现象,调查组先是询问

息理解力上先天不足的可能性,也为接

分析,一一分析得来的数据成果如下：

了受访者他们是否认为“阅读障碍受到

在18号字的阅读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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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的影响”来推测大众是否意识

症状。继而可以得出尽管大部分参与者

到患者曾经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且这些

表示了解此类疾病,却不能清楚地阐述

不公正待遇以及偏见会进一步恶化病

或者辨别阅读障碍症的病因或表征,反

情。然后,调查组便询问了“阅读障碍是

映出社会大众对于阅读障碍的具体认知

先天性或者是后天性的”来观察大众是

仍旧存在较大的偏差。

缺乏教育等主观因素所导致的。

否意识到随便指责一位阅读吃力的人的
学习能力并且上升到其的智力问题的不
恰当性。调查组紧随其后又设计了一个
场景模拟来测验出受访者普遍对于阅读
图2

障碍患者这一群体的固有印象,以及他

参与者所认为的病因

们能否在给定的情景里面准确判断出一

3.3患者心理状态

个人是否有阅读类障碍,并且公正地看

根据社会问卷调查(如图3),当社会

待他人。

图1

参与者对于阅读障碍的了解情

群体发现阅读困难者时,存在22.39%(31)

3.2病因偏见

的参与者认为此类人群教育素质低下,

利用调查组的情景假设来佐证观点,来

根 据 社 会 所 问 卷 数 据 (见 图 2)显

意味着社会群体对于阅读障碍症患者的

查看通过前面我们题目询问,在知晓阅

示 ,61.94%(83) 的 群 众 认 为 诱 发 患 者

第一印象存在偏差,而这种偏差会造成

读障碍这个病症以后,人们面对他们又

出现阅读障碍的主要因素为患者的理

患者具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与幸福感低下

会产生什么样的看法。此外,调查组同样

解 能力 相对薄弱,也就是该类患者的

的严峻后果。目的比较发育性阅读障碍

也向大众询问了他们所认为导致“阅读

智商低下所造成的,而仅有39.32%(48)

(developmental dyslexia,DD)儿童、注

障碍”病症的契机是什么以此来判断大

的参与者认为脑部结构不同之类的因

意 缺 陷 多 动 障 碍 (attention deficit

众在初识病症时他们更多地将此病规划

素造成阅读障碍的主要原因。根据近

③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 )可疑儿

为“坏习惯”还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医院

期 脑科 学研究,认知科学的研究发现

童、DD合并ADHD儿童在情绪、行为问题方

治疗的“精神类疾病”。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是一种具有多种

面的异同,为开展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

3 结果分析

认 知缺 陷的学习障碍,主要表现为视

方法采用《长处与困难量表》(Strengths

针对第三种现象,我们同样也可以

①

3.1阅读障碍的社会认知

觉正字法缺陷、语素 缺陷、快速命名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

阅读障碍被相关医学研究者列入包

缺陷、语音缺陷,并且阅读障碍儿童内

对DD组(32名),ADHD组(32名),合并组

②

含抑郁,焦虑的心理疾病行列内。但是根

部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脑科学的研究

(14名),正常对照组(32名)4组儿童的情

据调查数据：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心理

发现这些认知缺陷的产生具有其内在

绪、行为问题进行评估,同时采用多层回

疾病的公众知晓率高达90%以上,但读写

生 理基 础,阅读障碍儿童的脑功能与

④
归分析 探讨识字量和多动行为对儿童

[3]
困难的知晓率却不足50% ,得出阅读障

[5]
脑结构都与正常儿童存在显著差异 。

情绪、行为问题的介导作用。结果DD组、

碍患者的社会关注度却远远低于抑郁症

并且只47.76%(64)的参与者认为此类

ADHD组、合并组、正常对照组儿童除同

与焦虑症患者。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如图

病 症是 由 于基因缺陷所导致的,更加

伴交往问题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值

1),在有效的问卷数据中38.06%(51)的参

表明参与者中只有少部分意识到基因

均 >0.05), 亲 社 会 行 为 (6.41 ±

与者表示不知道阅读障碍症,而剩下的

缺 陷,脑 部结构等客观性因素对于患

2.75,5.53±2.49,7.07±2.37,7.72±

61.94%(83)的参与者表示知道此类并征

者 的影 响 ,而大部分则关注在注意不

2.19)、情绪问题(1.81±1.94,3.66±

的存在。然而此数据与中国国民心理健康

集中,理解力弱等的主观因素上。因此,

1.66,3.21±2.33,2.03±1.99)困难总

发展报告(2017—2018) 所收数据而得

不难得出社会上对于阅读障碍症患者

分 (6.94 ± 2.96,10.28 ± 3.90,9.07 ±

出的结论相悖。进一步根据问卷数据,在

的病因存在较严重的偏差并认为此类

3.17,6.06±3.94)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全部了解阅读障碍的参与者中62.65%(52)

患者只用改正自身态度即可改善现状,

义(F值分别为4.42,6.36,7.24,8.82,P

认为此类患者生来就具有此类阅读缺陷,

常常忽视患者本身的心理问题与生理

值均<0.05)。其中ADHD组的所有情绪、

而忽视了造成阅读障碍的后天因素。而且

缺 陷,故 而造成这种患者不被社会所

行为问题表现最严重。多层回归分析表

关于具体的阅读障碍的表现,问卷数据也

广泛认知和重视。可以得出结论阅读

明,被试儿童在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同

表明66.72%(55)的参与者只能大致地给

障碍患者的脑部结构与健康人的存在

伴问题及困难总分等方面的表现主要由

出阅读很困难的答案,而仅有31.33%(31)

显著差距,同时表明社会中广泛存在。

多动症状所介导。结论多动症状较阅

的参与者选择搞混形近词,同音词,多笔

着对于阅读障碍病因的偏见--认为此

读障碍更易引起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

画的词语辨析能力弱等阅读障碍的具体

类 患者 出 现该病症是由于自身懒惰,

[7]
题 。根据此实验及其结论,可得出阅读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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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症患者承受着由他人偏见所造成的严

不同字号条件下主观评定的差异比较
字号

重心理问题。
12 号

14 号

16 号

18 号

20 号

M(SD)

M(SD)

M(SD)

M(SD)

M(SD)

阅读障碍组

2.60(1.65)

3.80(1.14)

3.90(0.88)

2.60(1.14)

1.90(1.37)

年龄匹配组

1.60(1.27)

2.20(0.79)

3.80(0.79)

3.90(1.29)

3.50(1.35)

能力匹配组

2.20(1.32)

3.30(1.42)

3.80(0.79)

2.70(1.34)

3.00(1.83)

字体字形对阅读理解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图3

参与者对于阅读困难的群体印象

df

均分

F

Sig

2.995

.032

组间

53.401

3

17.800

组内

1075.820

181

5.944

总数

1129.22

184

3.4字体和字号对于阅读障碍患者
的影响

不同字间距及行间距条件下总阅读时间的平均值及标准差
0 字间距

半字间距

M(SD)

M(SD)

M(SD)

单倍行间距

55.368(14.653)

50.196(13.546)

47.075(12.154)

1.5 倍行间距

50.694(13.284)

44.447(13.602)

49.520(11.826)

2 倍行间距

50.532(12.441)

45.425(11.836)

50.948(11.717)

读障碍儿童的读写速度,正如杨闰荣教

3 倍行间距

54.510(13.933)

49.471(12.466)

57.166(13.582)

授在她的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词汇识别

单倍行间距

23.578(6.786)

28.400(5.250)

31.319(7.393)

1.5 倍行间距

21.062(5.988)

23.240(5.746)

31.351(6.313)

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儿童中,阅读障碍的

2 倍行间距

23.886(5.278)

28.411(6.466)

31.554(7.820)

发生率5%~10%。在表意文字中,如以日文

3 倍行间距

24.178(5.498)

28.461(7.187)

31.699(7.645)

单倍行间距

40.850(9.669)

42.162(9.810)

43.472(10.760)

1.5 倍行间距

35.727(9.688)

41.653(10.407)

44.079(10.315)

2 倍行间距

39.535(9.774)

42.253(10.113)

45.525(11.383)

3 倍行间距

42.518(9.359)

44.783(10.521)

46.351(12.202)

调查组找到的文献当中,科学家们
在文字的字号、字体以及在不同媒介上
面的字来进行比照实验,最终都证明了
字的结构和形态都将会深刻地影响着阅

中字形信息作用研究中所说的一样：
“以

阅读障碍组

年龄匹配组

和中文为母语的儿童,发展性阅读障碍
[1]
的发生率为4%~8%。” 此外跨文字研究

能力匹配组

表明,“儿童在学习那些透明度较高的拼

1 字间距

音文字时,语音解码能力的发展会比学
[3]
习透明度较低文字的儿童快些。” 均可

字体对阅读障碍者的阅读速度有显著

最适合阅读障碍者阅读。字号过小或过

证明两个处于不同文字体系的孩子的阅

影响。不同字体类型影响汉语阅读障碍

大都不利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阅读。当

读障碍程度很有可能受到文字的复杂性

儿童的阅读速度,被试在黑体字条件下

字号过小时,笔画与笔画之间,字与字之

和结构所影响,并侧面佐证了：即使是同

的阅读速度要显著快于宋体字和楷体

⑤
间的空隙小,因拥挤效应 ,对阅读者的

一个字,只要有写法上的微小差异,患者

字 。从字体设计来看,黑体字视觉上横

干扰性加大,不易分辨。当字号过大时,

的阅读流畅度就很有可能被积攒起来的

竖笔画粗细一致,笔形方头方尾,无衬线,

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空隙大,人的知觉广

差异性所左右。除此以外,字号也将会是

醒目,易于阅读；宋体字横粗竖细,笔画

⑥
度 有限,减慢了阅读效率,同样增强了

影响阅读速度的要素之一。尽管大众可

有尖端,有衬线,更接近于手写体,易产

对阅读者的干扰性。只有在字号适中的

能都会认为字体越大便越方便人的阅读,

生视觉疲劳；楷体字横平竖直,字体端正,

情况下,文字细节清楚,又不会显得松散

但种种的实验也否定了这一点,唯有将

既不属于衬线式字体也不属于无衬线式

难读,字号对阅读者的干扰才会降到最

字号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大小,患者的阅

字体。总体来讲,衬线式字体在笔画开始

低,最大限度提高阅读速度。不同字体的

读才会变得流畅。通过这一篇文献,调查

与结束的地方有额外装饰,加强字体美

类型对阅读障碍患者的阅读理解有明显

组同样也发现了不同文字会阻碍患者阅

感,同时减少了字体的易读性,加强了对

影响。

读和患上阅读障碍的事实：这无疑也给

阅读者的干扰。同时,研究表明,文章字

根 据 表 格 数 据 显 示 ,仿 宋 体 的 均

予了调查组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患者的

号的变化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速

值 最 高 (5.644), 而 宋 体 的 均 值 最 低

读写问题,并且为调查组的实践部分提

[6]

[7]

度产生影响。

(4.298)。表明仿宋体在阅读理解中最易

供了新的方向。其次,根据调查组所找到

表格显示,阅读障碍者明显阅读速

理解,而宋体最不易理解。仿宋体为宋体

的文献,字的排列同样也会大幅地影响

度慢于正常人；不同的字号,影响了阅读

与楷体的结合体,似手写体,也似印刷

着患者们对于读写的流利程度。不同的

速度。16号字理论上的阅读速度最快,

体。笔画粗细一致,较为瘦长,融合了楷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7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体与宋体的优点,使其易于掌握汉字的
[8]

结构,方便阅读理解。

上图显示表明,字体类型对阅读障
碍患者的阅读理解有显著影响。
3.5字和行间距对于阅读障碍患者

[9]

扰,提高阅读速度。

不同字间距及行间距条件下总阅读
时间的平均值及标准差

4 总结
通过本次的实验与分析,调查组得
出了根据问卷数据虽然支出大众自身表

的影响

⑦回眼次数：反复看一段文字的字数,常常
是由于大脑未能获取有效信息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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