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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二至五年级小学生识字量现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提高儿童认知能力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

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对广州市 ５ 所小学二至五年级 １ ６６１ 名小学生进行调查ꎬ采用自编问卷了解人口学资料ꎬ采用小学

生标准识字量测试评估被试识字量水平ꎬ采用学习障碍筛查量表(Ｐｕｐｉｌ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ꎬ ＰＲＳ)评估被试的认知特征ꎮ 结果　 广州市二至五年级小学生平均识字量分别为(１ １５９±２９５) (１ ９１９±３９４) (２ ５９９±
３６５)(２ ９４７±３０３)个ꎬ均高于识字量常模( ｔ 值分别为 １２.９７ꎬ１０.９４ꎬ１０.１０ꎬ１５.７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三至五年级均达国家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要求ꎬ二年级偏低ꎮ 单因素分析发现ꎬ性别、学前阅读经验、父母文化程度不同ꎬ学龄儿童的识字量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ꎬ年级、学前阅读经验、父亲文化程度、语言因素、社会行为与男生的识字量

呈正相关(β 值分别为 ６０７.０４ꎬ１０９.８９ꎬ２７.１４ꎬ２７.２１ꎬ１６.０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年级、听觉理解和记忆、语言因素与女生识字量呈

正相关(β 值分别为 ６０３.５３ꎬ２９.３９ꎬ１６.７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时间与方位判断与男生和女生的识字量均呈负相关(β 值分别为－
１８.９５ꎬ－２１.９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广州市三至五年级小学生识字量水平达国家课程识字量要求ꎬ二年级识字量水平偏

低ꎻ识字量与年级、学前阅读经验、父亲文化程度等一般情况和认知特征有关ꎮ 识字教育应对男女童区分对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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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字量(Ｌｉｔｅｒａｃｙ)指学龄儿童认识汉字的数量ꎬ是 衡量儿童阅读理解能力的代表性指标[１] ꎮ 研究表明ꎬ
识字量与汉语儿童语文成绩密切相关[２－４] ꎮ 国家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要求小学二年级识字量应达到 １ ６００
字ꎬ五年级应达到 ３ ０００ 字[２] ꎮ 学龄儿童的识字过程

既受环境因素的影响ꎬ也受自身认知加工能力的影

响ꎮ 有研究发现ꎬ家庭环境因素如家庭阅读环境、父
母文化程度等与儿童字词掌握水平密切相关[５－６] ꎮ 认

３５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０



知神经学研究发现ꎬ识字过程涉及语音意识、语音记

忆、正字法等认知加工能力[７－８] ꎮ 男童与女童的大脑

结构功能和认知加工特点存在显著差异ꎬ男生在时间

和方位判断上比女生有优势ꎬ而女生在语言理解和表

达上表现更好[９－１０] ꎮ 本研究拟调查广州市二至五年

级学龄儿童识字量现况ꎬ分层探讨男女童的识字量影

响因素ꎬ为提高小学识字教学水平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选取广州市 ５ 个区各 １ 所小学的二至

五年级全部学龄儿童共 ２ ０５７ 名作为调查对象ꎮ 分别

发放家长问卷、标准识字量测试量表和学习障碍筛查

量表 ２ ０５７ 份ꎬ回收 ２ ０２６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８ ５％ꎻ有效问

卷 １ ６６１ 份ꎬ 有效率为 ８２ ０％ꎮ 其中男生 ８８２ 名

(５３ １％)ꎬ女生 ７７９ 名(４６ ９％)ꎻ二年级学生 ４５２ 名

( ２７ ２％)ꎬ 三年级 ４０７ 名 ( ２４ ５％)ꎬ 四年级 ４３２ 名

(２６ ０％)ꎬ五年级 ３７０ 名(２２ ３％)ꎮ 平均年龄(９ ２ ±
１ １)岁ꎮ 本研究已获得中山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批

准ꎬ所有的测试均获得被试儿童家长的支持ꎬ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情况调查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ꎬ主要内

容包括知情同意书ꎬ儿童基本情况(性别、出生日期、
学校、年级、是否早产、学前有无阅读经验等)ꎬ父母基

本情况(职业、文化程度等)ꎮ
１.２.２ 　 认知能力评价 　 采用«学习障碍儿童筛查量

表» ( Ｐｕｐｉｌ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ꎬ ＰＲＳ) 进行评估ꎮ 该量表由静进等[１１] 修

订ꎬ用于筛查我国学习障碍儿童ꎮ 量表含 ２４ 个项目ꎬ
分属五大认知功能区:Ａ、听觉理解和记忆(１ ~ ４ 项ꎬ总
分 ２０ 分)ꎻＢ、语言(５ ~ ９ 项ꎬ总分 ２５ 分)ꎻＣ、时间与方

位判断(１０ ~ １３ 项ꎬ总分 ２０ 分)ꎻＤ、运动(１４ ~ １６ 项ꎬ总
分 １５ 分)ꎻＥ、社会行为(１７ ~ ２４ 项ꎬ总分 ４０ 分)ꎮ 采用

５ 级评分(１ 最低~５ 最高)ꎬ分数越低学习障碍问题越

严重ꎮ 该量表重测信度为 ０. ９０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１２] ꎮ
１.２.３　 小学生标准识字量测试　 采用王孝玲等[１３] 编

制的«小学生识字量测试题库及评价量表»中小学二

至五年级的测试卷ꎮ 每个年级试卷均有 １０ 组汉字ꎬ共
２１０ 个汉字ꎮ 测试方法是让儿童给字组词ꎬ按试卷顺

序从前往后做ꎬ作答期间不准翻查书籍、字典和相互

讨论ꎬ作答时间为 ５０ ｍｉｎꎮ 所组词可用拼音或同音字

代替ꎬ只要正确表达意思即认为儿童认识该字ꎮ 二年

级的总识字量是将每组组词做对个数乘以不同的难

度系数后相加ꎮ 三至五年级的儿童识字量计算方法

同二年级ꎬ但得到结果后需加上该年级的识字基数ꎬ

三至五年级的识字基数分别为 ４４９ꎬ９８９ꎬ１ ３０５ 个ꎮ 该

量表重测信度为 ０.９８ꎬ效标关联效度系数为 ０.９８ꎮ
１.３　 调查步骤　 由现场调查员进入班级向老师和学

生介绍研究项目及问卷填写方法ꎬ通过校方帮助ꎬ获
得被试者家长的知情同意并确保了解调查内容后ꎬ以
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ꎮ 家长问卷由家长完成ꎬＰＲＳ 量

表由班主任老师填写ꎬ小学生识字量测试在班级统一

测试ꎬ完成后当场收回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

双录入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 ｔ
检验、方差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

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龄儿童识字量现况　 二至五年级学生的平均

识字量[(１ １５９±２９５)ꎬ(１ ９１９ ± ３９４)ꎬ(２ ５９９ ± ３６５)ꎬ
(２ ９４７± ３０３) 个] 均高于上海市识字量常模 ( ９７９ꎬ
１ ７０５ꎬ２ ４２２ꎬ２ ７００ 个) [１３] 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
分别为 １２.９７ꎬ１０.９４ꎬ１０.１０ꎬ１５.７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与

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识字量要求(二年级 １ ６００ 个ꎬ
三至四年级 ２ ５００ 个ꎬ五年级 ３ ０００ 个)进行比较ꎬ二
年级儿童平均识字量低于课程要求ꎬ而三至五年级儿

童的识字量达到国家课程要求ꎮ
２.２　 学龄儿童识字量的分布特征　 二至五年级女生

识字量均高于男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二年级非早

产儿童识字量比早产儿高ꎬ其他年级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ꎻ在二、四和五年级中ꎬ有学前阅读经验的儿童识

字量均高于无学前阅读经验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二、三年级学生ꎬ不同父亲文化程度的识

字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二至四年级中ꎬ不同母亲文

化程度的儿童识字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学龄儿童识字量与认知能力得分的相关关系　
将 ＰＲＳ 的 ５ 个认知能力得分与学龄儿童识字量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听觉理解和记忆、语言、
时间与方位判断、运动、社会行为 ５ 个认知能力得分均

与识字量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ꎬ不同性别的 ５ 个认

知特征得分同样与识字量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４　 学龄儿童识字量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按性别分层ꎬ以不同性别学龄儿童识字量为因变量ꎬ
先把年级用“进入法”纳入多重线性回归模型ꎬ再使用

“逐步法”将其他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ꎬ结果显示ꎬ不
同性别学龄儿童识字量的影响因素不同ꎬ年级、学前

阅读经验、父亲文化程度、语言、社会行为与男生识字

量均呈正相关ꎬ年级、听觉理解和记忆、语言与女生识

字量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时间与方位判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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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和女生的识字量均呈负相关 (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１　 广州市不同组别二至五年级学龄儿童识字量比较

组别
二年级

人数 ｘ±ｓ ｔ / Ｆ 值 Ｐ 值

三年级

人数 ｘ±ｓ ｔ / Ｆ 值 Ｐ 值

四年级

人数 ｘ±ｓ ｔ / Ｆ 值 Ｐ 值

五年级

人数 ｘ±ｓ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４０ １ １２４±３０８ －２.６７ ０.０１ ２０１ １ ８７９±４２４ －２.０１ ０.０５ ２４３ ２ ５６４±３８９ －２.３８ ０.０２ １９８ ２ ９０７±３１１ －２.８１ ０.０１
　 女 ２１２ １ １９８±２７５ ２０６ １ ９５７±３５８ １８９ ２ ６４５±３２６ １７２ ２ ９９４±２８６
是否早产
　 是 ３６ １ ０５７±２２６ －２.２４ ０.０３ ２６ １ ８７４±３８６ －０.６１ ０.５４ ２４ ２ ６８６±３２２ １.１６ ０.２５ １４ ２ ９５６±３１８ ０.０９ ０.９３
　 否 ４０９ １ １７０±２９７ ３７４ １ ９２２±３９２ ４０３ ２ ５９６±３６８ ３５２ ２ ９４９±３０１
学前阅读经验
　 有 ２９４ １ ２００±３０６ ３.９０ <０.０１ ２８０ １ ９３７±４００ １.８６ ０.０６ ３０９ ２ ６４３±３５０ ３.０４ ０.００ ２５０ ２ ９７７±２９３ ２.７６ ０.０１
　 无 １２６ １ ０８０±２４６ ９３ １ ８４９±３８０ ９６ ２ ５１５±３９８ ９０ ２ ８７６±３１０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４ １ ２５８±９９ ５.８８ <０.０１ ２ １ ２９７±１０４ ６.３５ <０.０１ ８ ２ ５９４±３０６ ２.３８ ０.０５ ８ ２ ７７７±２２６ １.９２ ０.１１
　 初中 １０３ １ ０６２±２７２ ９４ １ ８６４±３２９ ９１ ２ ５５４±３４８ ９６ ２ ９３２±２９４
　 高中或中专 １１０ １ １６３±２３０ １０３ １ ８０８±３５１ １４０ ２ ５６６±３５１ １１０ ２ ９４０±２９４
　 大专 ９１ １ １５１±３０５ ８９ １ ９７８±４２５ ９２ ２ ６１６±３８１ ６７ ２ ９３２±２９９
　 本科及以上 １３７ １ ２４２±３３３ １１３ １ ９１５±３９３ ９２ ２ ６９７±３８０ ８５ ３ ０１７±３２１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９ １ ０３６±２４４ ６.１２ <０.０１ １０ １ ８４２±４４４ ２.７４ ０.０３ １２ ２ ５３９±２５１ ４.０８ ０.００ ２３ ２ ９７５±２９３ ０.９８ ０.４２
　 初中 １０９ １ ０６５±２４０ ９１ １ ８７４±３１８ １１２ ２ ５４９±３３５ ９３ ２ ８９５±３１１
　 高中或中专 １１８ １ １７８±２６１ １０８ １ ８５５±３６９ １２８ ２ ６０９±３９３ １０４ ２ ９６３±２６９
　 大专 １００ １ １５７±３１１ ９３ ２ ０２２±４０６ ９８ ２ ５６０±３６６ ７８ ２ ９７０±３２３
　 本科及以上 １０９ １ １６０±２９５ ９４ １ ９３３±４５５ ６９ ２ ７５５±３５４ ６９ ２ ９６６±３１６

表 ２　 学龄儿童 ＰＲＳ 各认知特征

得分与识字量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ｒ 值)

认知特征
男生

(ｎ ＝ ８８２)
女生

(ｎ ＝ ７７９)
合计

(ｎ ＝ １ ６６１)
听觉理解和记忆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２６
语言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４
时间与方位判断 ０.２８ ０.１５ ０.２３
运动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１８
社会行为 ０.２５ ０.１７ ０.２２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表 ３　 广州市不同性别学龄期儿童识字量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ｔ 值 Ｐ 值
男生(ｎ ＝ ８８２)
　 年级 ６０７.０４(５８５.２７~ ６２８.８０) ５４.７４ <０.０１
　 学前阅读经验 １０９.８９(５５.７３ ~ １６４.０４) ３.９８ <０.０１
　 父亲文化程度 ２７.１４(５.１１ ~ ４９.１７) ２.４２ ０.０２
　 语言 ２７.２１(１６.２２ ~ ３８.２０) ４.８６ <０.０１
　 时间与方位判断 －１８.９５( －３３.１３ ~ －３.７７) －２.４５ ０.０２
　 社会行为 １６.０３(８.９７ ~ ２３.１０) ４.４６ <０.０１
女生(ｎ ＝ ７７９)
　 年级 ６０３.５３(５８２.５８~ ６２４.４７) ５６.５７ <０.０１
　 听觉理解和记忆 ２９.３９(１０.７９ ~ ４８.００) ３.１０ <０.０１
　 语言 １６.７４(１.９９ ~ ３１.４８) ２.２３ ０.０３
　 时间与方位判断 －２１.９３( －３５.６３ ~ －８.２３) －３.１４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广州市二至五年级学龄儿童识字量

均高于 １９９３ 年上海市识字量常模[１３] ꎬ说明随着时间

推移ꎬ现在儿童的识字量在加大ꎮ 但与国家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识字量要求相比ꎬ二年级儿童平均识字量低

于课程要求ꎬ其余 ３ 个年级达到标准[２] ꎬ与部分地区

研究结果相似[１４] ꎮ 原因可能是本次调查时间为上半

学期ꎬ导致识字量偏低ꎮ 另外ꎬ二年级儿童还未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ꎬ对字词掌握规律还不清晰ꎬ广州地

区日常使用粤语交流ꎬ入学后使用普通话教学ꎬ低年

级儿童在学习汉字初期可能存在困难ꎮ 以往研究认

为ꎬ早期阅读经验有助于培养儿童读写能力[１５] ꎮ 但本

研究按性别分层后发现学前阅读经验只对男生识字

量有影响ꎬ推测可能是女生在阅读能力和语言能力发

展上有先天优势[１６] ꎬ学前阅读经验更有助于男生在语

言发展关键期培养良好的学习和认字习惯ꎮ 既往研

究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儿童识字量较高[１７] ꎬ可能

与遗传有关ꎬ也可能是文化高的父母更重视儿童的学

习培养[１８] ꎮ 分层分析发现ꎬ父亲文化程度仅对男生识

字量产生影响ꎬ而对女生影响不明显ꎮ 社会学习理论

认为ꎬ父亲是儿童生活中男性行为模式的代表ꎬ是男

孩角色认同的主要榜样ꎬ男孩会将父亲作为自己的榜

样进行模仿ꎬ仿效父亲的行为和使用的语汇[１９－２０] ꎮ
儿童识字能力受自身认知能力影响ꎬ如听知觉、

语音记忆等[２１－２３] ꎮ 本研究发现ꎬ语言对男童和女童的

识字量均会产生影响ꎮ 既往研究发现ꎬ语言得分较高

的儿童善于运用和表达更高水平的词汇ꎬ在良好的表

达和应用中可能更好地掌握汉字ꎮ 另外ꎬ本研究发

现ꎬ时间与方位判断得分与识字量呈负相关ꎮ 既往研

究发现ꎬ 汉语阅读障碍儿童不存在视空间记忆障

碍[２４] ꎬ提示汉字加工过程可能不受方位判断的影响ꎬ
而本研究通过控制其他因素后得到不一致结果ꎬ需要

在以后的研究进一步确证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社会行为功能仅对男生识字量有

影响ꎬ而听觉理解和记忆仅对女生识字量有影响ꎮ 原

因可能是男、女生大脑结构功能及认知神经心理特点

不同导致不同性别学生在识字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认

知策略ꎮ 研究发现ꎬ语音记忆可能会影响儿童汉字形
－音转换及正字法识别能力[２５] ꎬ语音识别异常的儿童

可能会导致识字异常[２６] ꎮ 汉字结构复杂ꎬ在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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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求更强的视觉注意认知能力[２７－２８] ꎬ注意障碍等社

会行为问题会影响脑海中形成正确的正字法拼写ꎮ
在语言加工中ꎬ女性表现出大脑双侧加工优势ꎬ更擅

长语言表达和单词记忆ꎻ男性表现出左侧加工优势ꎬ
更善于把感知觉和行为意向连接起来[２９－３０] ꎮ 女生在

听觉、提取汉字读音的能力上较男生占优势ꎬ因此ꎬ女
生可能在字词解码过程中更多地发挥这些具有优势

的认知功能区ꎮ 在社会行为功能上ꎬ男生更易出现多

动冲动等外向性的心理行为问题[３１] ꎬ导致识字过程中

更容易分心走神ꎮ
综上所述ꎬ广州市二至五年级学龄儿童平均识字

量高于常模水平ꎬ仅二年级未达到国家课程要求ꎻ年
级、学前阅读经验、父亲文化水平、听觉理解和记忆、
语言因素、时间方位判断、社会行为是识字量的影响

因素ꎻ男童和女童识字量影响因素不同ꎬ建议男女识

字教育应区别对待ꎮ 因本次研究采用横断性调查ꎬ且
采用的是学习障碍筛查量表评估儿童的认知能力ꎬ可
能导致结果的偏移ꎮ 为验证上述结论ꎬ建议今后采用

前瞻性队列研究和一对一的认知行为测验方法进行

评估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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