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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卫生政策入手 关注儿童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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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儿童阅读障碍作为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类疾病ꎬ其造成的不良后果将伴随儿童终身ꎬ但公众对阅读障碍却

了解甚少ꎮ 作者旨在通过介绍国内外阅读障碍相关公共卫生政策、干预措施、专项服务组织及协会ꎬ为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提供经验ꎬ并提高公众对阅读障碍的认识ꎬ为阅读障碍群体提供保障与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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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障碍(ｄｙｓｌｅｘｉａ)也称读写困难ꎬ是一种不能准
确流利地识别和拼写文字的神经发育障碍类疾病ꎮ
阅读障碍约占儿童学习障碍的 ８０％以上[１] ꎬ并会伴随
终生ꎮ 除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外ꎬ阅读障碍还常与抑
郁、焦虑等心理疾病并发[２] ꎮ 阅读障碍的患病率因不
同语言、不同国家而异ꎮ 调查显示ꎬ学龄期儿童字母
语言阅读障碍的患病率约为 ５.０％ ~ １７.５％[３] ꎬ汉语阅
读障碍的患病率为 ３.０％ ~ １２.６％[４] ꎮ 近期发布的«中
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指出ꎬ抑郁
症、焦虑症等常见心理疾病的公众知晓率高达 ９０％以
上ꎬ但读写困难的知晓率却不足 ５０％[５] ꎮ 本文基于阅
读障碍研究现状ꎬ介绍国内外阅读障碍相关公共卫生
政策ꎬ旨在提高公众对阅读障碍的认知ꎬ呼吁社会关
注、关爱阅读障碍群体ꎮ

１　 儿童阅读障碍的社会认识
阅读障碍研究起始于 １９ 世纪初期ꎬ至今为止ꎬ国

外阅读障碍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ꎮ 而
国内对于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起步较晚ꎮ 直至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ꎬ研究人员才意识到汉语阅读障碍的存
在[６] ꎮ 临床上常用«国际疾病分类第 １０ 次修订本»
(ＩＣＤ－１０)及美国精神病协会制定的«诊断与统计手
册:精神障碍»第 ４ 版( ＤＳＭ－４)中有关标准进行阅读

障碍诊断ꎮ « 诊断与统计手册: 精神障碍» 第 ５ 版
(ＤＳＭ－５)中将阅读障碍、数学障碍和书写表达障碍均
归类于特定学习障碍ꎬ并指出这是一种学习困难的模
式[７] ꎮ 目前广泛使用的阅读障碍定义是由国际阅读
障碍协会于 ２００２ 年提出的ꎬ将其定义为一种难以进行
准确和 / 或流畅的单词识别以及较差的拼写和解码能
力的神经源性的特殊学习障碍ꎮ 由其继发的可能的
不良后果包括阅读理解方面的问题和阅读体验的减
少ꎬ从而阻碍了词汇量增加及知识增长[８] ꎮ

目前ꎬ有关阅读障碍研究主要集中于病因探索、
潜在危险因素研究和干预治疗方面ꎮ 研究发现ꎬ阅读
障碍的病因涉及了包括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在内的
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９] ꎮ 在过去的数年中ꎬ研究者发
现至少有 ９ 个危险基因座以及多个基因的遗传变异与
阅读障碍的发生相关[１０] ꎮ 此外ꎬ家庭阅读环境、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环境因素也与儿童阅读障碍的
发生相关[１] ꎮ 基于上述可能的病因及影响因素ꎬ研究
人员对阅读障碍儿童采取了相应的干预措施ꎮ 结果
表明ꎬ早期进行阅读障碍相关训练ꎬ有助于阅读障碍
儿童较早的改善、提高阅读能力ꎬ减少阅读障碍造成
的不良影响[１１－１４] ꎮ

虽然国内外阅读障碍研究已初获成效ꎬ但公众对
阅读障碍的了解仍不足ꎮ 调查显示ꎬ在阅读教学过程
中ꎬ学校及家长并不能及时发现儿童阅读能力的不
足[１５] ꎬ误将阅读障碍认为是儿童学习态度问题ꎬ甚至
是儿童“智力受损”等ꎻ从而对儿童的关注有所降低ꎬ
打击了阅读障碍儿童学习的积极性ꎬ进一步导致学习
成绩下降ꎬ造成自卑、焦虑等情绪问题ꎬ极大地降低儿
童未来的生活水平及质量ꎮ 因此ꎬ在专注阅读障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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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病因、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的基础上ꎬ增加公众对
阅读障碍的知晓率是日后的工作重点之一ꎮ

２　 国内外儿童阅读障碍相关政策发展
２.１　 国外阅读障碍相关政策发展　 目前部分国家已
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ꎬ以保障阅读障碍人群的
公平权益ꎮ １９９５ 年ꎬ英国通过残疾歧视法(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ꎬ ＤＤＡꎬ２０１０ 年改为“平等法”)首次
通过制定民权的方法对抗残疾人遭受不平等待遇的
情况ꎬ其中就包括了阅读障碍[１６] ꎮ 鉴于阅读障碍的普
遍存在及其对学业和生活的不利影响ꎬ美国有 ３０ 个州
实施了相关法律ꎬ旨在提高阅读障碍患者的筛查识
别[１７] ꎻ也于 ２００４ 年将阅读障碍纳入残障教育制度体
系中ꎬ要求赋予阅读障碍儿童公共教育服务的权利ꎻ
并通过修订«美国残疾人法»确保阅读障碍人群的合
法权益[１８] ꎮ 加拿大宪章中也强调了权利的平等ꎬ并认
定歧视有精神和身体障碍的人为违法行为[１９] ꎮ

除立法外ꎬ联合国«残疾人公约»还要求公共图书
馆应保障阅读障碍症儿童享受图书馆设施和服务的
权利[２０] ꎮ 自 １９９７ 年起ꎬ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历

届会议均将服务阅读障碍症作为重要议题[２１] ꎮ 美国
文化推广服务机构也专门为阅读障碍群体设立了工
作组ꎻ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在内的美国多家公共图书
馆也为阅读障碍儿童设立了专门栏目、特殊阅读资料
服务[２０] ꎮ 日本在公共图书馆等都推出了数字化无障
碍信息系统技术ꎬ并提供相关教科书供阅读障碍儿童
阅读使用[２１] ꎮ 此外ꎬ许多地区还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
构ꎬ如国际阅读障碍协会、美国国家学习障碍中心、加
拿大学习障碍协会、日本残疾人康复协会、新加坡阅
读障碍协会等ꎬ以保护和帮助阅读障碍群体提高阅读
能力ꎬ早日融入社会ꎮ
２.２　 中国儿童阅读障碍相关政策发展　 如香港、台湾
地区为阅读障碍群体提供的相关政策服务也较为完
善ꎮ 香港教育统筹局要求每年对新生进行阅读障碍
筛查ꎬ并对筛查出的儿童进行相应的辅导干预ꎮ 此
外ꎬ香港各学校也在积极开展“融合教育”计划ꎬ帮助
阅读障碍儿童尽早融入ꎻ并设立专项资金帮助阅读障
碍学生进行相应的矫治ꎮ 中国台湾也在«特殊教育
法»中明确规定学校需对阅读障碍学生提供特殊考试
服务ꎬ加强对学生的辅导与帮助[２２] ꎮ

虽然中国内地尚未将阅读障碍纳入残障体系中ꎬ
但国内对阅读障碍群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ꎬ阅读障碍
相关法律政策也在建立之中ꎮ ２００６ 年起ꎬ我国就已开
始了全民阅读活动ꎬ突出了阅读的重要性ꎮ ２０１１ 年ꎬ
由国务院发布的 «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明确提出ꎬ要降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
精神疾病患病率[２３] ꎮ 在 ２０１３ 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
会议的«关于全国加强关爱读写困难学生ꎬ切实落实
教育公平的提案»中也强调了关爱阅读障碍儿童的重
要性ꎬ并呼吁全国加强对阅读障碍群体的关注ꎮ 中共

中央、国务院在 ２０１６ 年印发的«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
要»中同样强调了对全民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力度的重
要性ꎬ并要求加强对常见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２４] ꎮ 此
外ꎬ２０１８ 年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上ꎬ点
明了在我国中小学智育过程中对中小学生阅读、写
作、表达等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ꎻ要深化教学改革ꎬ更
加注重阅读、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培养ꎬ更多关注学习
困难学生[２５] ꎮ

除了建立相关政策以外ꎬ国内部分省市也建立相
关机构或组织对阅读障碍儿童予以帮助和干预ꎬ北
京、广州、深圳等地都建立了专门对阅读障碍儿童进
行读写辅导的服务组织ꎬ广州市图书馆、东莞市图书
馆少儿分馆也在馆内摆放宣传栏ꎬ帮助教师、家长辅
导阅读障碍儿童[２６－２７] ꎮ

３　 儿童阅读障碍服务建议
３.１　 加大儿童阅读障碍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　 目前
国内对阅读障碍的知晓率仍较低ꎬ从而造成对阅读障
碍儿童的误解ꎬ未能及时对阅读障碍儿童进行有效干
预ꎮ 增加公众对阅读障碍的知晓情况ꎬ有助于公众正
确认识阅读障碍ꎬ并对阅读障碍群体予以帮助ꎮ 应增
加对阅读障碍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ꎬ提高群众对阅读
障碍的认识ꎬ帮助他们正确对待阅读障碍ꎬ不仅有利
于阅读障碍群体获得公平、公正待遇ꎬ也有利于社会
各阶层从多角度、 多方面帮助阅读障碍群体进行
矫治ꎮ
３.２　 推动儿童阅读障碍服务相关政策　 介于目前国
内尚无针对阅读障碍群体的政策法规ꎬ应尽早建立并
完善保障阅读障碍群体合法权益、服务阅读障碍群体
的法律法规ꎮ 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ꎬ由于担心会被嘲笑、不被理解等ꎬ约有 ７０％
的毕业生不会向就业单位公布阅读障碍身份[２８] ꎮ 积
极推动保障阅读障碍群体权益的法律法规ꎬ完善对阅
读障碍群体的服务保障是保护阅读障碍群体的最佳
途径ꎮ 不仅如此ꎬ还可以通过鼓励、支持建立阅读障
碍群体服务机构ꎬ增加社会公众对阅读障碍群体的了
解ꎬ并从多方面向其提供帮助ꎮ
３.３　 加强阅读障碍儿童教育　 建立健全阅读障碍儿
童的教育制度ꎬ制定合理的矫治方案ꎬ才能从根本上
帮助阅读障碍儿童提高自身阅读能力ꎬ保证其阅读权
利ꎮ 另一方面ꎬ家长陪同阅读、良好的阅读环境等干
预行为都有利于阅读障碍儿童阅读能力的提高ꎬ进一
步保证阅读障碍儿童阅读、学习的公平性ꎮ 在此基础
上ꎬ还可以依据不同阶段阅读障碍的特点、儿童学习
能力的不同ꎬ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和教学计划ꎬ有
针对性、目的性地提升不同阶段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
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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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创刊四十年“功勋奖”和“突出贡献奖”名单
在纪念«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创刊 ４０ 周年之际ꎬ我们深刻缅怀已故的创刊先贤、学术顾问的丰功伟绩ꎬ致敬为杂志建设和

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历届主编、副主编ꎬ学习他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ꎮ 同时ꎬ表彰为杂志发展做出突出成绩的专家ꎬ促
进杂志更好地为学科发展服务ꎬ经过前期提名和评选ꎬ«中国学校卫生»第八届编委会审核ꎬ推荐出“功勋奖”和“突出贡献奖”
名单ꎬ共 ４０ 人ꎮ
　 　 功勋奖(１２ 人ꎬ按汉语拼音排序ꎬ以离退休时所在单位为准) 　 毕连华(河南省卫生防疫站)、陈志哲(安徽医科大学)、崔
伊薇(同济医科大学)、戴梅竞(南京铁道医学院)、邓桂芬(中山医学院)、高影君(北京师范大学)、李无为(湖南省湘潭市卫生

防疫站)、刘宝林(哈尔滨医科大学)、王文英(上海医科大学)、魏嗣琼(华西医科大学)、姚兴家(中国医科大学)、叶广俊(北京

医学院)ꎮ
　 　 突出贡献奖(２８ 人ꎬ按汉语拼音排序) 　 巴特尔(内蒙古医科大学)、贝品联(上海市普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青(广

东省阳江市学校卫生保健所)、郭欣(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韩云涛(原昆明医科大学)、何健(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黄思哲(广东省中山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贾丽红(中国医科大学)、李和平(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文化教育服务中心)、
林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刘洁(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小学校卫生保健所)、刘小凤(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马迎华(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麦锦城(广东省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

心)、潘勇平(原北京市东城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彭宁宁(原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史慧静(复旦大学)、苏立新(原江

苏省南京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孙莹(安徽医科大学)、汤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王家林(原广西医科

大学)、王莉(山西医科大学)、王智勇(辽宁省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杰文(广东省广州市新穗中学)、于宏(辽宁省大

连市西岗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余红(福建省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心)、张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丽(广东省深圳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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