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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学龄儿童学习生活方式与阅读障碍的关系ꎬ为儿童阅读障碍的行为干预提供依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调查湖北省武汉市、浙江省杭州市、山东省济宁市二至六年级小学生

１１ ６６８ 名ꎮ 使用«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及«儿童学习障碍筛查量表»对研究对

象进行调查ꎮ 结果　 学龄儿童每周有 １~ ２ 次及以上体育运动(ＯＲ＝ ０.３４~ ０.４８)、每次运动时间>２０ ｍｉｎ(ＯＲ ＝ ０.４３ ~ ０.６４)、
每学期去 １~ ２ 次及以上图书馆 / 书店(ＯＲ ＝ ０.４１ ~ ０.６２)与阅读障碍的检出率降低有关联ꎻ学龄儿童缺乏主动学习的习惯

(ＯＲ＝ ７.７６ꎬ９５％ＣＩ＝ ４.７１~ １２.７８)、没有固定的阅读时间(ＯＲ ＝ ２.５５ꎬ９５％ＣＩ ＝ ２.０１ ~ ３.２３)以及没有参加课外培训班(ＯＲ ＝
１.６２ꎬ９５％ＣＩ＝ １.２７~ ２.０７)与阅读障碍检出率升高有关联ꎻ阅读障碍组与非阅读障碍组儿童在视屏时间上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ꎻ在电子设备的用途方面ꎬ使用电子设备进行学习与阅读障碍检出风险呈负相关(ＯＲ＝ ０.４７ꎬ９５％ＣＩ＝ ０.３３~ ０.６７)ꎬ而使用

电子设备进行游戏与阅读障碍检出风险呈正相关(ＯＲ＝ １.６７ꎬ９５％ＣＩ＝ １.１６~ ２.４１)ꎮ 结论　 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良好的学习

习惯及正确使用电子产品可一定程度上降低阅读障碍的检出风险ꎮ 家长和教师应引导学龄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

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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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障碍对个体的学业成就、认知、社会和情感

发展等方面均有不良影响[１] ꎮ 国内外研究表明[２－３] ꎬ
儿童阅读障碍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引

起的神经发育障碍类疾病ꎮ 儿童阅读障碍有关的环

境因素研究多集中在母亲孕产期的因素[４] 、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家庭阅读环境等方面[５－６] ꎮ 另外ꎬ来自世界

各国的研究证明[７] ꎬ个体的学习成绩(主要包括阅读

能力和数学能力)与其行为生活方式密切相关[８] ꎮ 健

康的饮食[９] 、适当的体育锻炼[１０]以及充足的睡眠与学

龄儿童良好的学业成绩有关ꎮ 一项来自芬兰的对一

７３１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８



至三年级学龄儿童的随访研究发现ꎬ课间积极进行体

育锻炼以及走路 / 骑车上学的儿童ꎬ其阅读的流畅性

和阅读理解能力好于其他儿童[１１] ꎮ 来自澳大利亚的

研究发现ꎬ减少看电视的时间和改善饮食对学习成绩

(包括阅读、拼写及数学)有积极的影响[８] ꎮ 我国基于

湖北省学龄儿童的研究表明ꎬ儿童有固定的阅读时间

和主动学习的习惯与阅读障碍呈负性相关[１２] ꎬ而长时

间看电子产品与阅读障碍呈正性相关[１３] ꎮ 本研究通

过流行病学调查ꎬ了解学龄儿童体育锻炼、学习习惯、
视屏行为现状ꎬ在此基础上探索生活学习行为与阅读

障碍的关系ꎬ为儿童阅读障碍的干预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采用分层整

群抽样方法ꎬ调查湖北省武汉市、浙江省杭州市、山东

省济宁市 １１ 所小学二至六年级(共 ２６２ 个班级)在校

学生ꎮ 共发放问卷 １４ ４５１ 份ꎬ回收问卷 １３ ０４０ 份ꎬ有
效问卷 １１ ６６８ 份ꎬ有效率为 ８９.４８％(排除问卷信息缺

失项目大于 ５０％的问卷 １ １８４ 份ꎬ有视听障碍、癫痫、
脑外伤个体 １８８ 名)ꎮ 其中ꎬ男生 ６ ２８９ 名ꎬ女生 ５ ３６９
名(性别缺失 １０ 名)ꎻ二至六年级学生分别为 ２ ９１６ꎬ
２ ７４３ꎬ２ ２５４ꎬ２ ５３７ꎬ１ ２１８ 名ꎮ 年龄 ５ ~ １５ 岁ꎬ平均年

龄(９.９５±１.３９)岁ꎮ 本研究取得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ꎬ所有研究对象的家长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 «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影响因素

调查问卷»主要调查学龄儿童的学习生活相关行为ꎬ
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儿童的一般情况(如性别、年龄、
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状况等)ꎻ儿童生活学习

方式(如使用电子设备情况、运动、参加课外培训班

等)ꎻ家庭阅读环境状况等信息[３] ꎮ (２) «儿童汉语阅

读障碍量表»由家长填写ꎬ该量表包含 ８ 个分量表ꎬ共
５７ 个条目ꎬ采用 ５ 级评分法ꎬ分数越高说明阅读障碍

的症状越明显ꎮ 在学龄儿童汉语阅读障碍的筛查方

面ꎬ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１４] ꎬ在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７ꎮ (３) «儿童学习障碍筛查量

表»由教师填写ꎬ该量表包含 ２４ 个条目ꎬ分为 ５ 个功

能区(语言、运动、听觉理解和记忆、时间和方位判断、
社会行为)ꎬ采用 ５ 级评分法ꎬ总分<６５ 分者为学习障

碍可疑儿童[１５] 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９６ꎮ
１.２.２　 阅读障碍儿童筛选标准　 儿童无视听觉障碍、
脑外伤、癫痫等脑部疾病ꎬ其语文成绩位于班内后

１０％ꎻ«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得分中有 １ 个分量表

或总分高于同龄儿童的 ２ 个标准差ꎬ且«儿童学习障

碍筛查量表»得分<６５ 分ꎮ
１.３　 统计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分类

变量使用构成比和率进行统计描述ꎬ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

组间比较ꎻ计量资料使用 ｘ±ｓ 进行统计描述ꎬ采用 ｔ 检
验进行组间比较ꎻ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ꎬ因变量赋

值 ０ ＝非阅读障碍ꎬ１ ＝阅读障碍ꎬ校正性别、年级、地区

等变量后ꎬ对各因素与阅读障碍的关系进行分析ꎻ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阅读障碍检出情况 　 共检出阅读障碍儿童 ３０２
名ꎬ检出率为 ２.５９％ꎮ 男生检出率(３.７０％)高于女生

(１.２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不同年级的

学龄儿童阅读障碍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级性别儿童阅读障碍检出率比较

年级与性别 人数 阅读障碍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年级 二 ２ ９１６ ７９(２.７１) ０.６１ ０.９４

三 ２ ７４３ ６６(２.４１)
四 ２ ２５４ ５８(２.５７)
五 ２ ５３７ ６６(２.６０)
六 １ ２１８ ３３(２.７１)

性别 男 ６ ２８９ ２３３(３.７０) ６７.２１ <０.０１
女 ５ ３６９ ６９(１.２９)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儿童运动行为与阅读障碍关系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　 学龄儿童体育运动类型以轻微运动(如散步、广
播体操等)和小强度不太紧张的运动(如慢跑等)为主

(占 ６１.１５％)ꎬ每天坚持运动的儿童仅占８.７％ (１ ０１９
人)ꎮ 非阅读障碍组儿童 １ 周内每天运动６０ ｍｉｎ以上

的天数平均为(１.８７±１.６５) ｄꎬ阅读障碍组儿童运动天

数为(１.５０ ± １.５７) 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５８ꎬＰ<
０.０１)ꎮ 校正性别、年级、地区等因素后ꎬ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显示ꎬ儿童运动频率 > １ 次 / 周ꎬ每次运动时长

>２０ ｍｉｎ与阅读障碍检出率降低有关联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学龄儿童体育运动与

阅读障碍关系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人数
阅读障碍

检出人数 检出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每次运动持续时长 / ｍｉｎ
　 ≤１０ ９００ ３２ １１.２３ １.００
　 １１~ ２０ ３ ０２９ ８８ ３０.８８ ０.７９(０.５２~ １.２０) ０.２７
　 ２１~ ３０ ４ ２４３ １０７ ３７.５４ ０.６４(０.４３~ ０.９６) ０.０３
　 ３１~ ６０ ２ １９０ ３９ １３.６８ ０.４３(０.２７~ ０.６９) ０.００
　 >６０ ９１０ １９ ６.６７ ０.４８(０.２７~ ０.８６) ０.０１
运动频率
　 ≤１ 次 / 月 ４４６ ２２ ７.６９ １.００
　 ２~ ３ 次 / 月 １ ７５７ ５５ １９.２３ ０.６２(０.３７~ １.０３) ０.０６
　 １~ ２ 次 / 周 ５ ７３３ １４３ ５０.００ ０.４８(０.３０~ ０.７６) ０.００
　 ３~ ５ 次 / 周 ２ ２６６ ４８ １６.７９ ０.４１(０.２５~ ０.６９) ０.００
　 每天 １ 次 １ ０１９ １８ ６.２９ ０.３４(０.１８~ ０.６４) ０.００

　 注:部分数据信息缺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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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儿童学习相关行为与阅读障碍关系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校正性别、年级、地区等因素后ꎬ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显示ꎬ学龄儿童缺乏主动学习的习惯、没有固定

的阅读时间以及没有参加课外培训班与阅读障碍的

检出率升高有关联ꎬ儿童每学期 １ ~ ２ 次及以上去图书

馆与阅读障碍检出率降低的关联性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视屏行为与阅读障碍关系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９０％以上的被调查儿童使用电子设备(包括计算机、手
机、平板等)ꎬ两组儿童在每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
每天看电视时间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ꎻ在使用电子设备的用途方面ꎬ非阅读障碍儿童

使用电子设备进行学习(５４.５０％)的比例高于阅读障

碍组儿童(４３.７１％)ꎬ而阅读障碍儿童使用电子设备进

行游 戏 的 比 例 ( ４９. ６７％) 高 于 非 阅 读 障 碍 组

(４２.１６％)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

表 ４ꎮ 校正性别、年级、地区等因素后ꎬ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显示ꎬ使用电子设备进行学习与阅读障碍检出率降

低有关联(ＯＲ ＝ ０.４７ꎬ９５％ＣＩ ＝ ０.３３ ~ ０.６７)ꎬ而使用电

子设备进行游戏与阅读障碍检出率升高有关联(ＯＲ ＝
１.６７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６ ~ ２.４１)ꎮ

表 ３　 学龄儿童学习相关行为与

阅读障碍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人数
阅读障碍

检出人数 检出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主动学习习惯
　 一直有 ４ ５４１ １７ ５.７２ １.００
　 偶尔有 ６ １３８ １８７ ６２.９６ ７.７６(４.７１~ １２.７８) <０.０１
　 从来没有 ７５５ ９３ ３１.３２ ３２.３３(１９.１２~ ５４.６８) <０.０１
固定阅读时间
　 有 ７ １１１ １１７ ３９.５３ １.００
　 无 ４ ２８０ １７９ ６０.４７ ２.５５(２.０１~ ３.２３) <０.０１
参加课外培训班
　 有 ５ ９１５ １１０ ３８.１９ １.００
　 无 ５ ３１５ １７８ ６１.８１ １.６２(１.２７~ ２.０７) <０.０１
去图书馆 / 大型书店
　 几乎不去 ２ ９８３ １１５ ３８.５９ １.００
　 每年 １~ ２ 次 １ ７１５ ５０ １６.７８ ０.７６(０.５１~ １.０７) ０.１１
　 每学期 １~ ２ 次 ２ ６２０ ６２ ２０.８１ ０.６２(０.４５~ ０.８４) <０.０１
　 每月 １~ ２ 次 ３ １２６ ５６ １８.７９ ０.４８(０.３５~ ０.６７) <０.０１
　 每周 １~ ２ 次 ９８１ １５ ５.０３ ０.４１(０.２４~ ０.７０) <０.０１

　 注:部分数据信息缺失ꎮ

表 ４　 阅读障碍与非阅读障碍组儿童每天视屏时间比较

组别 人数
使用电

子设备

周一至周五使用电子设备时间 / ｈ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周末使用电子设备时间 / ｈ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阅读障碍组 ３０２ ２７１(９１.８６) １８７(６３.３８) ７７(２６.１０) １５(５.０９) ４(１.３６) １２(４.０７) ９５(３２.２０) １２０(４０.６８) ３８(１２.８８) ２５(８.４８) １７(５.７６)
非阅读障碍组 １１ ３６６ １０ ２２５(９１.３３) ７ ６２１(６９.１２) ２ ６５３(２４.０６) ３９１(３.５５) １１６(１.０５) ２４５(２.２２) ３ ８８７(３５.２５) ４ ５０３(４０.８４) １ ４８１(１３.４３) ７３９(６.７０) ４１６(３.７８)
χ２ 值 ０.１１ ８.３２ ５.１４
Ｐ 值 ０.７５ ０.０８ ０.２７

组别 人数
看电视时间 / ｈ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电子设备用途

学习相关 新闻资讯 游戏 影音娱乐 其他
阅读障碍组 ３０２ １６３(５４.９４) ９７(３４.３３) ２０(６.４４) ９(３.４３) ６(０.８６) １３２(４３.７１) １４(４.６４) １５０(４９.６７) １０８(３５.７６) １８(５.９６)
非阅读障碍组 １１ ３６６ ６ ７８８(６０.７８) ３ ２６１(３０.２５) ７００(６.６５) １６５(１.６６) １１２(０.６６) ６ １９４(５４.５０) １ １３６(１０.００) ４ ７９２(４２.１６) ４ ６３３(４０.７６) ７２８(６.４１)
χ２ 值 ８.８０ １３.７９ ９.５１ ６.７９ ３.０５ ０.１０
Ｐ 值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７６

　 注:()内数字为百分率或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体育锻炼与阅读障碍检出率降

低相关ꎬ学龄儿童每周有 １ ~ ２ 次及以上体育运动及每

次运动时间>２０ ｍｉｎ 可降低阅读障碍的检出风险ꎮ 该

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ꎬ一项基于长沙市中学生

的研究发现ꎬ合理安排课外体育锻炼的时间和强度可

促进学习成绩的提高[１６] ꎮ 罗春燕等[１７] 在上海市的研

究表明ꎬ缺乏体育锻炼的学生学习较差ꎮ Ａｌｖａｒｅｚ￣ｂｕｅ￣
ｎｏ 等[１８] 一项基于 ２６ 项体育锻炼与学习成绩干预研

究的 Ｍｅｔａ 分析指出ꎬ体育锻炼可以提高学生数学、阅
读等方面的能力ꎮ 体育锻炼可以增加大脑中氧气和

葡萄糖的输送ꎬ改善脑血流量ꎬ增加神经递质水平ꎬ有
利于神经元的存活和突触生成ꎮ 影像学的研究表明ꎬ
体育锻炼可改变海马和小脑等脑结构的体积ꎬ影响脑

区激活水平和脑区间功能连接ꎬ从而对个体的认知功

能( 如工作记忆与执行功能等) 改善起到一定的

作用[１９] ꎮ
良好的学习行为(主动学习、有固定的阅读时间、

去图书馆 / 大型书店等) 与阅读障碍风险降低相关ꎮ
学龄儿童处于行为习惯的形成期ꎬ各种有利 / 不利行

为反复呈现ꎬ神经系统就会形成动力定型ꎮ 阅读是一

项复杂的脑力活动ꎬ需要大脑不同区域的共同参与ꎮ
研究显示ꎬ各脑区之间神经连接的强弱与儿童阅读能

力有关ꎬ阅读障碍的儿童表现为阅读相关皮质区域间

的连接较弱[２０] ꎮ 有效的阅读训练一定程度上可以增

强脑区间的神经连接ꎬ这种变化被称之为学习介导的

皮质可塑性[２１] ꎮ 年龄越小ꎬ可塑性越大ꎬ动力定型越

容易形成ꎮ 因此ꎬ家长和教师帮助儿童建立良好的学

习习惯ꎬ对未来阅读及其他方面的学习能力有积极的

作用ꎮ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ꎬ学龄儿童的视屏行为已成

为普遍现象ꎬ本研究显示 ９０％以上的学龄儿童使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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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包括计算机、手机等)ꎬ周末使用电子产品的

时间比上学日长ꎮ 阅读障碍组与非阅读障碍组在视

屏时间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但是在使用电子设备的

用途方面存在差异ꎬ阅读障碍组儿童使用电子设备主

要用于游戏ꎬ而非阅读障碍组个体主要用于学习ꎮ 目

前电子产品的用途日益多样化ꎬ除了游戏、娱乐功能

更加丰富化以外ꎬ很多在线学习工具和软件也层出不

穷ꎬ学生在线学习行为也越来越普遍ꎮ 近年来计算机

辅助手段有效干预阅读障碍的研究逐渐增多ꎬ针对学

生开发的自学阅读和拼写应用程序的随机对照实验

研究发现ꎬ与对照组相比ꎬ使用该应用程序 ６ 周可使男

生的阅读能力提高 ７ 个月[２２] ꎻ另有类似的研究发现连

续 １０ 个月每周使用计算机辅助手段 ２ ~ ３ 次ꎬ每次使

用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ꎬ实验组学生的阅读相关能力有所改善

(语音意识、快速命名、语音短时记忆等) [２３] ꎮ ２０１６ 年

发表的一项基于 ２６ 个国家 １４５ ９５３ 名学生的横断面

研究发现ꎬ过多电子游戏对阅读能力有不良影响ꎬ适
量的单机游戏对阅读能力有积极作用ꎬ而网络协作类

游戏与阅读成绩的下降有关[２４] ꎮ 因此ꎬ家长和教师应

引导学龄儿童正确使用电子产品ꎬ减少游戏类应用ꎬ
增加辅助学习类应用ꎬ可一定程度上促进阅读能力的

提高ꎮ
儿童的学习生活方式与其身心发展的各方面都

有密切关系ꎬ因为学习生活方式一旦形成就会相对稳

定ꎬ对个体的影响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都逐渐固

化ꎮ 学龄儿童处于各种学习生活方式形成的关键期ꎬ
家长和教师应帮助学龄儿童建立良好的行为习惯ꎬ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阅读障碍的检出风险ꎮ

本研究不足:由于本文是基于横断面调查资料进

行分析ꎬ 不能确定各因素与阅读障碍之间的因果

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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