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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了解某市阅读障碍儿童生活质量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ꎬ为改善阅读障碍儿童的生活质量提供

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某市城乡共 ６ 所小学三至六年级的全体学生 ３ ６７３ 名进行问卷调查ꎮ 依

据诊断标准筛选出阅读障碍儿童、分析阅读障碍及非阅读障碍儿童生活质量状况差异ꎮ 结果 　 共筛检出阅读障碍儿童

１１９ 名(３.２４％)ꎮ 不同性别、年级、父母文化程度儿童阅读障碍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４.７７ꎬ１１.７５ꎬ１８.５０ꎬ
９.７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阅读障碍儿童总体生活质量中等以下所占比例为 ３０.３％ꎻ非阅读障碍儿童生活质量为中等以下所占

比例为 １６.７％ꎮ 阅读障碍儿童和非阅读障碍儿童在生活质量总分(１３４.５４±３０.８８) (１４３.４９±３２.５３)、社会心理功能总分

(２.７１±０.８４)(２.９２±０.８１)、生理心理健康总分(２.８３±０.９０)(３.０６±０.８７)、生活质量满意度总分(２.９５±０.８７)(３.１４±０.８７)得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６.０９ꎬ－５.４８ꎬ－５.４４ꎬ－４.５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阅读障碍儿童各维度得分低于非阅读障碍儿

童ꎮ 结论　 阅读障碍儿童总体生活质量较差ꎬ需要引起各界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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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障碍指儿童在智力水平正常的情况下ꎬ由于
某些原因导致阅读能力不能达到正常水平的现象ꎮ
我国阅读障碍儿童检出率约为 ３％ ~ ７％[１] ꎮ 阅读障碍
不仅对儿童的学业成绩有巨大影响ꎬ还会影响认知、
情感、自我概念、社会功能以及生理心理发育ꎬ从而降
低儿童的生活质量水平ꎮ 笔者通过调查某市汉语阅
读障碍儿童的生活质量状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ꎬ为改
善其生活质量提供可靠的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来源于“同济阅读障碍与阅读环境
研究ＲＥＡ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ｙｓｌｅｘｉａ Ｓｔｕｄ￣

ｙ)”项目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１０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
法ꎬ抽取某市城市、乡镇共 ６ 所小学的全部三至六年级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４ １８０ 份ꎬ回收 ３ ７６２
份ꎬ回收率为９０.００％ꎬ其中有效问卷 ３ ６７３ 份ꎬ有效率
为 ９７.６３％ꎮ 男生 ２ １１８ 名(５７.６６％)ꎬ女生 １ ５５５ 名
(４２.３４％)ꎻ农村儿童 １ ８０１ 名ꎬ城市儿童 １ ８７２ 名ꎮ 平
均年龄(１０.２０±２.０７)岁ꎮ
１.２　 调查工具　 «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及影响因素调查
问卷»主要包括儿童的一般情况、生活学习方式以及
«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 [１] 等信息ꎬ由家长填写ꎮ
«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 由吴汉荣在 ２００６ 年依据
ＩＣＤ－１０ 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４ 版)»中阅
读障碍诊断标准ꎬ结合儿童阅读障碍临床表现和行为
特点而编制ꎮ 采用 ５ 级评分法ꎬ得分越高表示阅读障
碍症状越明显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９８ꎮ
«儿童学习障碍筛查量表»由 ２４ 个条目构成ꎬ采用 ５
级评分法ꎬ总分<６５ 分者为学习障碍可疑儿童ꎬ由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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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ꎮ
«儿童少年生活质量量表» [２] 由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编

制ꎬ共包括 ４９ 个条目ꎬ包括自我满意度、师生关系、躯
体感受、同伴关系、亲子关系、运动能力、学习能力与

态度、自我概念、负性情绪、作业态度、活动机会性、生
活便利性及其他 １３ 个维度ꎬ分属 ４ 个因子ꎬ采用 ４ 级

评分法ꎮ 将每条目得分(１ ~ ４) 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

后ꎬ依据地区、年龄、性别查阅对象全国常模平均分与

标准ꎬ将量表得分进行 Ｔ 分转换ꎬ并划分等级ꎻＴ 分<
３０ 为生活质量差ꎬ３０≤Ｔ≤４０ 为较差ꎬ４０≤Ｔ<６０ 为中

等ꎬ６０≤Ｔ< ７０ 为较好ꎬＴ≥７０ 分为生活质量非常好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４ 个因子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３ꎬ０.７７ꎬ０.７４ꎬ０.６５ꎻ全量表的分半信

度为 ０.８２ꎬ４ 个方面的分半相关系数( ｒ)分别为０.７６ꎬ
０.７２ꎬ０.６６ꎬ０.６２ꎮ 各项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验学对量表

信度的要求ꎬ测量结果稳定可靠[２] ꎮ
１.３　 阅读障碍儿童筛选标准 　 无脑外伤史、视 / 听觉

障碍等器质性脑部疾病ꎻ语文成绩位于班级后 １０％ꎻ
«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任一分量表或总量表得分

高于同龄儿童 ２ 个标准差ꎻ«儿童学习障碍筛查量表»
得分<６５ 分ꎮ
１.４　 质量控制　 正式调查前统一培训并说明调查流

程ꎮ 正式调查时ꎬ由经培训的专业人员现场进行指

导、组织和检查ꎬ严格核查每份问卷ꎬ避免缺项、漏项ꎮ
剔除年龄不在 ７ ~ １８ 岁及性别缺失的问卷ꎮ 将条目应

答率为 ９０％以上的问卷视为有效问卷ꎮ 计算有效问

卷得分ꎬ并用中位数填充问卷缺失条目ꎮ
１.５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ꎬ对阅读障碍检出率的组

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阅读障碍与非阅读障碍组家庭阅

读环境、生活质量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共检出阅读障碍儿童 １１９ 名ꎬ检出率

为 ３.２４％ꎮ 不同性别、年级、父母文化程度儿童阅读障

碍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儿童整体生活质量状况　 阅读障碍组儿童总体

生活质量等级差占 ７. ６％ꎬ较差占 ２２. ７０％ꎬ中等占

６３.０％ꎬ较好占 ６. ７％ꎻ正常儿童总体生活质量差占

２.７％ꎬ较差占 １４.０％ꎬ中等占 ７０.１％ꎬ较好占 １１.４％ꎬ非
常好占 １.８％ꎮ
２.３　 阅读障碍与非阅读障碍儿童生活质量比较　 两

组儿童在生活质量总分ꎬ社会心理功能方面及其领域

内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学习能力、自我概念维度ꎬ
生理心理健康方面及其领域内各维度ꎬ生活质量满意

度方面及其领域内各维度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儿童阅读障碍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阅读障碍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 １１８ ９５(４.４９) ２４.７７ <０.０１

女 １ ５５５ ２４(１.５４)
年级 三 ８３８ １３(１.５５) １１.７５ <０.０１

四 ９２４ ２９(３.１４)
五 ９４６ ３６(３.８１)
六 ９６５ ４１(４.２５)

城乡 农村 １ ８０１ ５１(２.８３) １.８８ ０.１７
城市 １ ８７２ ６８(３.６３)

家庭月收入 / 元 <１ ０００ ３０９ １６(５.１８) ６.６３ ０.０９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１ ０５２ ３３(３.１４)
２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１ ３６４ ４８(３.５２)
>３ ０００ ９４８ ２２(２.３２)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 １９７ ５６(４.６８) １８.５０ <０.０１
高中或同等学历 １ ６２３ ５２(３.２０)
大专 ５２５ ８(１.５２)
大学及以上 ３２８ ３(０.９１)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 ４７３ ６２(４.２１) ９.７９ <０.０５
高中或同等学历 １ ５５０ ４６(２.９７)
大专 ４４１ ７(１.５９)
大学及以上 ２０９ ４(１.９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２　 阅读障碍与非阅读障碍组儿童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社会心理功能

师生关系 同伴关系 亲子关系 学习能力 自我概念 总分

生活质量满意度

自我满意 其他 总分
阅读障碍组 １１９ ２.８１±１.４１ ２.９９±１.２６ ２.９６±１.２２ ２.５２±１.２６ ２.１２±１.２０ ２.７１±０.８４ ３.０８±０.９８ ２.５６±１.３７ ２.９５±０.８７
非阅读障碍组 ３ ５４４ ３.０７±１.１７ ３.１６±１.１２ ３.０７±１.１６ ２.７５±１.２２ ２.４３±１.１９ ２.９２±０.８１ ３.２４±０.９６ ２.８１±１.３５ ３.１４±０.８７
ｔ 值 －３.８３ －２.８４ －１.８８ －３.７４ －５.４６ －５.４８ －３.６０ －３.８３ －４.５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组别 人数
生理心理健康

躯体感觉 负性情绪 作业态度 总分

生活环境

生活便利 活动机会 运动能力 总分

生活质

量总分
阅读障碍组 １１９ ２.９１±１.１０ ２.６２±１.２９ ２.９７±１.１６ ２.８３±０.９０ ２.８１±１.６８ ２.２２±１.２９ ２.５９±１.４７ ２.５１±１.０５ １３４.５４±３０.８８
非阅读障碍组 ３ ５４４ ３.１３±１.０８ ２.８０±１.１４ ３.２３±１.１５ ３.０６±０.８７ ２.９４±１.５２ ２.２６±１.３６ ２.５７±１.４４ ２.５４±１.０４ １４３.４９±３２.５３
ｔ 值 －４.２９ －２.８５ －５.５８ －５.４４ －１.６１ －０.４９ －０.２７ －０.７５ －６.０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６２ ０.７９ ０.４５ <０.０１

３　 讨论
汉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ꎬ但

与西方国家相比ꎬ我国对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起步较

晚ꎮ 直到 １９８２ 年ꎬ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等[３] 跨语言研究发现ꎬ中

国台湾儿童的发展性阅读障碍检出率为 ７.５％ꎮ 自此ꎬ
汉语儿童的发展性阅读障碍才开始引起我国学界重

视ꎬ而随后的相关研究表明ꎬ儿童汉语阅读障碍的发

生率并不低于西方国家[４－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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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调查显示ꎬ汉语阅读障碍儿童中生活质量

为中等以上所占比例明显低于中等以下ꎬ说明阅读障

碍儿童整体生活质量较差ꎮ 阅读障碍儿童生活质量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低于非阅读障碍儿童ꎬ且师生关系

与同伴关系是影响阅读障碍儿童生活质量的重要因

素ꎮ 小学生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一种重要关系是师

生关系ꎬＭｏｌｎａｒ 等[６]认为有些阅读障碍的小学生会把

课堂解读成威胁ꎬ因而他们通过扰乱课堂秩序ꎬ吸引

别人的注意力来维护自尊ꎬ而在这种情况下ꎬ多数教

师采用谴责训斥方式ꎬ可能会导致师生关系恶化ꎮ 在

同伴关系方面ꎬ阅读障碍儿童也更多的被同伴拒绝ꎮ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７]调查的阅读障碍儿童中就报道了 ５０％经

常因为阅读障碍而受同伴欺负和嘲笑ꎬ且较少被同伴

接受ꎮ 与此同时ꎬ阅读障碍不仅会影响儿童的社交能

力ꎬ还会产生一些情绪、自我概念问题ꎮ Ｍｏｒｇａｎ[８] 对

行为不良和犯罪的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发现ꎬ当阅读

障碍儿童在学校不能赶上学业进度而开始质疑自己

学习能力时ꎬ他们的自尊就会降低ꎬ并产生自卑情绪ꎬ
同时还时常会有抑郁[９] 、焦虑[１０]情绪ꎮ

家庭阅读环境中ꎬ阅读相关行为对儿童生活质量

总分及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学习能力自我满意、自我

概念、躯体感觉、负性情绪、作业态度及其他 １０ 个维度

均有影响ꎬ有良好阅读相关行为的小学生生活质量普

遍较好ꎮ 阅读相关行为中亲子共享阅读是一种传递

情感和知识的活动ꎬ既可以锻炼孩子的阅读能力ꎬ又
可以加深亲子之间的感情交流ꎬ营造民主平等的家庭

气氛ꎬ而不良的家庭气氛是儿童行为问题的危险因

素[１１－１２] ꎮ
总体而言ꎬ儿童汉语阅读障碍是影响儿童学习能

力、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ꎬ应该重视这一现象的存在ꎬ
探讨针对性的改善策略ꎮ 学校教育个性化或许是教

育机构努力的方向ꎮ 同时家长应该为阅读障碍儿童

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ꎬ适当降低成绩期望度ꎬ积极给

予引导和鼓励ꎬ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ꎮ 这对改善阅读

障碍儿童的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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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快报(８):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信效度评价
阅读障碍是一种以不能准确流利地识别和拼写单词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学习困难ꎮ 虽然国内对于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

日益增多ꎬ但尚无统一的筛查和诊断工具ꎮ 本次研究目的是验证«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在三至六年级小学生中的信效

度ꎬ并检验其是否能够在二年级小学生中应用ꎮ 课题组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武汉市某小学二至六年级学生共 ６１６ 名进

行问卷调查ꎬ回收有效问卷 ５４５ 份ꎬ有效率为 ８８.４７％ꎮ 量表的结构效度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进行评估ꎬ校标效度由

«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与«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中言语理解分量表和语文成绩的相关关系来衡量ꎮ 同时ꎬ研究也对量表

的信度包括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进行评价ꎮ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ꎬ«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原 ５５ 条目 ８ 因子结构

在三至六年级小学生中模型拟合良好(χ２ / ｄｆ＝ ２.４６ꎬ ＣＦＩ＝ ０.９３ꎬ ＴＬＩ＝ ０.９３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６ꎬ ＷＲＭＲ＝ １.４５)ꎬ表明该量表的结构

效度良好ꎮ «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与言语理解指数( ｒ＝ －０.２２ꎬＰ<０.０１)和语文成绩( ｒ ＝ －０.３７ꎬ Ｐ<０.０１)之间呈负相关ꎬ
表明该量表的校标效度良好ꎮ 各分量表重测相关系数在 ０.６２~ ０.７４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在 ０.７５~ ０.９０ꎬ量表信度良好ꎮ

该研究结果表明ꎬ«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不仅在三至六年级小学生中具备良好的信效度ꎬ在二年级小学生中也同样

适用ꎮ «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操作简便易行ꎬ适宜于在大样本中进行汉语阅读障碍的筛查ꎬ为汉语阅读障碍研究提供了

科学有效的筛查工具ꎮ
[来源:ＨＯＵ Ｆꎬ ＱＩ Ｌꎬ ＬＩＵ Ｌ Ｆꎬ 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ｓｌｅｘｉａ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Ｆｒｏ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１８. ＤＯＩ: 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ｐｓｙｇ.２０１８.０１９１５.编译:候芳ꎬ宋然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系ꎬ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６３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