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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写困难是指汉字字形输出的过程中，难以根

据语音拼写出字形组合的现象。主要是指在没有阅

读障碍病史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儿童的特

定拼写技能显著受损，包括口头与笔头正确拼写单

词的能力受损 (ICD-10)[1]（DSM-IV，1994）[2]。听写

困难不是由于教育不当、视觉缺陷或精神等问题所

致，目前，其病因、病程、相关情况或结局都知之甚

少。汉字是表义文字，而非拼音文字，在字形产出过

程中难以根据语音拼写出字形组合，所以国内将

spelling difficulties翻译为“听写困难”。与英语儿童

相比，听写任务对于汉语儿童来说更加困难 [3]，汉语

听写困难在儿童学龄期的发生率达到5% [4]，听写困

难成为学习困难的主要类型之一。听写困难儿童智

力正常，不存在视、听等生理性缺陷，但其听写成绩

与智力水平不匹配，没有达到同龄儿童的平均水平，

低于正常预期。其拼写上的困难，还可能导致儿童

在其他项目上的成绩落后，进而出现情绪问题甚至

辍学[5-7]。

视觉加工包含对视觉刺激结构特征的辨别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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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正常儿童相比，听写困难儿童的视觉空间辨别加工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加工速度的延迟。在视觉空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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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coding ability of children with spelling difficulties. Methods: The
study implemented two experiments in 30 children with spelling difficulties and 30 normal controls. Experiment I used the
character matching paradigm with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experimental materi⁃
als as the index of the spatial coding difficulty. Using the change detection paradigm, Experiment II examined the memory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information in children with spelling difficulties. Results: (1)In Experiment I, the reaction time of
difficult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normal group. The main effect of condition was significant with the time
under low difficulty condition much shorter than that under high difficulty condition. The accuracy under low difficulty con⁃
di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under high difficulty condition. (2)In Experiment II, the reaction time under low dif⁃
ficulty condition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under high difficulty condition. No group difference or interaction effect
were found. Besides, the accuracy under low difficulty condi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under high difficulty con⁃
dition. The group difference was marginally different, with the accuracy of difficulty group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group.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normal children, children with spelling difficulties have deficits in spatial distinguish⁃
ing mostly in processing speed but they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spati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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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汉字包含多种的视觉信息，是大量视觉符号的

一种集合体。汉字的字形表征是通过视觉加工获得

的，这对于汉字识别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能促进听写

困难儿童在视觉辨别方面能力的提高，就势必能带

来字形编码水平和字形表征质量的改善，进而提高

其汉字的输出质量[8]。对于听写困难儿童是否存在

视觉加工缺陷的探讨，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部分研

究发现，听写困难儿童同时存在视觉辨别缺陷和视

觉记忆缺陷[9，10]，但也有研究发现，听写困难儿童在

视觉辨别上存在缺陷，而视觉记忆和视觉统合方面

则没有表现出缺陷 [8]，甚至有研究在控制智商因素

后，发现听写困难儿童的视觉加工水平与正常儿童

不存在差异[11，12]。

而在视觉加工的捆绑编码方面，几项研究普遍

发现了听写困难儿童的缺陷。早期研究通常采用回

忆任务来探讨客体-位置捆绑，包括了当客体消失

时，通过其位置检索客体或是当位置消失时，根据客

体指出其位置的方法。典型的例子如 Irwin 和 Ze⁃
linsky 呈现给被试不同位置的 7 个客体序列，序列

消失之后立即呈现一个检索位置，结果发现被试能

准确地识别检测位置上的客体，表明视觉记忆能保

存客体与位置的捆绑［9］。

杨双通过对四、五、六年级的听写困难儿童进行

形音捆绑测验发现，听写困难儿童即使到六年级仍

然表现出形音捆绑能力的显著落后。进一步研究结

果显示，正常儿童之所以对部件的形状和大小进行

了分离编码，并非是他们存在形状和大小的捆绑缺

陷，而是由于他们在实验中已经超越了捆绑编码阶

段，对部件的形状和大小特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

离编码。在视觉客体内部，听写困难儿童对部件形

状和大小特征的捆绑编码较为滞后，正常儿童对部

件形状和大小特征的捆绑编码较为自动化，能够较

快超越捆绑编码阶段，对形状和大小特征进行更为

细致的编码[10] 。

杨双等人的研究发现，听写困难儿童在方向特

征和空间特征的联结记忆显著落后。汉字的特点在

于高度结构化，其结构、笔画、部件都存在一定的空

间位置特征，而方向-空间的联结记忆落后，直接导

致汉字字形表征障碍，因而听写产出存在落后。该

研究以方向刺激作为客体刺激材料，考察听写困难

儿童对单一客体刺激的编码，和对客体-空间的捆

绑编码过程。结果表明，听写困难儿童在单一刺激

的记忆上表现正常，但是无法有效记住客体-空间

的双重信息[13]。杨双，宁宁等进一步研究表明，听写

困难儿童的形音联结困难，主要受到图形加工缺陷

的影响，该研究通过改变图形编码和语音编码的不

同难度，考察听写困难儿童在各种难度下的形音联

结记忆水平，发现在图形编码难度较低的条件下，听

写困难儿童的形音联结记忆成绩与正常儿童没有差

异；在图形编码难度较高的条件下，听写困难儿童的

形音联结记忆成绩却低于正常儿童。但无论语音编

码难度高低，听写困难儿童的形音联结记忆成绩与

正常儿童都没有差异 [14] 。

宁宁，杨双考察了语音信息对听写困难儿童字

形-空间捆绑编码的影响。结果发现：部件的语音

信息对字形-空间捆绑有干扰效应。但是，这一干

扰效应只发生在听写困难儿童身上。另外，如果没

有语音信息的干扰，听写困难儿童的字形-空间捆

绑编码，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缺陷[15]。宁宁等人以

部件字形的相似程度作为部件加工难度的指标，对

比听写困难组儿童和对照组儿童在字形-空间记忆

任务上的成绩差异，研究发现，在字形-空间的捆绑

编码时，听写困难儿童存在明显的字形难度效应，在

字形加工难度较低时，听写困难儿童的捆绑加工水

平较为正常，但是，一旦提高字形加工难度，听写困

难儿童就表现出字形-空间捆绑缺陷[16]。戴莉等采

用变化检测范式，发现听写障碍儿童的形音捆绑缺

陷来自于跨通道本身的缺陷。正常听写儿童可能具

有听觉单通道加工优势。听写障碍儿童在形音捆绑

加工中有和正常听写儿童相同的视觉通道优势，但

有可能在听觉通道中不占优势[17]。阮怡君等发现多

重感觉通道训练方法在对听写落后儿童的识字教学

上更有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来源于视觉通道刺激的

丰富或者触觉通道和动作编码在汉字识字教学中的

应用[18]。

汉字字形信息不仅包括视觉客体特征，还包括

明显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视觉空间和视觉客体

的加工和记忆是相互分离的。Baylis和Driver的系

列实验发现，客体位置信息对客体组成部分相对位

置的判断有干扰效应，但客体组成部分相对位置的

加工对客体位置信息没有干扰效应[19]。沃建中等的

研究结果显示，客体工作记忆与空间工作记忆在慢

波活动的时间上存在分离，空间信息开始编码和保

持的时间都要早于客体信息[20]。以往关于听写困难

儿童视觉加工的研究主要针对客体特征，缺乏空间

特征加工研究。本研究以高低辨别难度的空间位置

为实验材料，考察听写困难儿童的对空间特征的辨

别能力和记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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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一 听写困难儿童对不同辨别难度

空间信息的加工特点

1.1 被试筛选

使用杨双等编制的小学听写和认读测验作为筛

选工具 [4，21-23]，在苏州市昆山某小学四、五、六年级

中，根据语文听写成绩在四、五、六年级中分别选出

30名听写成绩优秀儿童、30名听写成绩落后儿童，

共计 60名被试（听写优秀 30名、听写落后 30名）。

使用标准化的瑞文推理测验，在班级里进行团体施

测，选取测验标准分在 75%以上的儿童作为被试。

这些被试智力水平皆为正常，且无情感障碍或其他

器质性损伤。

根据人教社出版的小学教材生字表，编写了小

学生 4、5、6年级的听写测验和认读测验(将认读成

绩作为阅读水平的指标)，两个测验使用的生字材料

完全一样。由于测验是在上学期进行，因此，每个年

级测验用字都是之前年级学过的字。每个年级的测

验用字大约是之前学过生字总数的10%。每个年级

的听写测验和认读测验材料完全相同。测验过程由

每个班的语文教师负责。首先进行听写测验，隔 2
天之后再进行认读测验，尽量避免两个测验之间的

干扰。听写测验由语文老师按照平时的听写方式进

行，要求每个学生都确实听清楚测验目标字。认读

测验要求学生对生字进行注音，如果不会使用注音，

可以用同音的字替代。将认读正确的字数除以测验

总字数，作为认读正确率。首先，根据听写障碍的定

义，在每个年级选出认读正确率高于平均正确率的

学生。然后，记录每个学生认读正确而听写错误的

字数，将这些字数除以认读正确的字数，作为读写差

异率。将认读正确率高于平均数并且读写差异率高

于平均一个标准差的学生作为听写困难组被试。正

常对照组被试的选择标准是，认读正确率高于平均

数，同时，读写差异率低于平均数的学生。最后，共

筛选出听写困难被试 30人（男生 16人，女生 14人；

年龄在 9-12岁），对照组 30人（男生 17人，女生 13
人，年龄在9-12岁）。

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2×2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自变量包

括：辨别难度（高辨别难度、低辨别难度）及组别（困

难组、对照组）。因变量为被试对探测刺激的判断反

应时和正确率。

采用特征匹配范式，该范式注重对被试反应速

度的分析，要求被试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能完成任

务。包括120组材料，每组材料包括两个刺激，每个

刺激都由一个方框和一个黑点组成。要求判断黑点

的位置是否一致。是反应材料60组，否反应材料60
组。是反应材料的黑点空间位置一致，否反应的两

个刺激，黑点所在的位置发生变化。否反应还包括

两种：低难度材料和高难度材料，各 30组。低难度

材料中，两个黑点所在的空间差异较大（在横向和纵

向都发生明显变化）。高难度材料中，两个黑点所在

的空间差异较小（仅在横向或者纵向发生细微变

化）。事先由 30名本科生进行差异难度评估，根据

差异大小，难度值分别为 5、4、3、2、1分。t检验分

析，低难度材料与高难度材料差异显著。低难度材

料M=1.45，SD=0.60；高难度材料M=4.35，SD=0.58。
实验材料见表1。

低难度材料 高难度材料

表1 实验一材料举例

实验程序使用Eprime 2.0编写。在屏幕中间呈

现注视点“+”信号 300ms，提醒被试实验即将开始。

然后，呈现一组对比材料 3000ms；要求被试判断一

组材料的空间位置是否一致。是反应按“F”键，否

反应按“J”键。否反应的探测刺激，按难度分两种，

一种是低难度否反应（空间位置差异很大），一种是

高难度否反应（空间位置接近）。如果被试 3000ms

内不反应就计为错误，自动跳入下一项目。见图1。
+ 低难度材料

300ms 3000ms 3000ms
+ 高难度材料

300ms 3000ms 3000ms
图1 实验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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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验结果

删除错误反应和反应时小于100ms的反应时数

据，然后将每个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数据按照实

验条件和反应类型进行平均。删除平均正确率低于

0.5被试的所有数据。在实际操作时，是先对正常组

被试进行实验，然后再对困难组被试进行实验的，由

于主试对指导语的讲解疏漏，造成先参加实验的正

常组被试，有4人理解错了指导语，导致数据的正确

率过低，因此，将这些被试的数据删除。最终的统计

结果包含 56名被试（困难组 30名、正常组 26名）的

数据。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两组被试在不同难度条件下的

反应时和正确率[平均数（标准差）]

以被试对探测刺激的判断反应时和正确率为因

变量，辨别难度和组别为自变量，进行2（材料难度：

低材料难度 vs.高材料难度）×2（组别：困难组 vs. 对
照组）二因素混合方差分析。

在反应时上，辨别难度主效应显著，在低辨别难

度条件下的反应时，明显低于高辨别难度的反应时，

F(1, 54)=71.32，P<0.05。组别主效应显著，困难组被

试的反应时均高于正常组被试的反应时 F(1, 54)=
12.82，P<0.05。辨别难度和组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1, 54)=0.43，P>0.05。 在正确率指标上，辨别难度

的主效应显著，在低辨别难度条件下的正确率，明显

高于高辨别难度的正确率，F(1, 54)=69.67, P<0.05。
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4)=3.34，P>0.05。辨别

难度和组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 54)=0.035，P>
0.05。

因此，实验一的结果表明，听写困难儿童的空间

辨别水平显著落后于正常儿童，主要表现在反应速

度上。这提示他们（她们）可能存在空间信息辨别加

工缺陷。

2 实验二 听写困难儿童的空间记忆特点

2.1 被试筛选

与实验一相同。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2×2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自变量包

括：记忆难度（高记忆难度、低记忆难度）及组别（困

难组、对照组）。因变量为被试对探测刺激的判断反

应时和正确率。

采用变化察觉范式，考察听写困难儿童对空间

信息的记忆特点。变化察觉范式的研究侧重点在于

准确率，其材料的呈现是继时呈现，被试在进行第一

组材料的学习时，进行了充分的加工，这是为了弥补

听写困难儿童在空间信息加工上的速度滞后（见实

验一）。实验材料与实验一相同。

实验程序使用Eprime 2.0编写。在屏幕中间呈

现注视点“+”信号 300ms，提醒被试实验即将开始。

然后，呈现一个材料 2000ms；之后是一个 500ms的
掩蔽刺激，之后呈现一个探测刺激，要求被试判断学

习材料的空间位置与探测材料是否一致。是反应按

“F”键，否反应按“J”键。否反应的探测刺激，按难度

分两种，一种是低难度否反应（空间位置差异很大），

一种是高难度否反应（空间位置接近）。实验开始时

由主试先统一说明指导语，然后让被试进入练习部

分，熟悉整个实验流程，再进行实验部分。练习部分

包括 8个试次，其中 4组为是反应，4组为否反应。

正式实验中包含 120组试次，其中 60组是反应，60
组否反应，低难度否反应 30组，高难度否反应 30
组。整个实验过程中，如果被试4000ms内不反应就

计为错误，自动跳入下一项目。见图2。

+ 高难度记忆

300ms 2000ms 500ms 4000ms

+ 低难度记忆

300ms 2000ms 500ms 4000ms
图2 实验二程序

2.3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中，因变量包括反应正确率和反应时

两个指标。删除错误反应和反应时小于100ms的反

应时数据，然后将每个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数据

按照实验条件和反应类型进行平均。删除平均正确

率低于0.5被试的所有数据。在实际操作时，是先对

正常组被试进行实验，然后再对困难组被试进行实

验的，由于主试对指导语的讲解疏漏，造成先参加实

验的正常组被试，有4人理解错了指导语，导致数据

的正确率过低，因此，将这些被试的数据删除。这

样，最终的统计结果包含56名被试（困难组30名、正

常组26名）的数据。见表3。
采用 2（材料难度：低难度材料 vs. 高难度材

材料难度

低难度

高难度

反应时 (ms)
困难组

1639 (390)
2548 (628)

正常组

1290 (320)
2074 (744)

正确率

困难组

0.92 (0.07)
0.76 (0.12)

正常组

0.94 (0.05)
0.79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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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2（组别：困难组 vs. 对照组）二因素混合方差分

析，检验各个因素对于被试反应时和正确率的影响。

在反应时指标上，材料难度主效应显著，在低难

度条件下的反应时，明显低于高难度的反应时，F(1，
54）=12.65，P<0.05。组别反应时的主效应不显著，F
(1，54)=0.30，P>0.05。材料难度和组别的交互效应

不显著，F(1，54）=0.08，P>0.05。
表3 两组被试在不同记忆难度的

反应时和正确率[平均数（标准差）]

在正确率指标上，材料难度的主效应显著，在低

难度条件下的正确率，明显高于高难度的正确率，F
(1，54）=31.72，P<0.05。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边缘

显著），困难组的正确率低于对照组，F(1，54）=3.33，
P=0.0547>0.05。辨别难度和组别的交互效应不显

著，F(1，54）=2.11，P>0.05。
因此，在空间信息的记忆保持方面，听写困难儿

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落后，在正确率比正常组略

低，但并未达到0.05的显著水平。

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听写困难儿童对视觉空间信息的

辨别加工和记忆保持。结果表明，听写困难儿童在

辨别加工阶段存在显著的落后，但是在后续的记忆

保持阶段表现正常。这个结果与实验材料的高低难

度无关。

实验二的记忆范式（变化觉察范式）本质上是双

任务加工，包含了记忆提取和辨别加工过程，被试需

要提取记忆表征，然后与探测刺激进行辨别比较。

在实验一的辨别加工任务中，正常组的平均反应时

为 1039ms，困难组的平均反应时为 1682ms，困难组

的反应时比正常组多了大约 643ms；在实验二的变

化觉察任务中，正常组的平均反应时为 2300ms，困
难组的平均反应时为2407ms，困难组的反应时比正

常组多了大约107ms。因此，相对于实验一，困难组

和正常组的反应时差值，在实验二中是缩小了。这

个结果意味着，困难组的记忆提取相对正常组不仅

没有落后，甚至表现更好。如何理解这一结果呢？

首先，前期研究表明，听写困难儿童在视觉刺激

的捆绑编码方面存在困难，无法有效地对客体和空

间信息进行捆绑编码[14]，这显然会影响到字形加工

的效率，但与此同时，该困难可能会在实验二中带来

一种额外的效果，那就是，正常组儿童看到实验刺激

后，会自动化编码空间和图形信息，并将两者进行捆

绑，而困难组儿童看到实验刺激后，可能会更大程度

上忽略掉形状信息，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空间信息

上，这无疑会减少工作记忆中的客体信息负担，从而

优化了记忆保持和提取的效果。其次，客体工作记

忆会自动强制性地使用言语编码和保持机制, 而空

间工作记忆信息对言语编码的绑定更弱一些，是否

由言语编码参与则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23]。听写困

难儿童的视觉捆绑编码缺陷，不仅减少了工作记忆

负担中的客体信息，同时，也会顺带减少了言语信息

编码和保持。另外，前期研究发现，综上上述两点，

在包含冗余的客体和言语信息的空间记忆任务中，

听写困难儿童相比较而言，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

关于听觉困难儿童的视觉辨别加工，前期研究

使用的材料都是客体材料，研究结果基本上都比较

统一，他们存在视觉客体辨别加工缺陷，而本研究使

用的材料是空间信息材料，同样发现了他们的辨别

缺陷。这意味着，听写困难儿童的视觉辨别加工缺

陷，是一种一般性的加工能力缺陷，无论是针对客体

信息还是空间信息。

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形近字，而形近字当中不乏

构成部件相同，仅仅是空间布局上存在细微的差别，

比如甲-申，人-入，己-已等等。既然听写困难儿童

存在空间辨别困难，那么他们在编码这种类型形近

字的时候，必然导致相应的困难。另外，听写困难儿

童的空间辨别加工缺陷，主要表现为加工速度比正

常儿童要慢，但是正确率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因此，

在临床应用上，针对听写困难儿童的汉字记忆和听

写训练，应该把重点放到空间编码角度，增加编码加

工时间或者编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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