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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信息加工对听写困难儿童字形记忆的影响
丁杨，张傲雪，杨双，宁宁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215123）
【摘要】 目的：考察汉字空间信息的改变对听写困难儿童字形记忆的影响。方法：选择听写困难组和正常组被试
各 30 人，将实验材料分为变异空间汉字与正常空间汉字，第一个任务采用再认范式，与目标字部件相关的独体字作

为探测刺激，对比两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与正确率。第二个任务在再认任务结束后一周进行，采用回忆范式，比较
两组儿童的回忆正确率。结果：再认任务中，听写困难被试反应时大于正常组被试，变异空间反应时大于正常空间；
回忆任务中，听写困难被试的正确率低于正常组被试，变异空间条件下的正确率低于正常空间，正常组被试在变异
空间条件和正常空间条件的正确率没有差异。结论：
听写困难儿童的空间辨别缺陷会对其汉字记忆水平造成影响，
但这一影响仅反映在难度较高的字形回忆任务中。
【关键词】 听写困难；再认；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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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information chang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glyph memo⁃
ry in children with spelling difficulties. Methods: 30 children in the spelling difficulties group and 30 children in the con⁃
trol group were selected. The experiment consisted of two tasks, both taking the spatial level of Chinese characters(includ⁃
ing variation space conditions and normal space conditions) as the index. In the first task, the recognition paradigm was ad⁃
opted. The single character related to the components of the target Chinese character was used as the detection stimulus,

and the response rate and accuracy of the children in the dictation difficult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compared. The
second task was conducted one week after the recognition task. The recall pattern was used and the recall accuracy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as compared. Results: In the recognition task, for the response time, both the main effect of spatial
level of Chinese charactersand main effect of group weresignificant. The response time of subjects in the spelling difficultie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main effect and interaction for the accuracy index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 recall task, both the main effects of group and character space level were significant. The dictation difficult group had

lower recollection accuracy tha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Recall accurac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variation of space was low⁃
er than that under the normal space condition. The interaction by group and character space level was significant. The mem⁃
ory accuracy in the dictation difficult group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variation of spatia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under the normal space condition. Memory accuracy between the condition of the spatial variation and the condition of nor⁃
mal spacein the normal group was not differed. Conclusion: Spatial discrimination deficits in children with spelling diffi⁃
culties can affect their Chinese character memory, but this effect is only reflected in the difficult Chinese character shape re⁃
call task.

【Key words】 Spelling difficulty; Recognition level; Recal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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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汉字属表义文字，与拼音文字不
同，
在字形产出过程中难以根据语音拼写出字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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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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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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字形产出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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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学习过程是多维度的学习，其中包含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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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义的单独学习以及不同维度之间的联结与匹配，
[8]

[24]

。杨双等人还发现，听写困难儿童存在客体-空间

即建立音义、形音和形义之间的联系 。因此，听写

联结编码缺陷[25]。此外，仅在语音信息干扰下，听写

任务从开始的语音到字形产出一共包括四个过程，

困难儿童的字形-空间捆绑编码存在缺陷 [26]。这说

即语音输入、字形表征、语义限制、字词输出 [9]。其

明听写困难儿童并不存在一般性的联结记忆缺陷，

中任一环节出现问题或是加工速度存在缺陷都会导

而是在某种特定类型的联结记忆上有缺陷。针对以

致字形的产出困难，进而出现听写困难。同时，
汉字

上不一致的形音联结结论，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的学习重点在于对字形表征的学习，字形复杂是突

研究。

[10]

出的特点，它同时包含了局部特征和整体特征 。
相应的，
字形表征可以细分为整体表征、部件表征和
[11]

整体信息与字形部件的空间组合形式息息相
关。既然整体特征对听写困难儿童的局部信息加工

局部笔画表征 。早前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在知觉

产生影响，那么，字形组合的空间结构信息，可能也

汉字时往往采用整体形式认知，更多地显示出字的

会影响到他们的局部信息加工和记忆。靖敏等人研

整体性优势。字形的整体性特征是汉字听写遇到困

究了听写困难儿童的空间编码和记忆，发现他们的

难的一种重要成因，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影响着汉字

视觉空间辨别加工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加工速度

的知觉分离。杨双等人的研究发现，听写困难儿童

的延迟方面；但是在视觉空间记忆上，他们与正常儿

[12]

存在整体字形表征的某种缺陷 。与英语相比，汉
字以字形表征为主 [13]，且构形复杂，比如，汉字不仅

空间结构复杂，存在 10 种空间关系(包括独体字为
11 种) ，而且还存在间架结构特征，比如部件之间
[14]

童没有明显差别[27]。由于 80%以上的汉字都是合体
字，每个部件都对应一个空间位置信息，既然听写困

难儿童存在空间编码缺陷，那么这一缺陷是否会影
响到他们对汉字部件的再认记忆水平呢？

[15]

的距离、部件的大小与位置等 。汉字构形的复杂

人类的再认记忆包含两种不同的记忆过程，分

性特点，
对视觉信息编码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与此

别是回想记忆过程与熟悉性记忆过程。这一观点得

同时，听写困难儿童的视觉编码水平落后

[16，17]

。由

到普遍认可后逐渐形成了几种重要的再认记忆的双

于汉字存在整体和局部两个水平特征，因此在局部

加工模型。Atkinson 等人最早提出了记忆的条件搜

特征加工过程中，整体特征也得到自动化加工，
干扰

索模型 [28]。该模型认为，熟悉性和回忆两个过程是

局部加工。比如，命名合体字中的部件比单独命名

有严格的先后顺序，被试首先判断项目是否熟悉，当

整字困难，部件加工受到整字干扰

[18，19]

；判断整字中

的笔画也受到整体水平的干扰。而且，这种干扰难
以解除，即使是弱化字形的知觉整合性[11]。因此，汉

无法确认是否学习过时，进入对材料进行回忆的下
一阶段。而 Mandler 等人不同意条件搜索模型，认

为再认记忆的两个过程之间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语听写困难的局部字形表征缺陷，既可能来源于对

的，熟悉性记忆过程通常要比回想记忆过程的加工

应的一般性视觉加工困难，也可能来源于整体字形

要快一些 [29]。无论先后顺序如何，在考察记忆水平

加工的干扰。

的过程中，都需要同时参考再认和回忆两个指标。

汉语听写困难儿童在听写任务中的主要错误特

本研究拟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空间信息加工对

点是存在大量零反应字(即无法根据语音激活并产

听写困难儿童汉字的再认水平与回忆水平的影响。

[20]

出字形表征) 。造成这种零反应的一种可能原因
是听写困难儿童存在形音联结记忆的缺陷。针对听
写困难儿童形音联结方面的研究发现，张丽娜等人
认为听写困难儿童的形音联结异常，但是与视觉和
[21]

语音加工无关 。钟姝认为听写困难儿童存在一般
意义上的形音联结困难，但是该困难与视觉信息加
[22]

工无关 。刘议泽认为，听写困难儿童的形音联结
困难是视听跨通道联结缺陷，跨通道联结能力弱导
[23]

致听写困难儿童形音联结能力弱 。杨双等认为，
听写困难儿童的形音联结编码水平受到视觉加工的
影响，视觉加工负担较低时，形音联结水平正常，视
觉加工负担增加时，才产生形音联结水平的落后

1
1.1

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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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苏州市昆山某小学 4、5、6 年级中，筛选
出 30 名听写正常被试和 30 名听写困难被试，
所有被

试 的 智 力 水 平 正 常（瑞 文 推 理 测 验 成 绩 皆 高 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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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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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写方式进行，要求保证每个学生都确实听清楚

验开始时由主试统一说明指导语，然后被试进入练

测验目标字。认读测验要求学生对生字进行注音，

习部分，熟悉整个实验流程，再进行正式实验。正式

如果不会使用注音，可以用同音字替代。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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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中包含 240 组试次，其中 120 组是反应，120 组

否反应，整个实验过程中，如果被试在 4000ms 内不

反应就计为错误，自动跳入下一项目。实验程序如
下：

认读正确率高于平均数并且读写差异率高于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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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2 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自变量包

括：空间条件（变异空间条件、正常空间条件）、组别

（听写困难组、对照组）。因变量为被试对探测刺激
的判断反应时和正确率，以及字形回忆的正确率。

实验共 240 组刺激材料，每组刺激包括一个人

实验程序

同样一组被试，在完成再认任务的一周以后，
再
进行另一组回忆任务。与再认任务匹配，回忆任务
同样包含正常空间字和变异空间字各 30 组，所有记

忆材料都是人造合体字（左右结构和上下结构是匹
配的），
与再认实验的材料不同。

造合体字材料以及相对应的探测刺激。目标刺激是

在字形回忆过程中，每次呈现两个材料，
一个正

左右结构的人造假字或者非字（不符合正字法规

常空间字与一个变异空间字，同为左右结构或上下

则）。探测刺激是一个独体字，要求被试判断该刺激

结构，先后顺序是随机呈现，但同时呈现的两个字的

是否包含在目标刺激当中，
“是”反应材料和“否”反

构成部件没有重叠。

应材料各 120 组。

目标刺激合体字的材料分为
“变异空间”材料与

“正常空间”材料，各 120 组，随机顺序呈现。变异空

要求被试在事先准备的稿纸上抄写一遍生字，
抄写速度由被试自己控制，
完成一遍抄写以后，
主试
将记忆材料遮盖，然后要求被试朗读一句话作为掩

间材料是指目标刺激为左右结构合体字，其中一个

蔽（事先呈现在稿纸上），接着在测验纸上写出刚才

部件变大或变小，并发生空间位移。相对于正常空

学习的生字。

间条件，
被试对变异空间条件的材料进行编码时，空
间编码过程增加，既需要编码组成部件，又需要编码
部件对应的空间信息。正常空间材料是指与变异空
间条件完全相同的合体字，但左右两个部件的大小

对于正常空间字的计分，如果两个构成部件完

全正确计 1 分，如果一个部件正确计 0.5 分，两个部
件都错计 0 分。对于变异空间字的计分，如果两个
构成部件完全正确并且对应空间也正确计 1 分，如

个与目标刺激的部件在字形上有局部差异的独体

果有一个部件错误或者空间错误都计为 0.5 分，
两个

字，比如目标部件是“木”，否反应的探测刺激是

字和变异空间字上的正确率（总分/30）。

完全相同并且保持对称。
“否”反应的探测刺激是一

“本”。在变异空间材料中，一半的探测刺激与变化
部件有关，
一半的探测刺激与未变化部件有关。
实验在照明条件良好的教室中进行，通过显示
器向被试呈现刺激，被试端坐在屏幕前，与屏幕保
持 60cm 距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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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s 的掩

蔽刺激之后，呈现一个探测刺激，要求被试判断该刺
激是否属于学习材料。是按“F”键，否按“J”键。实

部件都错误计 0 分。分别统计每个被试在正常空间

2

实验结果
在再认判断任务中，删除反应时小于 100ms 的

反应时数据，然后将每个被试的反应时数据按照实
验条件和反应类型进行平均。最终的统计结果包含
52 名被试（困难组 25 名、正常组 27 名）的数据。以

反应时和正确率为因变量，汉字空间水平和组别为
自变量，进行 2（汉字空间水平：正常空间 vs. 变异空

间）×2（组别：困难组 vs. 对照组）二因素混合方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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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反应时结果显示，组别的主效应显著，
正常组反

应时明显低于听写困难组，F(1，50)=3.47，P<0.05。
汉字空间水平的主效应显著，F(1，50)=9.16，P<0.05,
正常空间条件下反应时低于变异空间。汉字空间水

平和组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50)=0.25，P>0.05。
见表1。

再认正确率结果显示，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50)=0.78，P>0.05。汉字空间水平的主效应不显

著，F(1, 50)=1.16，P>0.05，汉字空间水平和组别的交
互效应不显著，F(1, 50)=1.18，P>0.05。见表2。

回忆正确率结果显示，组别的主效应显著，正常

组正确率明显高于听写困难组，F(1，50)=4.12，P<

0.05。汉字空间水平的主效应显著，F(1，50)=6.21，

P<0.05，正常空间条件下正确率高于变异空间条
件。汉字空间水平和组别的交互效应显著，F(1，
50)=5.24，P<0.05。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常
空间条件下，两组被试的成绩没有显著差异（P=
0.157），在变异空间条件下，困难组被试的成绩显著
低于正常组（P=0.048）。见表3。
表1

两组被试在再认判断任务

中的反应时【平均数（标准差）】
困难组
1487 (449)
1537 (452)

正常空间
变异空间
表2

两组被试在再认任务中的正确率【平均数（标准差）】
困难组
0.87(0.21)
0.92(0.36)

正常空间
变异空间
表3

正常组
0.95 (0.27)
0.96 (0.35)

变异空间条件的反应时长于正常空间条件，这
意味着，对合体字进行空间变形，增加了空间信息的
编码负载，虽然对目标部件的判断与空间信息无关，
但是空间信息加工是自动化加工的。而且，这种变
异空间效应，在两组被试身上产生相同的效应，
无论
是听写困难儿童还是正常儿童，空间变异导致反应
时成绩均显著降低。然而，
在后续的回忆任务中，空
间变异效应在两组被试身上造成了不同的效应，空
间变异显著降低了听写困难儿童回忆成绩，而并未
显著降低正常儿童的回忆成绩。
对于正常儿童，空间变异效应在回忆任务中消
失，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
再认任务中，
空间信息是
冗余信息，对判断探测部件没有帮助。但是，
由于是
在线判断任务，允许的反应时间很短，在被试进行按
键判断时，字形编码阶段产生的空间信息还处于激
活阶段，因此，会对按键判断任务产生影响，这一点
在两组被试上都得到体现。其次，字形回忆任务中，
空间信息相对更为重要，在回忆之前，务必要保持空
间信息的激活。在正常儿童的回忆任务中，空间变
异效应消失意味着，在编码到回忆之间，保留的时间
更长，这相当于增加了正常儿童的空间复述时间，这
个复述消解了空间变异效应。而对于听写困难儿
童，回忆任务中显著的空间变异效应，导致他们的空
间信息出现了显著的遗忘，
这个结果的可能原因，一
方面在于，听写困难儿童存在空间信息的编码困难
[27]
，变异空间材料显然增加了加工负担。另一方面，
考虑到回忆任务中，还设置了一个屏蔽环节，
这个屏
蔽对空间信息形成了一种干扰，导致听写困难儿童
对空间编码文字的回忆率大幅下降。

两组被试在回忆任务中的正确率【平均数（标准差）】
困难组
0.87(0.18)
0.62(0.23)

正常空间
变异空间

3

正常组
1286 (377)
1395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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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正常组
0.93 (0.20)
0.86 (0.25)

论

听写困难儿童在再认判断任务中的反应时更
长，这说明他们的字形记忆水平是相对落后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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