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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写困难（specific spelling difficulties）作为汉语

读写困难的一种类型 [1]，指在没有特定阅读障碍史

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儿童特定拼写技能的

发展显著受损 [2]，主要表现为口头与书面拼写能力

落后于同龄（或同智力水平）儿童，而且这种缺陷主

要不是由心理年龄、视觉灵敏度或教育不当等因素

引起的。听写困难儿童的口头拼写及书写能力均受

到影响。汉语不属于拼音文字范畴，不存在拼写一

说，因此国内研究者把 spelling difficulties翻译为听

写困难，而非拼写困难。

来自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听写困难儿童在听

写时产生大量语音型拼写错误（即在语音上可接受

的听写错误，如把 sky拼写为 sgie）[3，4]。而汉语听写

困难儿童在听写任务下的错误类型以零反应为主，

比例显著高于总体被试 [5]。汉字作为表义文字，不

具备明确的形-音转化规则（Grapheme-Phoneme
Correspondence Rules），即字形与语音之间并无直接

对应关系，而汉字的视觉特征复杂。因此，造成听写

困难儿童大量零反应可能的原因有：①字形表征完

好，但无法在字形与字音之间形成联结。目前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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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汉语听写困难儿童在处理一般图形时视觉的整体和部分加工特点。方法：从三、四、五年级的

儿童中，筛选出听写困难儿童22名，同时选择年龄、智力水平相当的对照组儿童24名。实验1采用形状变化探测任

务，以由小图形构成的大图形为视觉材料（所有大、小图形均为三角形、圆形、方形或菱形四种形状），要求被试在大

图形发生整体变化、部分变化两种条件下作出判断，记录正确率和反应时；实验2采用整体部分同时加工任务，以与

实验1类似的视觉材料作为刺激（区别在于所有大图形由与之形状不同的一种小图形构成），要求被试判断大、小图

形中是否包含圆形和三角形，记录被试在整体判断和部分判断两种条件下的正确率和反应时。结果：在实验1中，

整体变化条件下，听写困难组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均落后于对照组儿童，部分变化条件下两组被试的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在实验2中，整体判断条件下，听写困难组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显著低于对照组，部分判断条件下，两组被试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听写困难儿童在一般视觉材料的处理中表现出整体加工落后、部分加工良好的特点，

这与听写困难儿童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倾向于一笔一划地书写、无法写出完整字形的表现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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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and local 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 in children with Chi⁃
nese dictation difficulties. Methods: 22 children with dictation difficulties were selected from a primary school, and 24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with matched age and intelligence. In experiment 1, change detection paradigm was ap⁃
plied. Big shapes composed of small shapes were used as visual stimuli(all of the big and small shapes were triangle, round,
square and diamond).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judge if the big shapes were globally or locally changed. In experiment
2, global and local processing feature paradigm was applied. Visual stimuli were similar to the experiment 1(difference was
that all the big shapes and their composing small shapes were of shapes).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judge if the stimu⁃
lus has a round and triangle shape. Accuracy and reaction time were recorded. Results: In experiment 1, under globally-
changed condition, accuracy and reaction time in children with dictation difficulties were significantly poorer than normal
children. In experiment 2, accuracy and reaction time in children with dictation difficulti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ormal children under globally- judged condition. Conclusion: Children with dictation difficulties domonstrate impaired
ability in global 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s, but remains intact in local processing. This result concords with the phe⁃
nomenon that children with dictation difficulties always write by stokes but hardly compose a whole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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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听写困难儿童存在形-音捆绑落后 [6-9]；②
字形表征存在缺陷。目前国内仅有少量相关研究。

部分研究发现听写困难儿童存在整体字形表征落

后，如采用真字和假字作为实验材料，发现听写困难

儿童的翻转效应小于一般儿童[10]；也有部分研究发

现听写儿童部分加工更明显地受到整体特征干扰[11，12]。

然而，上述关于听写困难儿童字形表征缺陷方

面的研究，分离了对整体和局部的同时加工。前人

的实验任务存在引导性问题，例如使用字形分辨任

务会引导被试更加关注部分特征，采用命名任务会

引导被试更加关注整体特征。探究听写困难儿童在

视觉加工中对整体和部分特征的注意倾向，有助于

发现听写困难的视觉输入特点，从而探究核心病因

所在。这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另外，以往研究聚

焦于汉字字形的研究，但是，听写困难儿童在一般视

觉加工中，又是否存在异常呢？这是本研究的另外

一个目的。因此，本研究从一般视觉加工的角度出

发，以一般视觉图形作为实验材料，通过同时加工任

务考察听写困难儿童整体与部分的认知加工特点。

1 被 试

从山东省某市实验小学三、四、五年级的学生

中，选取最近三次考试中数学成绩高于年级平均水

平一个标准差、语文成绩低于和高于年级平均水平

一个标准差的共50名学生，其中语文成绩低于一个

标准差的为听写困难组候选被试，语文成绩高于一

个标准差的为对照组候选被试。根据人民教育出版

社的小学教材生字表，编写三、四、五年级的听写测

验和认读测验，两种测验的生字材料完全相同。汉

语听写困难筛选测验包括自编听写测验、自编认读

测验和瑞文渐进矩阵量表，筛选程序如下：①进行听

写测验，由教师朗读听写材料，学生书写相应的汉

字；②两天后进行认读测验，测验方式为对测验材料

进行注音或书写同音字；③进行渐进式瑞文标准推

理测试，成绩低于75%的予以排除，其中三年级有1
人分数低于 50%，四年级有 2人、五年级有 1人低于

75%。将认读正确的字数除以认读测验的总字数，

得出认读正确率，作为认读水平的指标。将认读正

确、听写错误的字数除以认读正确的总字数，得出读

写差异率，作为听写水平的指标。对两组被试的认

读正确率和读写差异率进行分析，两组被试认读正

确率无显著差异，但听写困难组被试的读写差异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

听写困难组：筛选出共 22名被试，其认读正确

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读写差异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被试；对照组：筛选出共24名被试，其认读正确率

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读写差异率显著低于听写困

难组被试。

表1 被试情况表

2 实验1：听写困难儿童一般视觉辨别的整

体和部分加工特点

2.1 实验材料与设计

实验采用形状变化探测任务，考察听写困难组

和对照组在两种形状变化条件下（整体变化、部分变

化）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实验材料采用 Hannah,
Gregory，Jines和Derrick[13]研究使用的整体-局部加

工材料，材料包括大图形和小图形，均为三角形、圆

形、方形或菱形四种形状之一。所有大图形由小图

形构成，其中一部分大图形由同种形状小图形构成，

一部分大图形由数种形状小图形构成。

表2 实验1材料示例

2.2 程序

实验程序使用 Java7.0编写，通过 15in显示屏，

XP系统的计算机进行施测。被试坐在电脑屏幕前

约50厘米处，双眼与屏幕中心水平。每个试次开始

前，屏幕中央出现“+”作为注视点，持续 500毫秒。

随后屏幕中心出现一个由同种形状小图形构成的大

图形作为探测刺激，持续1000毫秒。探测刺激消失

后，在相同位置呈现目标刺激，要求被试对目标刺激

变化情况进行判断。若判断目标刺激小图形形状不

变，但大图形形状改变（整体变化），按F键；若判断

目标刺激部分小图形形状变化，但大图形形状不变

（部分变化），按 J键。实验程序如表2所示。实验由

48个试次组成，其中24个试次为目标刺激发生整体

变化，24个试次为目标刺激发生部分变化。每个试

次随机以其中一种变化条件呈现目标刺激。记录被

试在每个试次中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组别

听写困难组

对照组

年级

三年级

9
9

四年级

6
7

五年级

7
8

认读正确率

0.79（0.18）
0.85（0.21）

读写差异率

0.48（0.15）
0.23（0.21）

探测刺激
目标刺激

整体变化 部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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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结果与分析

对两组被试的正确率进行 2（组别）×2（形状变

化条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别主效

应显著，F（1，44）=19.23，P<0.01，η2=0.32，听写困难

组在判断形状变化类型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形状变化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F（1，44）=2.80，P>
0.01；组别与形状变化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F（1，
44）=9.59，P<0.01，η2=0.18。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

整体变化条件下，听写困难组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1）；在部分变化条件下，两组正确率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对两组被试的反应时进行 2（组别）×2（形状变

化条件）的重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别主效应不

显著，F（1，44）=3.36，P>0.01；形状变化条件主效应

显著，F（1，44）=119.82，P<0.01，η2=0.73，整体变化条

件下的反应时显著长于部分变化条件下的反应时。

组别和形状变化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F（1，44）=
5.20，P<0.05，η2=0.11。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整体

变化条件下，听写困难组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对照组

（P<0.05）；在部分变化条件下，两组反应时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1）。
表3 两组被试在整体变化和部分变化中的平均成绩（标准差）

2.4 讨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在正确率和反应时

这两个指标上的表现有所不同。在正确率成绩上，

听写困难儿童受到整体形状变化条件的影响，正确

率显著下降；在反应时成绩上，两组儿童都受到整体

变化条件的影响，反应时显著增加。但是，无论是正

确率还是反应时指标，在整体变化条件下，听写困难

儿童均落后于对照组儿童；在部分变化条件下，两组

被试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知，①两组

被试的判断成绩在图形发生整体变化时显著低于图

形发生部分变化时（听写困难组的反应时显著增加，

正确率显著下降；对照组的反应时显著增加）。这一

方面说明实验材料整体和部分变化的设计是有效

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两组被试都没有表现出整体优

先效应，这一点值得讨论。原因或许在于实验过程

中被试发展出了特定的反应策略：不论探测刺激如

何，只需要注意组成目标刺激的小图形是否完全一

致，或者只关注目标刺激的整体形状是否改变即

可。由此，实验结果的差异可能混淆了反应策略的

因素。②无论是正确率还是反应时，听写困难组受

整体变化条件的影响均高于对照组，可见听写困难

儿童的一般视觉加工能力存在整体加工的落后，但

部分加工能力正常。

为进一步探讨听写困难儿童在一般视觉认知过

程中的整体和部分加工特点，实验 2采用同时加工

任务，以排除反应策略对实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3 实验2：听写困难儿童同时加工任务下整

体与部分加工特点

3.1 实验材料与设计

实验材料同样是由小图形组成的大图形，但与

实验 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大图形由与之形状不

同的一种小图形构成（如大三角形由小圆形、小正方

形和小菱形构成）。因此，共有12种大图形。其中，

大图形或小图形为圆形或三角形的图形为“是”反应

的靶刺激，大图形或小图形为正方形或菱形的图形

为“是”反应的干扰刺激。

表4 实验2材料示例

3.2 程序

实验程序使用 Java7.0编写，通过 15in显示屏，

XP系统的计算机进行施测。被试坐在电脑屏幕前

约50厘米处，双眼与屏幕中心水平。每个试次开始

前，屏幕中央出现“＋”作为注视点，持续 500毫秒。

随后屏幕中心出现一个由小图形组成的大图形，持

续 1000毫秒。要求被试判断呈现的大图形（整体）

及小图形（部分）中是否包含圆形，若判断有，按 F
键；若判断没有，按 J键。然后要求被试判断呈现的

大图形（整体）及小图形（部分）是否包含三角形，若

判断有，按F键；若判断没有，按 J键。将被试在两部

分任务中对靶刺激的判断成绩进行平均，得到平均

正确率和平均反应时。所有实验材料随机呈现，各

呈现两次。

记录的数据包括：被试判断的平均正确率和平

均反应时。

3.3 结果与分析

组别
听写困难组

对照组

形状变化条件
整体变化
部分变化
整体变化
部分变化

正确率
0.76（0.01）
0.90（0.10）
0.86（0.14）
0.84（0.12）

反应时（ms）
1406.0（26.73）
1197.0（25.36）
1314.1（23.45）
1177.2（22.23）

靶刺激 干扰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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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中 1名对照组被试的数据无效，故共有

45名被试。对两组被试的正确率进行 2（组别）×2
（判断类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别主

效应显著，F（1，43）=18.84，P<0.01，η2=0.29，听写困

难组在判断形状变化类型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判断任务的主效应不显著，F（1，43）=0.61，P>
0.05；组别与判断任务的交互作用显著，F（1，43）=
133.45，P<0.05，η2=0.74。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整

体判断任务下，听写困难组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1），在部分判断任务下，两组被试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对两组被试的反应时进行 2（组别）×2（判断类

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别主效应显

著F（1，43）=21.21，P<0.05，η2=0.33，听写困难组的反

应时显著低于对照组；判断任务的主效应显著，F
（1，43）=78.94，P<0.001，η2=0.65，部分判断下的反应

时显著高于整体判断下的反应时。组别和判断任务

的交互作用显著，F（1，43）=49.42，P<0.05，η2=0.53。
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整体判断任务下，听写困难组

的反应时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在部分判断任

务下，反应时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5 两组被试在整体变化和部分变化中的平均成绩（标准差）

3.4 讨论

实验2迫使被试同时注意实验刺激的整体和部

分，得到了与实验 1不同的结果。两组被试在正确

率和反应时这两个指标上的结果有所不同。①在正

确率指标上，听写困难组和对照组受整体判断任务

的影响相反，听写困难儿童整体判断任务的正确率

显著下降，而对照组儿童正确率显著提高，两组被试

的部分判断正确率无显著差异，表明听写困难儿童

一般视觉的整体加工能力异常于正常儿童，而部分

加工能力与正常儿童没有显著差异。②在反应时指

标上，两组儿童都受到部分判断任务的影响，反应时

显著增加，但听写困难组整体判断的成绩显著优于

对照组。对此可能的解释为：其一，听写困难儿童的

整体加工速度优于正常儿童。其二，听写困难儿童

整体加工受损，在未完成整体加工的情况下即作出

反应。③部分判断任务的反应时显著高于整体判断

任务，这与实验1的结果矛盾，可能的原因在于实验

2避免了实验1可能存在的反应策略，被试表现出视

觉加工的整体优先原则[14]。

4 总讨论

本研究对听写困难儿童在一般视觉信息加工中

的整体加工和部分加工的注意特点进行了探讨，实

验1的结果表明听写困难儿童在辨别图形发生整体

变化时，正确率和反应时显著落后于正常组儿童，而

在辨别图形发生部分变化时，与对照组无显著差

异。排除可能存在的学习策略的干扰后，实验 2的
结果表明听写困难儿童在同时加工整体和部分的情

况下，依然存在整体判断的正确率落后、但部分判断

与对照组被试无显著差异的现象。综合两个实验结

果，正常儿童在非言语的一般视觉信息加工存在整

体优先效应，而听写困难儿童则存在整体加工落后、

部分加工正常的特点。

为何听写困难儿童在基本的视觉加工中表现出

整体加工落后的现象？本研究实验2的结果表明听

写困难组判断整体的反应时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

这可能是整体图形判断正确率落后的原因：①听写

困难儿童把相对更多的认知资源用于精细特征的加

工，导致用于加工整体的资源不足；②听写困难儿童

的整体加工延迟，若取消时间限制，有可能形成整体

的良好表征。有研究者发现，听写困难儿童对整体

字形的加工仅发生在早期知觉阶段，而正常儿童在

早期知觉阶段和词汇加工阶段都探测到整体字形加

工[15]，也就是说，听写困难儿童仅在加工早期发生整

体视觉加工，并未对整体形成充分加工。无论是哪

一种原因，都说明听写困难儿童对整体图形的敏感

性较弱，而对部分特征更为敏感，这与本研究关于听

写困难儿童部分加工的发现是相吻合的。

本研究发现听写困难组在一般图形的部分加工

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听写困难儿童的部分加工反

应时甚至优于正常儿童，表现出部分加工良好的特

点。此结果能解释或支持关于听写困难儿童汉字学

习情况的研究结论：对于认读正确但听写困难的字，

听写困难儿童比总体儿童犯更少的部件错误和笔画

错误，而且均达到显著性水平[5]，说明听写困难儿童

具备良好的部分加工功能。来自临床实践方面的观

察发现，听写困难儿童在书写、抄写时速度缓慢，书

写时倾向于一笔一划地写，抄写时倾向于看一笔再

写一笔，表明听写困难儿童能形成部分表征，但由于

整体表征的缺陷，导致无法写出完整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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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听写困难组

对照组

判断类型
整体判断
部分判断
整体判断
部分判断

正确率
0.30（0.08）
0.37（0.06）
0.46（0.06）
0.37（0.06）

反应时（ms）
994.8（123.94）
1207.9（136.11）
1256.7（130.81）
1281.5（124.93）

··203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年 第24卷 第2期
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2006，4：596-603

24 Rokach A, Brock H. Coping with lonelines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8, 132(1): 107-127

25 Seepersad S. Coping with loneliness: Adolescent online and
offline behavior.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2004, 7(1):
35-39

26 王滨. 大学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倾向关系的研究. 心理科

学，2006，6：1425-1427
27 张锦涛，刘勤学，邓林园，等. 青少年亲子关系与网络成

瘾：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6：641-
647

28 Brehm SS, Miller RS, Perlman D, Campbell SM. Intimate re-
lationships(3rd edition). Mc-Graw Hill, Inc: New York, 2002

29 胡宁，方晓义，蔺秀云，刘杨. 北京流动儿童的流动性、社

交焦虑及对孤独感的影响. 应用心理学，2009，2：166-176
30 王明忠，周宗奎，范翠英，孙晓军. 他人定向变量影响青少

年孤独感和社交焦虑：人际能力作中介. 心理发展与教

育，2012，4：413-420
31 王才康. 中学生自我隐瞒倾向：因素结构与发展特点. 应

用心理学，2002，2：15-17，7
32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33 Li D, Zhang W, Li X, et al.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proble-

matic Internet use by adolescent females and males: A med-
iated moderation mode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0, 26(5): 1199-1207

34 平凡，周宗奎，潘清泉. 大学生网络关系成瘾、自我表露和

孤独感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1)：75-76，
80

35 雷雳. 青少年“网络成瘾”探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5：
554-560

(收稿日期:2015-10-06)

（上接第203页）

结合上述讨论，导致听写困难儿童整体视觉加

工落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听写困难儿童存在“部分优

先”效应：在视觉加工过程中，整体加工存在延迟效

应，加之视觉加工以部分加工优先，因而对整体加工

造成了进一步的抑制，导致整体加工的普遍落后。

进一步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听写困难儿童注意力的

分配策略存在异常，可能是对任务理解存在困难，也

可能是具有特异的认知神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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