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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autism）又称孤独症，最早是由美国儿童精神医

学之父Leo Kanner于上个世纪 40年代提出的。自闭症儿童

的理解力与表达能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尤其是语言障

碍与社交障碍是其行为功能障碍的主要特征。美国精神疾

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和国际疾病分类（ICD-11）均将

言语迟缓视为自闭症儿童的重要语言特征之一[1]。大约三分

之一的自闭症儿童缺少言语，也不会尝试使用诸如目光交

流、手势等其它非言语交流手段。与之伴随的是自闭症儿童

的社交障碍，主要表现为对外界事物不感兴趣，不太察觉别

人的存在，缺乏主动与人交往、合作与分享等[1]。

Tomasello在系统考察人类社交与沟通的演化起源后认

为，了解人类的沟通不能从语言开始，而应该从人类自然的

手势开始。这些手势既简单又自然，能作为强而有力且是人

类独有的沟通方式[2]。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

关注自闭症患者手势使用与发展的特异性。以“gesture”和
“autism”作为关键词，对 ISI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2006年至

2013年间的原始文献进行主题检索显示，近年来关于自闭症

患者手势研究的数量与引文数呈现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累

计被引频数已接近 2000次。然而，这些研究中针对自闭症

儿童的数量却不到30项。鉴于发展性特征对于手势研究的

重要意义，自闭症儿童手势研究仍需给予更多关注。

1 自闭症儿童手势特征

1.1 手势发展迟缓
自闭症儿童手势的产生有着一套自身的发展规律，其手

势障碍是早期症状诊断的一个关键因素[3]。自闭症儿童手势

的发展是迟缓的，并且其手势发展迟缓更有可能是在语言发

展迟缓之前，且一直会持续到自闭症儿童发展晚期[4]。自闭

症儿童手势发展迟缓主要表现为数量和类型少，其手势质量

也相对较低。Mastrogiuseppe等的研究表明，平均年龄为 24
个月的自闭症儿童在与母亲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手势总体数

量显著地少于正常发展儿童和唐氏综合症儿童[5]。

自闭症儿童手势的总体类型偏少，产生的大部分手势都

是指示性的手势（例如“pointing”即“指物”）[6]。在自闭症儿

童手势中，出于需求指向的手势通常多于陈述说明的手势
[7]。自闭症儿童的指物通常是提出要求的表现，是需求性的

指向，而正常发展儿童的指物也有可能是陈述性的，是为了

引起注意或评论 [8]。自闭症儿童的表象性手势（representa⁃
tional gestures）（例如张开拍打手臂来象征一只鸟）在数量和

质量上都明显地少和差[9]。Curcio通过教师问卷和教室行为

观察，指出自闭症儿童存在少量的要求、拒绝以及打招呼的

手势，但是同样地，他们没有指物或展示的手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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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儿童年龄在增长，其手势的运用却始终落后于正

常发展的儿童。Sterling 等人的实验发现，1岁自闭症儿童比

同龄正常发展的儿童更少地观看人或被人拿着的某物体，也

更少地运用手势[11]。Sowden等研究者通过对两个3岁以下的

自闭症儿童（分别是2岁8个月和2岁4个月）进行个案研究，

发现自闭症儿童的手势和言语的发展都迟缓，落后于正常发

展的儿童，但是二者发展的轨迹是相同的[8]。

自闭症儿童在交流过程中能够自发地运用手势，但是手

势的运用频率低于正常发展儿童[12]。王梅等对 20名无语言

的自闭症和智力残疾儿童在语言沟通有障碍时利用自发手

势进行沟通的情况进行了观察。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在发生

频率上没有区别，但在表达内容、目的性、动作姿势等方面存

在一定差异。无语言的自闭症儿童在运用手势进行交流过

程中缺少目的性，其自发手势的种类单一并且数量不多[13]。

1.2 手势与言语的跨通道融合障碍
手势带有的视觉-运动信息与言语（speech）带有的听觉

信息之间的跨通道融合一直是发展心理学与语言心理学研

究的焦点。近二十年来，来自进化与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的各

项证据显示，手势与言语之间可能部分共享同一个交流系统
[14]。尤其是镜像神经系统（mirror neurons system）的发现为语

音、语义和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脑与神经基础 [15，16]。

首先，在种系发生学上，负责手部动作执行的猴脑（macaque
brain）前运动皮层F5区和负责言语听觉信号编码的Broca 区

（特别是BA44）是进化上的同源组织 [17]。其次，在个体发生

学水平上，手势与言语发展的时间具有同步性[18]。再次，手

势可以增加和补充言语的语义信息，促进语言理解与言语表

达[19]。

已有研究显示，自闭症儿童在融合听觉与视觉通道信息

方面上存在困难 [20]。Hubbard的研究使用 fMRI对自闭症儿

童联合言语的拍打手势（co-speech beat gesture）所激活的大

脑回路进行扫描[21]。与对成人的观察结果相一致，正常发展

儿童在聆听伴随拍打手势的言语时，其右颞上回（rSTG）和颞

上沟（rSTS）的反应增加。但是自闭症儿童在次级听觉皮层

没有出现显著的调节效应，反而是在视觉皮层显示出更好更

重要的活动。此外，社会交往障碍的严重程度与视觉皮层区

域的活跃程度存在显著正相关。障碍越严重的儿童在观察

联合言语的拍打手势时视觉皮层具有更活跃的活动。研究

者认为，尽管正常发展的大脑将拍打手势认作是交流性的，

并且是与同时发生的言语相融合的，但是多种感觉渠道的信

息在自闭症儿童大脑社会交流中并不一定能有效的融合[19]。

来自临床病例报告与行为实验的证据证明，自闭症患者

在产生有意义的手势方面存在障碍。例如，表象性手势在理

解他人交流意图方面具有重要信息价值，联合言语的表象性

手势能够促进正常发展儿童的言语表达。Silverman等对高

功能自闭症中言语与手势的跨通道融合进行了研究，发现自

闭症儿童言语与手势融合的跨通道处理已经受损。在没有

言语的情况下，自闭症儿童与普通儿童在理解表象性手势的

语义信息上没有差异。但在言语与手势相结合的情况下，普

通儿童更快地识别出了语义，而自闭症儿童处理语义信息的

速度明显落后。对眼动的分析发现，伴随言语的意象手势能

促进普通儿童的理解，但却干扰了自闭症儿童的理解。进一

步地，他们认为自闭症儿童在表象性手势的理解和反应方面

存在的障碍会对人际间交往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22]。

联合言语的手势在成人对话中起到紧密联系语义的作

用，在正常发展儿童语言发展中能够增加信息量从而促进多

语词言语的发展。自闭症儿童存在融合视觉-运动与听觉信

息的困难，这就会影响他们联合言语的手势的发展。Sowden
等对4名2.5-3.5岁的自闭症儿童进行为期8个月的观察，发

现自闭症儿童能够将手势与语音联合在一起，但是其联合言

语的手势很少，甚至几乎没有。研究者认为自闭症儿童并不

能像正常发展儿童那样充分利用手势来促进交流的效果
[23]。Klin等进行了一项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自闭症儿童并不

偏爱联合言语的手势动作[24]。de Marchena等的研究显示，即

便是高功能的自闭症儿童也很少出现手势与言语之间的同

步化（gesture-speech synchrony）[25]。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自闭症儿童手势与言语的跨通道融

合障碍与镜像神经系统功能失调有关，而镜像神经系统的可

塑性也启示研究者通过联合手势与言语的干预训练来改善

上述障碍。例如，Ingersoll使用一种交互模仿训练（Recipro⁃
cal imitation training, RIT）联合手势的视觉-运动信息和言语

听觉信息来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在接受2个月的RIT干

预后，所有4名自闭症儿童手势模仿的频率与准确性都出现

了显著提升，其中 3名儿童的言语运用能力得到了改善，他

们更倾向于在手势模仿训练中运用言语模仿，从而增加了无

意识描述性手势的运用[26，27] 。

1.3 不同类型手势发展与使用的缺陷
目前，一个经典的手势分类框架是Bruner在交际意图分

类学中提出的，他根据手势的交流性功能或目的将其划分为

三类：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SI）手势、行为管理（behav⁃
ior regulation，BR）手势、联合注意（joint attention，JA）手势。

详见附表[28]。

Watson 等对自闭症和非自闭症婴幼儿的家庭录像进行

回顾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9-12个月的自闭症儿童比患有

其他发展障碍的儿童或普通儿童都更少地运用联合注意手

势，比普通儿童更少地运用行为管理手势；15-18个月的自

闭症儿童比患有其他发展障碍的儿童更少地运用社会互动

和联合注意手势，比普通儿童更少地运用行为管理、社会互

动和联合注意手势。能够运用手势的儿童中，9-12个月的

自闭症患者比普通儿童运用更少的行为管理手势，15-18个
月的自闭症患者比患有其他发展障碍的儿童或普通儿童都

更少地运用联合注意手势[29]。

在行为管理手势的使用方面，学龄前阶段和学校时期的

自闭症儿童表现出相对于其它两种手势的优势[30]。自闭症

儿童使用行为管理手势功能方面更强一些，例如利用手势来

调节他人的行为[28]。自闭症儿童参与取得（reaching）和要求

（requesting）的手势，会一直坚持这种手势直到达成取得某物

或满足其要求的目标。不同于正常发展的幼儿，自闭症幼儿

会产生更多的接触性手势。例如，把成人的手当做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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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实现需求（推成人的手去接触水龙头是为了得到水），并且

其手势发生的同时不一定会伴随着眼神接触[31]。

在联合注意手势的使用方面，无论是在学龄前阶段还是

学校时期，自闭症儿童都显示出相对于其它两种手势运用的

极其弱势[32]。自闭症儿童在利用手势达到联合注意目的的

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弱势（例如，在引导他人注意或与他人分

享兴趣）。Veness等使用父母报告法的研究发现，患有自闭

症的婴幼儿表现出比普通儿童更少的联合注意行为（例如

“指”的动作），且缺少后者在出生后第一年后期逐渐发展而

来的社会性交往技能。联合注意手势的缺少与自闭症儿童

联合注意本身的缺陷可能互为因果关系。自闭症儿童联合

注意本身的缺陷或许是由于早期的基本社会性注意存在障

碍而引起的[33]。

在社会互动手势的使用方面，有研究表明 9-12个月的

自闭症儿童显示出更偏好运用社会互动手势，早期社会互动

手势的运用要多于行为管理手势和联合注意手势，但是自闭

症儿童社会互动手势的类型变化少[34]。

附表 手势的三种类型及其定义

1.4 手势模仿障碍
自闭症儿童在动作模仿方面的缺陷已经得到了许多研

究的确认。虽然自闭症儿童看起来能够努力学习模仿某些

动作，但他们在动作模仿上的缺陷却与他们的语言理解与学

习缺陷一样明显[35]。这主要表现在：无意义（meaningless）动

作模仿障碍与自动模仿（mimicry）动作障碍。

许多研究显示，自闭症儿童在手势模仿上的最大困难并

非是对有意义手势（meaningful gestures）或包含对象手势的

模仿，而是对无意义手势的模仿[36]。Hobson的研究发现自闭

症儿童在模仿无需实现目的的手势方面存在极大的困难。

相比起模仿无意义的手势以及一些更多由模仿手部动作过

程而并非手部动作的最终状态或目的决定的手势，他们在模

仿带有清晰和稳定目的手势时的表现要好得多[37]。这种情

况也普遍存在于阿斯伯格综合症（Asperger’s Syndrome）与高

功能自闭症群体中[38]。进一步的证据显示，自闭症儿童对这

种无意义手势的模仿能力甚至低于其他类型的发展性障碍

儿童。陈光华等通过行为实验比较了12位自闭症谱系儿童

和 12位年龄及非语言智商匹配的聋童、12位年龄及语言智

商匹配的智力障碍儿童的手势模仿能力，发现自闭症谱系儿

童无意义手势模仿能力明显落后于聋童，只略高于智力障碍

儿童[39]。

另一方面，一系列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在自动模仿

（mimicry）上的缺陷明显大于主动模仿（emulation）。Hamil⁃

ton的研究对25个平均年龄为4.6岁的自闭症儿童进行测试，

发现这些儿童在指向目标导向（goal-directed）的手势模仿任

务时，他们的表现与普通儿童没有差异（例如，在主试的要求

下用手去遮挡桌面上的一个圆点）[40]。相比之下，绝大部分

的言语伴随性手势（例如，打电话或演讲时伴随产生的手部

动作）属于无意识、自动化的手势。de Marchena等的研究发

现高功能自闭症儿童难以对他人的言语伴随性手势进行自

动模仿[25]。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Hamilton提出了目标模拟与计划-
自动模仿模型（goal emulation and planning-mimicry model,
EP-M model）。该模型认为人类大脑中存在着两条模仿通

路：主动模仿通路和自动模仿通路。在主动模仿通路中，神

经信号的传输途径是从颞上沟（STS）（视觉编码）到顶下叶

（IPL）（动作目的编码）再到额下回（IFG）（动作执行编码）。

该通路负责目的导向的、主动的模仿，这类模仿通常是有意

义的。而在自动模仿通路中，神经信号的传输途径是从颞上

沟直接到额下回，该通路负责自动化的、反射性的模仿，这类

模仿通常是缺少意义的。自闭症个体在主动模仿通路保持

部分完整，但其自动模仿通路却受到损伤[41，42]。

2 结语与展望

综上，来自语言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

众多证据在自闭症儿童手势的发展上构成了一条比较完整

的收敛性证据链（chain of converging evidence）。手势发展障

碍可以被视为自闭症群体社会性交往缺陷的早期行为与临

床症状学的重点标志之一。就目前而言，自闭症儿童手势研

究领域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亟待推进。

首先，深入探究某类代表性手势与自闭症儿童手势特异

性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于手势的分类问题涉及到众多的学

科，所以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公认的权威手势分类标

准[43]。不同的学者根据手势的表征内容、作用与功能、发生

频率等不同维度分别给出的界定存在着混合和重叠，使得很

难对手势进行非此即彼的分类。不过，以某类代表性手势

（例如表象性手势）为切入口，系统考察自闭症儿童与其它发

展性迟滞儿童（例如威廉综合症（Williams Syndrome）、弥漫

性发展迟滞（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NOS）等）在

该类手势的使用与发展特征上的差异应该是未来研究的着

力之处。此外，对自闭症儿童展示出正常甚至优势的手势类

型（例如行为管理手势）的成因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结合认知神经科学与分子生物学技术，探索言语

与手势之间的基因、脑与神经基础，为自闭症儿童手势使用

与发展障碍寻找神经病理学原因。虽然两者的密切关系已

经得到了大量神经科学证据的支持，但仍然存在许多争议。

例如，一些研究者质疑镜像神经系统功能失调造成自闭症患

者在言语与手势发展上的缺陷。Dinstein等的 fMRI实验要

求被试观察手势的静态图片并执行这些手势，结果显示自闭

症组在观察与执行任务时镜像神经系统均出现正常激活，且

在重复观察或执行相同的手势动作时表现出和对照组被试

一样的重复抑制（repetition suppression）现象[44]。伴随FOXP2

手势类型

社会互动

手 势

行为管理

手 势

联合注意

手 势

定义/交往功能

出于社会性目的，用于吸引或保

持他人注意的手势。包括打招

呼、得到允许等

协调他人行为的手势。包括要

求得到某物，停止他人某行为等

用于将别人的注意引到某个物

体或事件上。

实例

挥手表示“你好”或“再

见”；摇头表示“不对”等

把别人的手放在一个瓶

子上面表示“打开瓶子”

手指着并且眼睛看着天

空中的飞机表示要求别

人也要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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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人类语言进化、MeCP2基因与自闭症、瑞特综合征

（Rett Syndrome）（一种性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神经系统疾病，

手势的异常是其临床症状学表现之一）之间的关系不断澄

清，未来有望揭示自闭症儿童的大脑在处理与社会交流直接

相关的跨通道线索（例如视觉线索[45]、面部表情、语音语调、

手势、身体姿势等）上的功能障碍，并为其早期干预治疗提供

全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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