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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聋人读者普遍存在阅读困难，通过眼动技术来探索聋人阅读中的基本问题已成为一种新趋势，聋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存

在其独特的眼动模式。在回顾以往聋人阅读眼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1）眼动技术的广泛应用是聋人阅读
研究的一个新趋势；（2）从跨文化研究视角探究中外聋人阅读加工的异同；（3）考察聋人视觉注意的特点与语言加工之间的关系；
（4）通过眼动技术考察聋人读者的手语加工效率。
关键词 聋人 阅读 眼动研究

众 所 周 知， 聋 人 读 者 普 遍 存 在 阅 读 困 难

在读者每次的注视点周围会出现一个“可视窗口”，

（Mayberry, del Giudice, & Lieberman,2011）， 聋

窗口内呈现正常文本，窗口外的文本被掩蔽材料遮

人的平均阅读水平较低，其阅读能力远低于同龄

挡，通过窗口大小的变化可以控制读者每次注视可

的健听学生，甚至存在较高的文盲率（Bélanger &

获 得 的 信 息 范 围（ 闫 国 利 等，2010；McConkie &

Rayner, 2015）。目前，探究聋人语言加工的认知特

Rayner, 1975）。

点和本质规律，以及揭示聋人阅读困难的可能原因

Bélanger, Slattery, Mayberry, Rayner（2012）采用

是当今特殊教育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重点。通过探

移动窗口范式考察熟练聋人和不熟练聋人读者与熟

究聋生阅读加工的认知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构建促

练健听读者在英文阅读知觉广度上的差异，与健听

进聋生阅读效率的干预训练方案，以此来提高并改

读者相比，熟练的聋人读者的英文阅读知觉广度要

善聋生的阅读水平及现状，为特殊教育学校的阅读

更大，不熟练的聋人读者与健听读者的知觉广度相

教学方法提供理论支持。

近。乔静芝，张兰兰和闫国利（2011）同样采用移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利用眼动技术探究聋人阅

动窗口范式探讨了中国聋人大学生汉语阅读的知觉

读加工的眼动特征和认知机制。眼动分析法能够提

广度，研究发现聋人大学生与健听大学生的右侧阅

供个体在进行心理活动中的眼动数据，从而对人的

读知觉广度范围相同，而左侧范围上聋人大学生大

心理活动（尤其是阅读）进行精细地分析；该方法

于健听大学生，这表明聋人大学生汉语阅读的知觉

被认为是目前研究默读加工过程最好的方法（闫

广度大于健听大学生。

国 利， 白 学 军，2012；Rayner, Pollatsek, Ashby, &

以上研究得出，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阅读中，

Clifton, 2012）。因此，本文将对国内外使用眼动技

聋人读者的阅读知觉广度均具有不对称性，且比健

术探讨聋人阅读中精细加工过程的研究进行回顾，

听读者（阅读水平匹配）要大。这表明，在阅读水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平无显著差异的前提下，聋人读者每次注视所获取

１

聋人读者的阅读知觉广度
阅读知觉广度是阅读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是指

读者在阅读中一次注视所能获得的有用信息的范围。

的信息范围更大。Bélanger 等人（2012）认为，这
支持了关于聋人视觉注意的整合观点。该观点认为，
由于聋人缺少听觉通道的刺激输入，使其视觉注意
资源的分布发生了变化——从中央凹视野转移到了

测量阅读知觉广度最常用是“移动窗口范式”，即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190003）和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JX15-024）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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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视野，即聋人的边缘视觉注意增强（,2009; 项

有语音预视效应；而健听读者则能获得正字法和语

明 强， 胡 耿 丹，2010；Dye, Hauser, Bavelier）， 这

音的预视效应。这一结果也支持了 Bélanger 等（2012）

使得聋人对副中央凹处刺激有更多的注意分配，促

的研究结果，虽然两个研究的群体不同（法国和美

进了副中央凹处的信息加工效率，从而能够在副中

国聋人）、语言不同、采用的技术不同（行为实验

央凹处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获取更大范围的文本信

和眼动研究），但其结果均表明即使熟练的聋人读

息，因此其知觉广度更大。但与 Bélanger 等（2012）

者在阅读中亦未激活语音编码，反驳了聋人的阅读

的研究中固定左侧知觉广度大小为 4 个英文字母不

困难是由于语音编码的缺失导致的。

同，乔静芝等（2011）则操纵了聋人读者注视点左

但在另一项以中文文本为阅读材料的研究（Yan,

侧知觉广度的大小。结果发现，中国聋人大学生与

Pan, Bélanger, & Shu, 2014）发现，对于高阅读水平

健听大学生知觉广度的差异正是表现在注视点左侧，

的聋人读者，在预视时间较长的条件下，表现出显

这表明聋人大学生在阅读加工中不仅受到阅读方向

著的语音预视效应。这个结果支持了聋人读者对语

的影响而表现出阅读知觉广度上的不对称性，而且

音信息的使用与其阅读水平相关的观点（Harris &

可能由于中央凹以外的视觉注意增强，使其左侧阅

Moreno, 2006; Wang, Trezek, Luckner, &Paul, 2008），

读知觉广度也更大。

而与 Bélanger , Mayberry, Rayner（2013）的结果存在

２

聋人读者的副中央凹预视效应

矛盾。对此，Yan 等认为，汉语初学者会通过习得
拼音规则来形成汉字发音的表征方式，高阅读水平

在知觉广度范围内，注视点所在的 1°到 2°的

的聋人读者在日常生活中会利用拼音来通过电脑或

视角范围是视敏度最高的部分，被称为中央凹；在

手机输入汉语进行沟通，因而，相比于低阅读水平

中央凹周围、单侧视角在 5°以内的范围被称为是

的聋人读者，他们可能通过这种拼音规则形成了语

副中央凹（Rayner,1998, 2009）。副中央凹预视效应，

音表征，从而在阅读加工中表现出语音预视效应。

指当读者注视某个字时，可以获得其下一个字（副

但关于聋人读者能否获得语音编码仍需进一步探究。

中央凹处）的部分信息。通常采用“边界范式”来

２.２ 副中央凹语义预视效应

考察这一效应，即在目标字（n+1 字）的左侧设定

以往对拼音文字的研究发现，读者难以对高水

一个“不可视边界”；当读者阅读时，预视字位于

平的语义信息进行预加工，因而难以获得副中央凹

目标字的位置；当读者的眼睛跨过边界时，目标字

处 的 语 义 预 视 效 应（Altarriba, Kambe, Pollatsek, &

代替预视字（Rayner,1975）。

Rayner, 2001; Rayner et al., 2003）。但由于语言特性，

目前，已有研究通过眼动技术来考察聋人读者

汉字与拼音文字在正字法、语法、词法与语义的关

对副中央凹处字形、语音、语义以及手语表征的预

系上存在差异，汉字的正字法信息比语音信息通常

加工，以此来揭示聋人读者词汇加工的基本特点。

更多地表意，因而汉语易于更快、更直接地进行语

２.１ 副中央凹语音预视效应

义加工（白学军等，2011）。以往研究也发现，汉

对于正常读者而言，语音编码在阅读学习中起

语读者能够从副中央凹预视中获取稳定的语义信息

重要作用，是熟练阅读早期词汇识别的重要线索。

（Yan et al., 2009）。如果聋人在词汇加工中不依赖

但由于聋人几乎无法获得口语语言，那么语音编码

语音编码，那么他们是否可以“绕过”语音的通路，

的缺失是否对聋人的阅读加工造成影响呢？目前，

由字形直接快速地通达语义呢？

在关于语音编码与聋人阅读的行为研究中尚未有明

因此，Yan 等人（2014）采用边界范式考察了

确结论。另外，如果聋人的视觉注意由于听力损伤

中国聋人汉语阅读中的副中央凹语义预视效应。研

或丧失而得到增强，那么这是否能够预测聋人在副

究表明，在早期眼动指标上，聋人读者就已获得了

中央凹处的预加工效率更高，从而获得更大的预视

语义预视效应（21ms）；而在晚期指标上，聋人读

效应呢？

者却表现出数量上的“预视消耗效应”（preview

为此，Bélanger , Mayberry, Rayner（2013）采用

cost effect），即聋人读者在语义预视条件下的阅读

边界范式考察了聋人读者的副中央凹预视效应。结

时间反而长于无关条件下的阅读时间。对此，Yan

果发现，无论是熟练还是不熟练的聋人读者，在早

等人认为，
由于聋人读者早期的语义加工效率较高，

期眼动指标上均只表现出了正字法预视效应，而未

在加工的晚期发觉预视词与目标词之间语义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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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这种语义冲突对目标词产生了干扰。总之，对

性的主效应，表明读者在高频词以及高预测性词条

于中国聋人而言，由于缺乏语音编码，并且具有增

件下的注视时间更短、跳读率更高；而在凝视时

强的边缘视觉注意，使其能在副中央凹处获得更早

间、总阅读时间和回视率上，则表现出被试组别与

的语义通达。

预测性的交互效应，不熟练的聋人读者更多地受到

２.３ 副中央凹手语表征的预视效应

预测性的影响，更依赖于上下文的背景信息来促进

对于聋人而言，手语表征是其阅读中独特的加

在句子阅读中的词汇识别，即阅读技能有效地调节

工方式（Pan, Shu, Wang, & Yan,2015）。手语是一种

了读者的预测性效应。从交互补偿观点来看，阅读

视觉语言，通过控制手、胳膊、身体姿势以及面部

技能较低的聋人读者在句子阅读中的词汇识别阶段

表情来表达或进行视觉感知，包括四个基本要素：

缺乏自动化加工，因而需要更多地利用上下文语境

手形、方向、方位和移动，并被称为“手语语音”(Fische

来促进词汇通达，从而获得整个句子的句义（Ashby,

& van der Huls, 2011)。有大量研究发现，聋人在词

Rayner, & Clifton, 2005）。

汇识别中依赖手语表征（Ormel et al., 2012）。那么，
作为聋人日常表达中最主要的方式，手语表征是否

４

聋人读者篇章阅读的眼动研究
篇章阅读理解包括字词识别、句子表征等表层

会在副中央凹的预加工中得到激活？
Pan 等人（2015）采用边界范式考察了中国聋

加工，以及局部连贯性和整体连贯性的深层加工。

人读者副中央凹手语表征的预视效应。研究发现，

早期研究多采用传统的阅读研究范式来探究聋人的

无论在早期还是晚期眼动指标上，聋人读者在手语

篇章阅读（贺荟中，2004），近年来研究者开始使

相关条件下对目标词的注视时间更长，表现为“预

用眼动技术考察这一问题。那么聋人读者在篇章阅

视消耗效应”。对此，Pan 等人认为由于聋人在副

读中有何特点？聋人读者阅读中使用的阅读策略与

中央凹处的加工效率足够高，且手语表征对于聋人

健听读者有何不同？

而言更可能是一种自动加工，从而能够获得对手语

贺荟中和贺利中（2007）的研究发现，高四聋

信息更深层次的通达，进而发现预视词与目标词之

生的篇章阅读效率显著低于高一的健听学生；分析

间信息的不重叠，抑制了对目标词的加工，导致该

其眼动特征发现，聋生在字词解码上不存在明显障

效应的发生。

碍，但在对篇章整体意义的理解上存在问题。为了

３

聋人读者句子阅读中的词汇识别

促进篇章阅读的理解，读者通常会在阅读中运用某
种或多种阅读策略。张茂林和杜晓新（2012）的研

在词汇加工中，词频和预测性一直是影响词汇

究中，发现聋生在篇章阅读中策略运用的整体水平

识别的重要因素。多数研究发现，在句子文本的阅

偏低；高策略组聋生能够更灵活地调整其眼动模式，

读中，词汇识别显著受到词频效应和预测性效应的

更易于觉察出篇章中的逻辑型错误；能根据上下文

影响。词频效应，指对低频词的加工比对高频词的

信息来预测和理解文章。邢丹等人（2010）则比较

加工更困难，需要的时间更长（Pollatsek & Hyönä,

了六年级的听障儿童与健听儿童在篇章阅读中使用

2005）。预测性效应，指与低预测性词相比，高预

提纲策略提示和图片策略提示时的眼动特征，认为

测性词更容易被识别，所需的注视时间更短，跳读

这两种策略有助于听障儿童的阅读理解。阅读理解

率更高（Rayner, Pollatsek, Ashby, & Clifton, 2012）。

监控，是指读者对自身阅读过程进行主动的、积极

有研究发现词频效应和预测性效应既发生在词汇识

的自我监视和评价，阅读监控与阅读理解之间存在

别的早期加工阶段，也存在于后期加工阶段（Yang

显著相关（李伟健，2004）。刘晓明（2012）发现

& McConkie,1999；Wang et al., 2010）。因此，词频

听障学生的阅读理解和阅读监控能力均低于健听学

和预测性效应能够反映读者词汇识别及词义通达的

生，认为阅读监控能力差是聋生阅读成绩差的原因

认知加工过程（臧传丽等，2012）。

之一。

Bélanger 和 Rayner（2013）通过眼动技术考察
聋人读者在句子阅读中的词频和预测性效应。结果

５

总结与展望

发现，熟练的聋人读者、不熟练的聋人读者以及熟

５.１

练的健听读者在早期加工阶段均表现出词频和预测

趋势

眼动技术的广泛应用是聋人阅读研究的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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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动技术能够在相对自然的情境下准确、有效

或者词间空格导致副中央凹处信息量较少。因此，

地追踪、测量并记录个体阅读过程中的眼动轨迹，

相比于拼音文字，汉语文本中词 n+1 更靠近于视

从而揭示读者阅读过程的认知机制。目前，将眼动

敏度更高的中央凹视觉区域，且在副中央凹视觉区

技术应用于聋人阅读研究是国际上的一个新趋势

域更有可能获得词 n+2 的预视信息（王永胜等，

(Bélanger et al., 2015; Yan et al., 2014）。

2016）。聋人视觉注意的整合观点认为聋人存在中

对于聋人读者而言，眼动实验的突出优点，在

央凹以外区域的视觉注意增强，那么未来的研究可

于实验程序简单易行，聋人在实验过程中不需要做

以通过考察中国聋人读者对副中央凹处词 n+2 的预

过多的按键反应，整个阅读过程更趋于自然、真实

视效应来对这一观点进行验证。

的阅读情境，聋人读者只需要按照日常的阅读习惯

另外，关于聋人阅读过程中是否存在语音编码

进行自然阅读即可。相比于脑成像技术（如 ERP,

尚存在争论，在 Yan 等人（2014）的研究中发现熟

fMRI）而言，眼动研究具备更高的生态学效度，易

练的中国聋人读者表现出了语音预视效应，并认为

于考察读者在句子以及篇章阅读中的加工过程。另

这是由于聋人使用拼音规则进行打字而获得的非听

外，相比于传统的行为研究，丰富的眼动指标以及

觉语音表征，因此 Yan 等人也表示未来的研究仍需

巧妙的眼动研究范式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要进一步探究汉语阅读加工中聋人读者是否能够激

更为精细地考察读者阅读过程的加工机制，从而更

活语音表征，如考察中国香港地区的聋人读者，他

好地揭示聋人阅读的本质规律，构建聋人阅读加工

们能够阅读和书写汉字，但不掌握拼音规则。另外，

的理论模型。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语中存在着大量读音相同或相

从实践角度而言，采用眼动技术能够直观地观

近的字，而这些汉字在语言加工中表征为相同或相

察到聋人阅读过程中的眼动特征，通过与同龄健听

近的语音编码，会对汉语阅读产生显著的影响。

学生进行比较，
从而探究聋生阅读困难的可能原因，

５.３ 探究聋人视觉注意的特点与语言加工的关系

并且对指导聋校教师的阅读教学有积极作用。
同时，

以往的研究多在低水平知觉任务（如视觉搜索）

聋人读者阅读过程的眼动模式也可以作为阅读干预

上考察聋人视觉注意的特点，并证实了聋人确实在

研究的评估手段，通过比较干预前、后阅读眼动模

中央凹以外区域具有更高的加工效率（Dye, Hauser,

式的变化，对干预方法的有效性做出更为精确的评

& Bavelier, 2009）。但鲜有研究探讨这种视觉注意

估。

特点与语言加工之间的关系，边缘视觉的注意增强

５.２

从跨文化研究视角探讨中外聋人阅读加工的异

同

是否会降低聋人读者中央凹处的加工效率，从而影
响了聋人读者的阅读加工？

从前文的综述中可以发现，中外聋人的阅读加

所以，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究聋人视觉注

工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熟练聋人的阅读知觉广度

意的特点与语言加工的关系。在眼动研究中，可采

大于阅读能力匹配的健听读者，以及聋人读者在副

用消失文本范式（闫国利等，2010）来考察聋人读

中央凹预加工中均能够激活字形编码；但也存在着

者对中央凹处文本信息的提取速度，以此来探究聋

显著的不同之处：即使是熟练的英语母语的聋人读

人读者中央凹处阅读加工的效率；还可以分别操纵

者也未获得副中央凹处的语音信息，而高阅读水平

副中央凹处 n-1 词和 n+1 词的呈现时间，进一步考

的中国聋人读者在较长预视时间的条件下，能够获

察聋人读者对副中央凹处文本信息的加工效率。因

得显著的语音预视效应，并且能够更早地通达副中

此，通过该范式可以系统地考察聋人视觉注意的整

央凹处的语义信息。因此，语言特性的差异对不同

合观点——中央凹加工效率会受到其副中央凹处视

语言的加工机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会表现在聋

觉注意增强的影响而降低。

人阅读的加工模式上。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汉语的语

５.４ 聋人读者手语加工效率的眼动研究

言特性入手，比较中外聋人读者阅读加工的差异：

手语是聋人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主要工具，对聋

首先，与拼音文字不同，汉语文本是由空间间

人知识习得、认知发展以及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的

距相等的汉字组成，汉字之间没有可以标记词边界

作用（余晓婷，贺荟中，2009）。大量研究认为，

（如，空格）的信息，即汉语文本中词与词之间的

手语也是一种语言机制，与其阅读技能存在密切的

距离更近、空间密度大，而拼音文字由于词长不同

关系 (Fische & van der Huls, 2011)。在 Bélanger 等人

闫国利等 ： 聋人阅读的眼动研究

的研究中，熟练与不熟练的聋人读者在年龄、非言
语智力、听力水平等方面均进行了匹配，唯一差异
在于其习得手语的年龄，因而认为习得手语的早晚
会可能对聋人的阅读技能造成影响。
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熟练和不熟
练的聋人读者对手语表征加工效率的差异，采用“专
家——新手”范式通过眼动技术来探讨聋人读者观
看手语时眼动模式的差异，以此来探究手语熟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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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传丽 , 张慢慢 , 郭晓峰 , 刘娟 , 闫国利 , 白学军 .(2012). 中文词汇加工的

总之，通过眼动研究发现，聋人读者在阅读过
程中存在其独特的加工模式：由于聋人中央凹以外
区域视觉注意增强，
使得其副中央凹加工效率增强，
从而使熟练的聋人读者具有更大的阅读知觉广度。
语音编码对聋人阅读的影响仍存在争议，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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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茂林 , 杜晓新 .(2012). 阅读预期对不同阅读策略特点聋人大学生快速阅
读影响的眼动研究 . 中国特殊教育 ,3,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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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readers: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frequency and predictab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8 , 1065-1086.

的研究结果显示聋人读者在副中央凹的加工中并未

Bélanger, N., Baum, S., & Mayberry, R.(2012).Reading difficulties in adult deaf

激活语音编码，但中国的熟练聋人读者在汉语阅读

readers of French: Phonological codes not guilty!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中则表现出了语音预视效应。除了语音编码外，聋
人读者在副中央凹预加工中会灵活地选择编码方式，

16 , 263-285 .
Bélanger, N., Mayberry, R. & Rayner, K.(2013).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preview benefits: Parafoveal processing in skilled and less-skilled deaf

更多使用正字法以及手语表征这些视觉编码方式，

read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6(11), 2237-252.

且表现出较高的加工效率。另外，从句子水平的阅

Bélanger, N., & Rayner, K. (2013). Frequency and predictability effects in eye

读加工看，不熟练的聋人读者更依赖于上下文的背

fixations for skilled and less-skilled deaf readers. Visual Cognition, 21, 477-

景信息，表现出更大的预测性效应；从篇章水平的
阅读加工看，聋人读者总体的阅读理解水平较低，

497.
Bélanger, N., & Rayner, K. (2015). What eye movements reveal about deaf reader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3) , 220-226.

不擅长采用多种有效的阅读策略来促进阅读；且聋

Bélanger, N., Slattery, T., Mayberry, R., & Rayner, K. (2012). Skilled deaf readers

人读者的阅读理解监控能力更差，因而可能导致其

have an enhanced perceptual span in reading. Psychology Science, 23(7) ,

阅读效率较低。

816-823.

因此，今后的研究仍需要继续利用眼动技术来
系统地考察聋人语言加工的认知机制，探究聋人阅

Dye, G., Hauser, C., & Bavelier, D. (2009). Is visual attention in deaf individuals
enhanced or deficient? The case of the Useful Field of View. PLOS ONE, 4(5),
5640-5646.

读困难的可能原因。这不仅有助于探索聋人阅读过

Fischer, S., & van der Hulst,H.(2011). Sign language structure. In Marschark &

程的本质规律，构建聋人阅读加工的理论模型；而

Spenc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deaf studie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且有助于指导和优化聋校的阅读教学方法，
为设计、
实施科学有效的阅读训练方案提供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白学军 , 刘娟 , 臧传丽 , 张慢慢 , 郭晓峰 , 闫国利 .(2011). 中文阅读过程中
的副中央凹预视效应 .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721-1729.
贺荟中 .(2004). 聋人阅读研究进展与动态 . 中国特殊教育 ,5, 52-56.
贺荟中 , 贺利中 .(2007). 聋生篇章阅读过程的眼动研究 . 中国特殊教

育 ,11 ,31-35.
李伟健 .(2004). 学习困难学生阅读理解监视的实验研究 . 心理与行为研

究 ,2(1), 346-350.
刘晓明 .(2012). 听障大学生阅读理解监控的眼动研究 . 中国特殊教育 ,1 ,2024.
乔静芝 , 张兰兰 , 闫国利 .(2011). 聋人与健听大学生汉语阅读知觉广度的
比较研究 . 应用心理学 ,17(3), 249-258.

(pp.336-349). New York,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yberry, R, del Giudice, A., & Lieberman, M. (2011). Reading achievement
in relation to phonological coding and awareness in deaf reader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16, 164-188.
McConkie, W. & Rayner, K. (1975). The span of the effective stimulus during a
fixation in reading.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 17, 578-586.
Ormel, E., Hermans, D., Knoors, H., &Verhoeven, L. (2012). Cross-language
effects in written word recognition: The case of bilingual deaf children.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15, 288-303.
Pan, J., Shu, H., Wang, Y. L., & Yan, M. (2015). Parafoveal activation of sign
translation previews among deaf readers during the reading of Chinese
sentences. Memory, and Cognition, 43(6), 964-972.
Pollatsek, A., & Hyönä, J. (2005). The role of semantic transparency in the
processing of Finnish compound words.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20, 261-290.

558

心

理

Rayner, K.(1975).The perceptual span and peripheral cues in reading. Cognitive

Psychology, 7, 65-81.

科

学

Wang, H., Pomplun, M., Chen, M., Ko, H., & Rayner, K. (2010).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word predictability on eye movements in Chinese reading using

Rayner, K. (1998).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and transitional probab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3 , 1374-1386.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4(3), 372-422.
Rayner, K. (2009). Eye movements and attention in reading, scene perception,

Yan, M., Pan, J., Bélanger, N., & Shu, H. (2014).Chinese deaf readers have early

and visual searc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2(8),

access to parafoveal semantic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

1457-1506.

Memory, and Cognition,41, 209-219.

Rayner, K. (2012). The works of the eyes .In Rayner, Pollatsek, Ashby, & Clifton.

Yan, M., Richter, E. M., Shu, H., & Kliegl, R. (2009). Readers of Chinese extract

(Eds), Psychology of reading(2rd Edition) (pp. 91-133). London,UK:

semantic information from parafoveal words.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Psychology Press.

Review, 16(3), 561-566.

Eye Tracking Studies of Deaf Readers in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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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acquire and access knowledge, and also an indispensable cognitive activity fo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Nowadays, there have been rich achievements in reading for hearing readers, but for deaf readers, their essential issues of reading are not clear. It’s
reported that deaf readers have a prevalent difficulty in reading. Levels of illiteracy in deaf popul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extremely high for
decades. Therefore,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reasons for the poor reading level of deaf readers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focus in special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n order to attempt to explain this universal difficulty in the deaf population, much research has been generated, but there is no general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factors underlying the poor reading performance of deaf readers. Recently, there are some studies using the eye tracking
technique to reveal the cognitive process in reading, that is to say, it has been a new trend for researchers to investigate the written-language processing
of deaf readers by the pattern of oculomotor contro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prior research used eye tracking technique to study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deaf reade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ading. Given that deaf readers didn’t have direct auditory access to languages, they accessed
and processed language via different sensory channels, the studies focused on the phonological codes and visual attention. The studies concerning the
perceptual span of deaf reader found that skilled deaf readers had a larger perceptual span, which had provided the evidence for deaf readers’ enhanced
attentional allocation to the parafovea. There were many studies which explored whether the deaf readers had activated the phonological codes during
reading. No consistent results have been found. Using the gaze-contingent boundary paradigm, the researchers have found neither the less-skilled nor
skilled deaf readers processed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in parafoveal vision, that is to say, there is no link for the phonological codes and deaf reading.
From prior studies, we can see that during reading, less-skilled deaf readers have relied more on contextual cues to boost word processing, furthermore,
deaf readers can make use of the sign translation in parafoveal vision, which is a specific code style for deaf. During discourse reading, deaf readers
have lower reading efficiency and more difficulties in general reading comprehension. On average, deaf readers have poorer reading strategies and less
ability than hearing control in terms of the reading monitoring.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prior research, some advice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future: (1) Using eye tracking technique to explore deaf
reading is a new trend; (2)The reading process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deaf readers and deaf reader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should be
studied from the cross - culture perspectives; (3)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sual attention and reading of deaf readers, whether the
enhanced attentional allocation to the parafovea would weaken the foveal processing; (4) Compared the less-skilled and skilled deaf readers’ efficiency
for the processing of sign language, it may be an crucial influence factor for deaf reading.
Key words deaf readers, reading, eye mov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