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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早期词语阅读习得对阅读理解能力的预测作用：
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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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测查了 183 名学生在一年级期间（学年初，学年中，学年末）的词语阅读能力（词语解码，阅读流畅性）及一年级
末和二年级末的阅读理解能力，采用分层线性模型估计每名学生在一年级期间词语阅读能力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以考察二者
对阅读理解能力的独立预测作用。结果表明，词语解码能力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都能独立预测一年级末和二年级末的阅读理解
能力，阅读流畅性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只能独立预测二年级末的阅读理解能力，但可以预测阅读理解能力在一年级到二年级的
增长。
关键词 阅读理解能力 词语解码 阅读流畅性 分层线性模型 初始水平 发展速率

１ 引言
阅读理解能力是儿童在学龄期发展起来的一项
重要能力，在“学着读”阶段向“读着学”阶段
的转变中起着关键作用。简单阅读观（Hoover &
Gough，1990）认为阅读理解包括词语识别和语言
理解两个过程，并且在阅读习得初期阅读理解能
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词语识别能力（Perfetti et al.，
2005）。因此，考察学龄早期词语水平阅读习得的
过程，以及其对之后阅读理解的作用，对于学龄早
期鉴别有阅读困难风险的学生有着重要意义。
来自拼音文字和汉语中的学龄早期阅读发展研
究都表明，词语阅读能力与阅读理解有着密切的关
联（拼音文字研究综述见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2000；汉语研究见
Cheng et al.，2017；Chik et al.，2012）， 然 而 这 些
研究几乎都聚焦于离散的时间点上词语阅读能力与
阅读理解的关系，较少考察学龄早期词语阅读能力
发展过程中的增长情况对于阅读理解的作用。之前
的研究发现，学龄早期是词语阅读能力上个体差异
形成并逐渐稳定化的重要时期（Pan et al.，2011），
而单一时间点上的词语阅读能力并不能反映在此连
续过程中的发展变化。近十余年来，研究者开始采
用个体增长曲线的研究取向考察阅读能力的增长过

程（Francis et al., 1996; Kim, Petscher, Schatschneider,
& Foorman, 2010）。该研究取向将个体的能力发展
视为连续过程， 基于个体在过程中不同时间点的表
现，采用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来描述个体能力随时
间发生的线性增长特征。
考察词语阅读能力的发展速率与阅读理解之间
的关系，对于教育政策制定和教学实践均有重要意
义。如果学龄早期词语阅读能力的发展速率对阅读
理解能力有独特贡献，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则需要将
发展速率纳入阅读能力的考量中；同样，在阅读教
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阅读表现，还要监控阅
读能力的发展速率。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
在鉴别有阅读困难的学生时，需要考虑其阅读能
力的发展速率（Compton et al.，2006；Kim et al.，
2010）， 尤 其 是 干 预 反 应 模 式（responsiveness to
intervention），该模式提倡在内容不断深入、强度
不断增加的日常教学以及干预活动中，对学生的阅
读进展进行持续的监控。
国 内 研 究 者（ 王 道 阳 等，2015； 王 翠 翠 等，
2016）也建议将干预反应模式引入国内教育中，然而，
在阅读教学中以学生的词语阅读能力发展速率来进
行教育和教学决策，其前提假设是词语阅读能力的
发展速率可以预测学生的阅读成就。拼音文字阅读
能 力 发 展 的 研 究（Baker et al.，2008；Kim et al.，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37308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6M601624）和上海师范大学校级项目（A-7031-18-004025）的资助。
** 通讯作者：邓赐平。Email：cpdeng@psy.ec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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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表明，在控制了词语阅读能力的初始水平之

来自上海某小学的 183 名一年级学生（其中男

后，发展速率仍能独立预测阅读理解能力。然而，

生 101 名）参与了本研究，分别在第一学年的十一

目前少有国内研究考察汉语习得中词语阅读能力的

月（T1）、2 月（T2）和五月（T3）接受测试（相

发展速率，更无研究考察其与阅读理解能力之间的

邻时间间隔均约为 3 个月），并在第二学年的五月

关系。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在于，考察词语

（T4）接受第四次测试。四个测试点的月龄均值（标

阅读能力的发展速率是否能独立预测阅读理解能力。
在学龄早期鉴别有阅读困难风险的儿童时，需要

准差）分别为 80.13（3.74）、83.44（3.78）、86.18（4.81）
和 97.83（3.57）。这些学生均不存在感知、行为和

采用更有效且易测量的词语阅读能力作为评估指标。

智力上的发展障碍，
测试前已征得儿童父母的同意，

之前研究表明，两种词语阅读能力与阅读理解有较

并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的许可。

大关联（Høien-Tengesdal & Høien，2012 ；Nese et al.,

四名学生在第四次测试时由于转学而流失，Little 的

2012）：一个是词语解码能力，指提取文本词语的读

完全随机缺失检验结果表明这些数据是完全随机缺

音信息的能力，另一个是阅读流畅性，指提取词语

失（χ 2=2.920，df =2，p =.232）， 因 此 涉 及 到 第 四

读音时的效率。汉语阅读习得研究中，学龄早期的

次测试的分析都基于数据齐全的 179 名学生进行。

词语解码能力以及阅读流畅性与阅读理解之间的相

２.２ 材料

关均处于中等相关或强相关水平（周雪莲 , 程亚华 ,

２.２.１ 非言语智力

李宜逊 , 韩春翔 , 李虹，2016；Cheng et al.，2017；

非言语矩阵任务（Deng et al.，2011）用来测试

Chik et al.，2012；Ho et al.，2012；Joshi et al.，2012；

儿童在 T1 的非言语智力。该任务类似瑞文推理测验，

Yeung et al.，2012，2016）。然而国内少有研究关注

要求儿童根据呈现的图形或图形元素之间的关系进

词语解码能力与阅读流畅性对阅读理解的相对贡献，

行推理，选出缺少的部分图形。共 33 个项目，连续

相关研究结果对鉴别阅读困难学生时选择何种词语

4 道题目错误将终止测验。该任务的 α 系数为 .75。

阅读能力有着重要启示。因此，本研究还将考察学

２.２.２ 词语解码能力

龄早期阅读流畅性和词语解码能力对阅读理解是否
具有独特贡献，同时考察二者的相对贡献。

词语识别任务用来考察T1-T3的词语解码能力，
该任务改编自香港读写障碍测验（HKT-SpLD; Ho et

为此，本研究拟对一组儿童在一年级期间（学

al.，2000），之前被多个研究用来测查中国大陆学

年初，学年中，学年末）的词语阅读能力（词语解

龄儿童的词语阅读能力（Deng et al.，2015；Wei et

码能力和阅读流畅性）进行追踪测查，同时继续追

al.，2015）。在此任务中，220 个双字词按照词频

踪考察他们在一年级末和二年级末的阅读理解能力，

降低的顺序排列，儿童要说出每个词语的读音。当

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建立词语阅读能力的增长曲线，

儿童累计读错 15 个词时，终止测验。在本研究的样

从而考察一年级期间词语阅读能力（词语解码能力

本中，三个时间点的 α 系数为 .85~.93。

和阅读流畅性）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能否独立预

２.２.３ 阅读流畅性

测同时以及之后的阅读理解，并比较不同词语阅读

一分钟读字任务用来考察 T1~T3 的阅读流畅性，

能力（初始水平及发展速率）对同时以及之后阅读

改编自香港读写学习困难测验（Ho et al.，2000）。

理解能力的贡献。根据之前的研究结果（周雪莲等，

该任务包括 150 个高频双字词，要求儿童在一分钟

2016；Kim et al., 2010），我们假设：

内，尽可能快并且准确地读出这些词语。得分为儿

（1）一年级期间词语解码能力和阅读流畅性的

童在时限内正确读出词语的个数。在 Wei 等（2015）

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均能独立显著预测一年级末和

的研究中，该任务的分半信度为 .81~.87。

二年级末的阅读理解；

２.２.４ 阅读理解能力

（2）阅读流畅性（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对于

采用段落理解任务来考察 T3 和 T4 的阅读理

一年级末和二年级末阅读理解的贡献都要高于词语

解能力，该任务来自伍德库克 - 约翰逊成就测验

解码能力。

（Woodcock et al.，2001），翻译并修订成中文版。

２ 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在该任务中有一系列句子或短段落，其中一个词语
被移去，儿童要默读这些句子或短段落，根据语义
想出合适的词语进行填充。该任务共 68 道题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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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四个时间点上施测任务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连续四道题目得分为 0，则终止测验。该任务在 T3

（SD =2.59）。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词语识别截距和斜

和 T4 时的 α 系数分别为 .75 和 .82。

率的相关系数（τ ）为 -.65（p <.001），而一分钟读字

２.３ 程序

截距和斜率的相关系数为 -.52（p <.001）。因此，无论

每次测试中，主试都由接受过严格培训的硕士

对于词语识别还是一分钟读字，
截距越高，
斜率都越低。

生担任，在儿童所在学校的安静房间里进行一对一

接着，采用分层线性模型估计得到的每个学生

的测试。四次测验的完成时间均在 20~30 分钟。采

的词语识别和一分钟读字的截距和斜率，继续考察

用 SPSS 21.0 进行数据的基本处理和回归分析，使

词语阅读能力的截距和斜率与阅读理解的关系，相

用 HLM 7.02 进行分层线性模型的分析。

关矩阵如表 2 所示。结果表明，词语识别和一分钟

３

读字的截距与 T3 和 T4 的段落理解之间有着中等程

结果

度或较强的显著相关。词语识别的斜率与 T3 的段

表 1 显示了所有任务得分的统计学描述信息，

落理解之间的相关不显著，与 T4 的段落理解之间

这些得分均未出现地板效应或天花板效应，均呈正

的相关呈较弱的负相关。一分钟读字的斜率与 T3

态分布。

的段落理解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与 T4 段落理

接着，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分别建立词语识别和

解相关不显著。

一 分 钟 读 字 的 个 体 增 长 曲 线（Raudenbush et al.，

以 T3 和 T4 的段落理解为因变量，以词语阅读

2013），其中分层线性模型的第一层以词语识别或

能力的截距和斜率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模型。

一分钟读字为因变量，以时间为自变量（三个时间

首先考察词语识别和一分钟读字各自的截距是否有

点的赋值依次为 0，1，2），每名学生均有不同的

独特的作用，接着在此基础上，继续考察二者的斜

截距（初始水平）和斜率（发展速率）第二层以第

率是否仍有独特贡献。在回归模型中，非言语智力

一层的截距和斜率为因变量。

首先进入方程（第一步），接着词语识别的截距和

结 果 显 示， 词 语 识 别 截 距 的 均 值 为 55.35

一分钟读字的截距交替作为第二步以及第三步进入

（SD =10.67），斜率的均值为 13.81（SD =5.43），表

方程，然后词语识别的斜率和一分钟读字的斜率交

示儿童第一次在词语识别任务上平均能识别 55.35 个

替作为第四步以及第五步进入方程。在预测 T4 的

词，每三个月平均多认识 13.81 个词；一分钟读字截

段落理解时，还考察了控制因变量的自回归效应后

距的均值为 52.20（SD =16.93），斜率的均值为 8.42

的结果，即 T3 的段落理解首先进入回归方程，其它

表 ２ 词语阅读能力的截距和斜率与阅读理解的关系

注：*p <.05，*p <.01，***p < .001 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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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因子的顺序与前述模型相同，该模型反映的是预

和一分钟读字的斜率，控制了其中一个，另一个的

测因子对 T3 到 T4 期间段落理解得分增长的效果。

贡献并无明显变化。在预测 T4 的阅读理解时，一

结果表明，在预测 T3 和 T4 的阅读理解时，

旦控制了自回归效应，词语识别的截距和斜率均不

在 控 制 了 非 言 语 智 力 之 后， 词 语 识 别 和 一 分 钟

能独立作出解释，而一分钟读字的截距和斜率均仍

读字的截距各自都能显著解释阅读理解的差异

有显著贡献（截距的贡献边缘显著）。

（18%~22%），但是一旦控制了其中一个，另一个
的贡献都急剧下降至 5% 以下，而且一分钟读字截

４

讨论

距对一年级末的阅读理解不再有解释效力。在控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词语解码能力和阅

了词语识别和一分钟读字的截距后，词语识别的斜

读流畅性在一年级期间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对一

率均能独立预测一年级末和二年级末阅读理解的差

年级末和二年级末阅读理解的预测作用，同时比较

异（3%~9%），而一分钟读字的斜率仅能解释二年

词语解码能力和阅读流畅性对阅读理解的相对贡献。

级末阅读理解的差异（3%）。此外，对于词语识别

结果表明，无论是词语解码能力，还是阅读流畅性，

表３

词语阅读能力的截距和斜率对阅读理解的独立预测作用

注：a 未控制阅读理解 T3，b 控制阅读理解 T3；*p <.10， *p <.05，**p <.01，***p < .001 水平显著。

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词语

测一年级末和二年级末的阅读理解，而阅读流畅

解码能力的截距和斜率均能独立显著预测一年级末

性的发展速率只能预测二年级末的阅读理解，并且

和二年级末的阅读理解能力；阅读流畅性的截距和

后者可以显著阅读理解能力在一年级到二年级之间

斜率能够独立预测二年级末的阅读理解能力以及一

的增长，这总体上与我们的假设一致，也与拼音

年级末到二年级末的增长，但对一年级末的阅读理

文字研究的结果一致（Baker et al., 2008; Kim et al.,

解能力没有预测作用。

2001），这为监控学生的阅读能力发展速度提供了

本研究发现词语阅读能力在一年级期间表现出

实证研究的依据。首先，发展速率与阅读理解也表

线性增长模式，并且，无论是词语解码能力还是阅

现出负相关或者是零相关，之前的研究中也出现类

读流畅性，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之间均存在着显著

似的结果（Baumert, Nagy, & Lehmann, 2012; Kim et

的负相关。这表明，词语阅读能力的增长表现出补

al.，2010）。这是由于两种词语阅读能力表现出初

偿发展模式，即初始阅读能力越好，在一年级期间

始水平和发展速率之间的负相关，而初始水平与阅

的发展速率就会越慢。词语阅读能力上总体的发展

读理解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

模式与之前拼音文字研究结果一致（Pfost et al.，

其次，在阅读流畅性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预

2012），也与之前汉语口语词汇增长研究的结果一

测不同时间的阅读理解能力时，表现出了相同的模

致（Cheng et al.，2017；Song et al.，2015）。这说明，

式，即都只能独立预测二年级末的阅读理解能力，

得益于学校教育，初始阅读能力较低的学生出现了

同时显著预测阅读理解能力在一年级到二年级的增

较快的发展速率，与初始阅读能力较高的学生之间

长（初始水平是边缘显著）。这种模式与周雪莲等

的差异在不断缩小。

（2016）的结果类似，后者发现朗读流畅性不能独

词语解码能力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能独立预

立预测同时期的阅读理解，但可以预测一年后的阅

魏 威等 ： 学龄早期词语阅读习得对阅读理解能力的预测作用：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的贡献

读理解。周雪莲等（2016）认为，较低年级儿童有
限的词语解码准确性制约着在阅读理解任务上的表
现，因此在后者中，推理能力、信息综合能力等
上的个体差异还未开始产生影响。根据 LaBerg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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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的预测作用 . 心理发展与教育 , 32(4) , 471-477.
Baker, S. K., Smolkowski, K., Katz, R., Fien, H., Seeley, J. R., Kame'Enui, E. J., &
Beck, C. T. (2008). Reading fluency as a predictor of reading proficiency in
low-performing, high-poverty schools.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37(1), 1837.

Samuels（1974）的阅读自动化理论，我们还认为，

Baumert, J., Nagy, G., & Lehmann, R. (2012). Cumulative advantages and the

阅读流畅性使得儿童将本来花费在词语解码上的心

emergence of social and ethnic inequality: Matthew effects in reading and

理资源用于高级理解过程（如推理能力）。
第三，与我们的研究假设不一致的是，词语解
码能力（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对于阅读理解能力

mathematics development within elementary schools? Child Development,

83(4), 1347-1367.
Cheng, Y., Zhang, J., Li, H., Wu, X., Liu, H., Dong, Q., et al. (2017). Growth of
compounding awareness predic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young Chinese

的贡献似乎高于阅读流畅性。从词语解码能力和阅

stud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Grade 1 to Grade 2. Reading Research

读流畅性对于阅读理解的贡献上看，尽管二者都与

Quarterly, 52(1), 91-104.

阅读理解有着中等程度的相关，但二者对于阅读理
解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在其中一种能力
被控制后，另一种能力的独特贡献均由 20% 左右

Chik, P. P. M., Ho, C. S. H., Yeung, P. S., Wong, Y. K., Chan, D. W. O., Chung, K. K.
H., & Lo, L. Y. (2012). Contribution of discourse and morphosyntax skills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Chinese dyslexic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Annals of Dyslexia, 62(1), 1-18.

下降为 5% 以下，这与周雪莲等（2016）的研究结

Compton, D. L., Fuchs, D., Fuchs, L. S., & Bryant, J. D. (2006). Selecting at-risk

果也是一致的。因此，在学龄早期选择词语阅读能

readers in first grade for early intervention: A two-year longitu- dinal study of

力来预测之后阅读理解的表现时，单一时间点上词

decision rules and procedur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8(2), 394-

语解码能力和阅读流畅性的效果几乎是相同的。但

409.
Deng, C. P., Liu, M., Wei, W., Chan, R. C., & Das, J. (2011). Latent factor structure

考虑到二者的发展速率对于阅读理解的独特贡献，

of the Das-Naglieri Cognitive Assessment System: A confirmatory factor

词语解码能力（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与阅读流畅

analysis in a Chinese setting.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2(5),

性相比，对于一年级末的阅读理解的贡献更大。因
此，总体上词语解码能力（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
对阅读理解的预测作用似乎更好。根据上述关于阅

1988-1997.
Deng, C., P., Silinskas, G., Wei, W., & Georgiou, G. K. (2015). Cross-lagg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nese.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33(4), 12-20.

读流畅性与阅读理解的关系分析，在高年级，阅

Francis, D. J., Shaywitz, S. E., Stuebing, K. K., Shaywitz, B. A., & Fletcher, J.

读流畅性对于阅读理解的作用可能会更大（Tilstra,

M. (1996). Developmental lag versus deficit models of reading disability:

McMaster, Van den Broek, Kendeou, & Rapp, 2009）。
本研究为比较两种词语阅读能力对阅读理解能
力的预测效果，
未考虑语言理解对阅读理解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语言理解与不同词语阅读能
力在预测阅读理解能力时的相互作用。同时，更长
时期的追踪研究可以关注儿童在学龄早期的阅读能
力对于高年级时阅读理解的贡献。

５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学龄早期词语阅读能力的

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对阅读理解有独特的贡献，但两
种词语阅读能力——词语解码能力和阅读流畅性——
对不同时期的阅读理解能力的预测效果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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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from the Initial Status
and Growth Rate of Word Reading among Chinese Students
at Lower Grades
Wei Wei1, Deng Ciping2, Li Qiwei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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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the ultimate aim of learning to read, and it depends primarily on word reading during early school years. On
the basis of the moderate or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word read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more and more recent studies argued that the
growth rate of word reading also contributes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it was confirmed by some studies on reading acquisition in alphabetic
languages. However, there were few studies examin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growth rate of word reading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Chinese
acquisition. Moreover, few studies compared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two-word reading skills, i.e., word decoding and reading fluency,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wofold. The first wa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initial status and growth rate of Chinese word
reading (word decoding and reading fluency) during Grade 1 uniquely contributed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at the end of Grades 1 and 2, and the
second was to compare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word decoding and reading fluency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One hundred and eighty-three
Grade 1 students (101 boys and 82 girl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they were assessed at the November, February, and May during Grade 1
(T1, T2, and T3), and at the May of Grade 2 (T4). They were assessed on nonverbal IQ (T1, Nonverbal Matric), word decoding (T1-T3, Character
Recognition), reading fluency (T1-T3, One-Minute Read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T3-T4, Passage Comprehensio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ling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intercepts and slopes of word decoding and reading fluency based on the data at three time points (T1-T3).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cept correlated with the slope for both word decoding (r = -.65) and reading fluency (r =-.52).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lope of word decoding uniquely predict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t T3 and T4, after nonverbal IQ and the intercepts of word
decoding and reading fluency were statistically controlled. Moreover, the slope of reading fluency uniquely predicted only reading comprehension at
T4, but it made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growth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from T3 to T4 (by controlling the autoregressive effect). The contribution
of word decoding (the intercept and slope)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at T3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reading fluency (the intercept and slope), while their
contribution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at T4 was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growth rate of word reading was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Chinese acquisition, and the policy makers and reading educators should take the growth rate of
Chinese word reading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using word reading to predict later reading achievement. The increasing contribution of reading fluency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also confirmed the theory of auto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reading, which argued that the automaticity of word
decoding reallocated the attention resource from basic word recognition to higher-order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Key words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d decoding, reading fluency, hierarchical lineal modelling, initial status, growth 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