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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阅读中生字伴随学习的影响因素述评
郑家莹 1 ，信忠义 2
（1.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工部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陕西西安 710018；
2.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

摘 要：
伴随学习是促进分享阅读中词汇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在分享阅读过程中，
不同能力水平的儿童
在成人的陪读下都能伴随学习到生字词，
但伴随学习效果受到成人采用的分享阅读方式的影响，
分享阅读中成人与儿童互动越
深入伴随学习效果越好，
重复精读比泛泛而读对儿童的词汇学习更有帮助，
图文并茂的阅读材料能够激发儿童投入分享阅读的
兴趣但对儿童词汇学习将产生干扰作用，
在绘本上设置的生字词多且多次重复出现则伴随学习生字的量将大大提升，
词性并不
影响儿童的伴随学习。分享阅读材料若能提供拼音、
语境作为辅助将有利于儿童的伴随学习。分享阅读结束后进行生字词测试
活动则有利于儿童伴随学习效果的保持与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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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Factors on the Collateral Learning of New Words in Share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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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ateral Learn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chanisms to promot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n shared
reading. 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sharing reading,
children of different ability levels can acquire new words by collateral learning in the companion of adults.
However, the effect of collateral learning is affected by the sharing reading method adopted by adul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sharing reading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learning effect. Repeated
intensive reading is more helpful to children’s vocabulary learning than extensive reading. Graphic and textual
reading materials can stimulate children’s interest in sharing reading, but interfere with children’s vocabulary
learning. Repeated occurrences of new words greatly promote the acquisition of new words in collateral
learning, and the property of words does not affect children’s learning. Sharing reading materials that provide
both pinyin and context as aids help children’s collateral learning. Testing after reading is beneficial for
children to maintain and transfer their learning effects.
Keywords:sharing reading; collateral learning; children;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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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学习是分享阅读过程中儿童学习词汇与言
语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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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
前者是儿童理解生字所指（发音、
含义）；
后者

，
围绕这一学习形式与机制学者展开

指儿童能够在特定情境中自发而正确的使用。由于

了较为丰富的研究，
本文梳理了分享阅读中伴随学习

伴随学习是一种偶然的、
附带的学习方式，
未对生字

生字的相关成果，
以期为亲子分享阅读、
儿童阅读绘

做系统的解释与练习，
此外，
生字的理解是生字使用

本的开发提供启示与参考。

的前提与基础，
因此，
本研究将生字习得限定为理解

［1］

生字，
如能标注拼音、
能够给出词汇的一个或多个解

一、分享阅读与伴随学习的界定

释。已有研究证实分享阅读有利于促进儿童生字的

东西方家庭都有成人与儿童一起阅读故事的传

伴随学习，
但伴随学习效果却不尽相同，
显然不同研

统，
新西兰学者Holdaway最早对这种活动进行探究并

究选择了不同年龄的儿童、
设置了不同的学习情境、

将其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阅读学习方式——分享阅

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与效果评估方式，
以上等因素必

读（shared-bookreading），所谓分享阅读是指在轻松、

然影响儿童在分享阅读中伴随学习效果的高低。基

愉快的亲密气氛中，
成年人和儿童不以直接学习为目

于此，
本文从以上诸因素及因素间的互动来分析分享

的，
共同阅读一本书的类似游戏的活动。其初衷在于

阅读中伴随学习生字的影响因素。

以轻松愉悦的方式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
提高儿童的

（一）儿童主体性因素

阅读能力，
让儿童在互动中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在

儿童作为分享阅读的中心角色之一，
其已有特征

快乐中学习阅读，
在阅读中成长

［2］

。早期研究者将分

将影响伴随学习的效果。

享阅读聚焦于亲子之间，
笼统探究分享阅读对儿童发展

年龄大小代表已有的阅读能力与知识水平上的

所产生的影响，
随后的研究者聚焦于儿童心理发展的某

高低，因此，年龄是被学者广泛关注的重要变量之

一特定方面，
通过实验证实分享阅读可发生在师生、
亲

一。已有研究发现 35-122 月龄的儿童都能从分享阅

子、
同伴等人际关系中，
对促进儿童注意发展 ，
亲子关

读中获益，
但不同年龄儿童的学习效果存在一定的差

系的维系［4］，
阅读习惯的养成［5］等都有积极作用。

异。显然，
阅读能力与知识水平越高伴随学习效果量

［3］

入学前的词汇量对入学后字、
词、
句、
章的习得与
理解乃至学业成就表现都有着重要影响作用，
因此，

也越高，
已有的研究证明年龄大的儿童伴随学习效果
要显著高于年幼儿童［7］ 。

在众多重要积极影响作用中研究者较为关注分享阅

当然，
年龄及能力水平并非造成伴随学习效果差

读在促进儿童生字学习方面的作用。分享阅读促进

异的根本原因，
在分享阅读研究实验中，
研究者往往

儿童词汇发展的机制主要有两种途径——有意学习

根据年龄阶段设置不同难度的阅读材料、
不同数量的

与伴随学习，前者依赖于陪读者有意识的设计与引

目标生字，
即较高年龄儿童接受的学习材料丰富性将

导儿童学习字音、字义、字形等，这种活动本质上属

显著高于低年龄儿童。一项元分析的研究在控制了

于词汇教学，
陪读者即为教学者；
后者的情境类似于

目标生字的数量、
出现频率后，
年龄效应消失。因此，

游戏活动，
缺乏明确而直接的活动目的，
陪读者作为

与其说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伴随学习效果不同，
不如

活动陪伴者，这一过程中儿童词汇学习不是主要目

说不同分享阅读材料与儿童年龄的适应性（知识与能

的，
但儿童确实能够习得一定的词汇。已有多项研究

力）造成了二者的差异，
即恰当而科学的设置阅读材

证实 3-12 岁儿童每天从分享阅读中能够学习 2-4 个

料，
低年龄儿童也能从分享阅读中获益。因此，
成人

词汇

需慎重、
科学的选择适合年龄阶段的阅读材料。

［6］

，这一过程本质上属于伴随学习（Incidental

Learning）。伴随学习是指儿童在从事某种活动时（游

（二）陪读者因素

戏、
对话、
看电视）偶然的、
无意的习得知识的过程。伴

陪读者作为分享阅读的引导者对伴随学习效果

随学习被证实是婴幼儿词汇迅速增长的重要途径之

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作用，
其影响路径包括两方面：
一

一。分享阅读重过程轻结果，
强调轻松愉悦气氛的营造

是陪读者与儿童的亲疏关系；
二是陪读者的分享阅读

与游戏活动的开展，
特定的、
短期目的性较低，
因此，
在

方式。

分享阅读过程中儿童字词的习得属于无意识的习得。

二、分享阅读中生字伴随学习影响因素
分析
对生字的伴随学习包含两个水平层次——理解

在有意性与目的性较强的课堂教学过程中，
营造
良好融洽的师生关系显然有利于儿童的学习，
但这一
点并不适用于伴随学习。依据亲疏关系、
熟悉程度可
将陪读者依次排序：
母亲——父亲——其他家人——
教师——实验者，
已有分享阅读中伴随学习的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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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陪读者与儿童的亲疏关系并不直接影响生字伴随

然推荐重复精读，
一方面可能促进词汇的发展；
另一

学习效果，
即母亲、
父亲、
教师甚至刚刚认识的实验人

方面对于儿童情感社会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员都能在分享阅读中扮演陪读者的角色促进儿童生

阅读材料呈现形式显著影响儿童的伴随学习效

字的伴随学习

。这可能由于字词与亲属关系属于

果。儿童读本往往在文字间配以图案以激发儿童的

两个不同领域，
字词属于认知相关领域，
亲疏关系属

学习兴趣与动机，
但图案在生字伴随学习过程中必然

于社会性领域，亲疏关系影响人际互动与情感体验

作为一项干扰刺激进而影响学习效果，
这一干扰效应

［8］

（如亲子联结）而并不干扰词汇的学习。

对于目的性、
意识性尚未充分发展起来的婴幼儿将显

尽管陪读者与儿童的亲疏关系并不影响伴随学

得格外明显。一项研究显示：
给儿童呈现纯文字、
彩图

习效果，
但陪读者不同的分享阅读方式能够显著地影

配文字两种不同形式的分享阅读材料，
一年的追踪研

响儿童伴随学习的效果量。在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究发现纯文字的呈现方式更有利于生字伴随学习，
尽管

下，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学习应该是基于生活情境

接受彩图配文字组的儿童分享阅读的兴趣与动机显著

的社会性互动活动，
社会性互动的作用已经在有意教

高于纯文字组，
但其生字学习效果却低于文字组［11］。

学中得到证实 ［9］ ，分享阅读发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

基于此，
我们认为若单纯为了提高儿童的词汇量，
纯文

（而非课堂教学情境），
因此，
人际互动的方式与质量

字的阅读材料将是最优选择，
若对分享阅读给予多重

也将影响儿童的学习效果。在分享阅读过程中，
儿童

期待，
彩图配文字的方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并非完全从书中学习到知识，
而是与父母（成人）的交

2. 目标字的设置

际交流、
言语支持、
脚手架中学习知识，
成人若能促进

字词的特性将影响分享阅读过程中伴随学习的

儿童对阅读故事进行多方式、
多角度、
多层次的加工，

效果。分享阅读研究中通过操控测验生字数量、
新奇

伴随学习效果将大大提升。分享阅读比儿童自主阅

程度、
呈现频率来探索目标生字的设置对伴随学习效

读更多关注生字，
对话式的分享阅读方式，
如，
阅读过

果的影响作用。

程中边读边指、
为儿童解释意思、
描述图画、
阅读之前

生字数量代表伴随学习机会的多寡，
分享阅读中设

为儿童提供生字的意义，
阅读过程中提问并给予明确

置更多的目标生字儿童习得目标生字的概率越高。在

的指导

分享阅读中设置一定量的生字有利于提升伴随学习

［10］

，阅读过程搭配情境音乐等将有助于儿童

伴随学习生字。

效果，
甚至部分研究在分享阅读中设置较高难度水平

基于日常经验，
我们会认为母亲与儿童、教师与

的生字，
儿童仍然可通过一次或多次的分享阅读而习

儿童分享阅读过程中伴随学习效果要显著优于父亲

得。已有的分享阅读研究中对伴随学习效果的评估

与儿童、
陌生人（实验人员）与儿童，
基于上述研究成

大多通过
“预设目标生字——评估目标生字”
的模式

果，我们可以认为并非亲疏关系影响伴随学习效果

进行，
这种实验设计关注研究者的预设生字，
对预设

量，
分享阅读过程中投入上的差异才是导致学习效果

之外字词的习得情况则难以估计。不同儿童已有字

差异的根本原因。

词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
儿童可能在分享阅读中习得

（三）阅读材料因素

研究者预设测验之外的生字，
从这一角度考虑儿童伴

1. 阅读材料的设置

随学习效果可能被低估。这提示我们可在分享阅读

大量泛读有益还是重复精读有益呢？成人对熟

中可适当提高生字量，
进而提高伴随学习量。

悉的学习内容往往容易厌烦，儿童却是越熟悉越投

目标字出现频率将显著影响伴随学习效果。对

入，
由此可知重复精读一个故事对儿童更有益。已有

话式阅读能够促进儿童伴随学习效果，
其中的原因非

研究证明重复阅读同一个故事对生字伴随学习效果

常多，
如，
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互动，
改善了学习氛围，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即存在重复练习效应；
也有部

提高了注意力等，
但其重要原因之一则是提高了词汇

分研究者否认了重复练习效应的存在。造成争议可

的暴露次数。很明显，
在同一次阅读过程中多次遇到

能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
重复练习效应可能只发生特

某一特定生字，
那么习得该生字的概率将显著提高。

定年龄段，
重复效应在3-5岁儿童较为明显，
而在其他

在一项生字学习实验中，
直接操纵生字暴露的次数来

年龄段则不明显；
第二，
可能分享阅读过程中伴随学

观察伴随学习的效果，
实验结果证明生字学习暴露效

习生字增长量并不随重复次数呈线性增长，
而存在其

应的存在［12-13］ 。显然，
对话式阅读不论具体形式如何

他增长模式（如倒 U 形曲线），
进而使得重复练习效应

都显著地提高了生字在阅读过程中的暴露次数，
甚至

不显著。尽管重复效应存疑，
但在现实分享阅读中仍

部分分享阅读刻意通过让学生重复生字的方式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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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暴露率，
进而提高伴随学习生字的效率。因此，
提
高生字暴露次数是一项简单而有效的干预伴随学习
效果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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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作用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能力正常儿童分享阅读过程
中词汇的发展，
对于能力与经验贫乏的特殊儿童的分

词性的影响作用。词汇的有意学习中，
词性是影

享阅读关注较少，对分享阅读过程词汇发展的机制

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不同词汇习得的顺序是：
名

——伴随学习也未进行深入探究。伴随学习对注意

词-动词-形容词，
但分享阅读过程中的部分研究并未

力等方面因素的要求相对较低，
特殊需要（注意力缺

发现名词学习的优势，
在控制生字数量后，
名词与动

陷多动症儿童、
听写困难儿童等）儿童分享阅读过程

词习得的效果上不存在差异。

中的伴随学习效果如何？能否成为促进落后儿童重

3. 阅读材料辅助作用
首先，
拼音的作用。在生字的有意学习过程中可

要的辅助学习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也亟需拓展。
此外，
有意学习过程中，
非智力因素，
如，
气质、
意

提供拼音作为辅助，
在伴随学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拼

志力、
学习动机与学习兴趣等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

音的辅助与促进作用，
但拼音标注的方式显著影响伴

伴随学习与有意学习存在显著差异，
学习是否也受到

随学习的效果

非智力因素（如，
学习习惯、
态度、
情绪情感等）的影响

［14］

。注音方式分为三种：
全文注音，
生

字注音，
不注音。已有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全文注音方
式是最为有效的注音方式，
生字注音方式则最不利于
伴随学习。由于儿童在学习书面文字之前，
已经掌握

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二）深入探究分享阅读媒介与阅读材料设置
的影响

了丰富的口语，
在分享阅读过程中成人的发音有利于

传统的分享阅读的载体是纸质图书，
但随着互联

促进儿童实现
“形——音”
联结，
这种促进作用在全文

网与电子媒介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儿童通过电子显示

注音与不注音方式下都存在，
但生字注音的方式可能

屏来进行学习，
电子显示屏能够提供更加丰富、
动态

提示儿童生字的存在，
拼音或成为额外刺激干扰了学

的、
视听触一体的阅读材料，
有利于分享阅读过程中

习的发生，
或成为生字替代物儿童直接跳过生字利用

多种感官的参与，
在阅读专注度、
方式上与纸质图书

拼音完成了阅读，失去了伴随学习生字的机会。综

存在显著的差异，
但另一方面丰富的信息究竟起着促

上，
分享阅读中全文注音与不注音都是可取的方式。

进作用还是分散注意的作用呢？在电子屏幕时代，
如

其次，
语境的作用。有研究者认为若阅读材料能
够提供丰富的文本信息，
具有较强的语境，
语境则能
成为伴随学习的重要学习线索，
与语音一起共同促进
伴随学习的发生。
（四）学习效果评估因素

何规避其不利影响而发挥分享阅读的优势是值得深
入探讨的问题。
在有意词汇学习中，
生字的意义、结构复杂程度
与词性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但现有的部分研
究与有意学习结果相悖，
有研究发现在分享阅读中意

对分享阅读中伴随学习效果的评估主要遵循如

义复杂字伴随学习效果并不一定显著低于简单字，
名

下模式：
前测（剔除已知目标字）——分享阅读——后

词的伴随学习效果也并未优于动词 ［15］ ，
究竟是分享

测（评估效果）。由于伴随学习属于无意学习范畴，
研

阅读的学习模式与有意学习相异，
还是因为实验操控

究者较为关注伴随学习效果的保持，
在对伴随学习效

等原因需深入探究。

果进行评估时将即时测验与延迟测验相结合，
前者关
注伴随学习的即时效果，
后者关注长期效应。基于遗

（三）分享阅读方式的精细区分及对应性伴随
学习效果探究

忘规律一般认为即时学习效果优于延迟效果，
但已有

分享阅读的风格与方式不存在确定的模式，
风格

两次与三次追踪评估的研究显示延迟学习效果显著

与形式多样，
但不同风格与形式中蕴含着共同的因素

优于即时学习效果。可能的原因是多次测评再一次

与特殊性因素，
对共同因素的探究有利于找出促进伴

提高了目标生字的出现频率，
练习提高了学习效果。

随学习的关键性因素；
对特殊性因素的探究有利于发

这提示我们在分享阅读后，
成人将阅读材料中的字词

展出分享阅读的特色。

挑出来
“测试”
儿童，
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儿童生字的
伴随学习效果。

三、
分享阅读中伴随学习模式的未来研究
（一）关注特殊儿童的伴随学习模式及非智力

首先，
深入探究分享阅读中人际互动模式等非能
力性因素对分享阅读中伴随学习效果的影响。已有
研究证实分享阅读能够促进儿童情感体验的发展，
那
么情感体验能否在生字学习中发挥促进作用呢？鉴
于生字有意教学的经验，
分享阅读过程中设置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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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情感氛围，
在分享阅读中给予儿童温暖、

［7］

Bion, R., A. H.,, Borovsky, A., & Fernald, A. Fast map-

积极、
不间断的反馈对儿童阅读动机、
注意稳定性、
阅

ping, slow learning: Disambiguation of novel word-object

读投入等应有积极作用。

mappings in relation to vocabulary learning at18,24, and
30 months［J］. Cognition,2013,126（1）: 39-53.

其次，
对分享阅读过程中伴随学习与有意学习相
结合的双模式学习效果探究。伴随学习业已证明能

［8］

son, F. J. U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shared book reading:

促进儿童词汇的发展，
但有意学习仍然是年龄较大儿

Multiple factor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preschool

童系统学习词汇的重要途径。分享阅读过程中与结

literacy outcomes［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

束后能否加入意义学习的操作，
如，
辨认生字、
造句等
活动，
实现有意学习与伴随学习地结合理应促进儿童
词汇的学习。
再次，
成人与儿童的互动方式与模式影响儿童伴
随学习效果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认为互动式分享
阅读是促进言语能力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16］ ，
成人
与儿童分享阅读过程中互动水平未必达到理想化状
态，
探索并提高分享阅读过程中成人的互动技巧需要
关注。有学者初步划分了三种阅读风格——描述者
的风格，
理解者风格，
任务定向风格［17］ 。不同风格中

Hindman, A. H., Connor, C. M., Jewkes, A. M., & Morri-

ly, 2008,23(3): 330-350.
［9］

张擘，但菲. 近二十年国内外幼儿对话式阅读研究综述
［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34(12):126-132.

［10］ Yorke A M, Light J C, Gosnell Caron J, et al. The effects
of explicit instruction in academic vocabulary during
shared book reading on the receptive vocabulary of children with complex communication needs［J］.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2018,34(4):

288-300.
［11］ 李虹，伍新春，张洁，郑秋，朱瑾. 不同形式分享阅读

成人与儿童的互动模式各不相同，
达成的目标也存在

对儿童字词学习和阅读动机的长期影响［J］. 教育学报，

显著的差异，
这种风格的划分为探究亲子互动模式提

2010,6(5):89-95.

供启示，
但科学严谨的界定互动方式并探究各方式的
影响作用则需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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