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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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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认知神经科学家斯坦
尼斯拉斯·迪昂所著《脑与阅读》（周
加仙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版）一书，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系统探讨了脑神经科学下的阅
读原理，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神经与
文化相互作用的假说——“神经元
再利用”假说。我在阅读这本书时，
联想到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教授玛
丽安娜·沃尔夫在其阅读研究专著

《普鲁斯特与乌贼》中提出的“阅读
脑 ”（the reading brain）概念，
并得以窥见“阅读脑”在学习阅读的
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秘密。

在教育工作中，无论如何强调
阅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事实上中
小学所有学科都离不开阅读。正如
作者在书中所写：“阅读是可以传递
给未来一代代人的最卓越的礼物。”
对我国中小学阅读教学而言，本书
呈现的脑神经科学研究结论为我们
带来诸多启示。

“从长远来看，只有理
解语义，阅读才有价值”

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往往要求
学生在几分钟内迅速读完一篇文章
并作出自己的理解，事实上这有悖
神经科学原理。“眼睛给阅读行为施
加了许多限制。视觉感受器的结构
决定了阅读时我们必须每 0.2 秒或
每 0.3 秒就让目光跳跃，这样才能够
对整个书页进行扫描。而阅读也只
不 过 是 把 一 系 列 对 单 个 词 的‘ 抓
拍’，通过内部加工过程重新组合起
来。”“目光停下来时，我们只能认出
一两个单词。而每一个单词又会被

视网膜神经元分割成无数碎片，只
有当这些碎片重新整合为一体时才
能真正辨认出单词。视觉系统会逐
步地提取字素、音节、前缀、后缀和
词根。”“大多数每分钟能读四五百
词的优秀阅读者，其眼动方式已经
没有什么提升空间了。考虑到视网
膜的构造，我们很可能没法再去提
升速度了。”

这启示我们，阅读速度一定要
适宜，过分强调快速阅读显然不利
于对语句的理解，甚至会让学生付
出囫囵吞枣乃至误解的代价。要知
道，“从长远来看，只有理解语义，阅
读才具有价值。儿童一定要知道，
阅读不是简单地发出几个音节，还
要理解文字的内容。只有当孩子能
够轻松地读懂单词和句子，并且能
够进行复述、概括或者释义时，才算
圆满地完成了一个阅读阶段”。

同时，呈现文本的字间距也不
可太大，否则就会降低阅读速度。

“一旦字符间距超过两个字符，单词
识别速度会突然减慢并且不再是并
行加工。”

“只有经过语音解码的
训练，才能建立起从字母拼
写到词义的阅读通路”

汉语拼音不愧为汉语学习设计
的一项伟大发明，它使汉字“音形
义”三者中的“音”得以外显化和系
统化，在口语“说”和朗读上无可替
代，并且它采用的是英语共用的拉
丁字母，便于与国际接轨。汉语拼
音虽然只是汉语阅读的辅助工具，
却非常符合神经科学原理。

“所有文化中的书面文字都是由
非常相似的脑回路来进行加工的，特
别是左侧枕-颞区的‘文字盒子区’在
所有阅读者脑中都占有极重要的地
位。”“中文阅读者的‘文字盒子区’必
须包含一系列不同层级的探测神经
元，以探测汉字内部结构中的形旁与
声旁，而非探测字母。”

作者强有力地指出：“大脑的加
工并不是直接从字形到字义的。在
解码一个单词之前，还必须进行一
系列心理与大脑的运作。脑先将每
个字母串分离开来，然后重组成一
个由单个字母、双字母、音节、词素
构成的层级结构。”“我们必须致力
于建立一个高效的神经元层级结
构，这样，孩子就可以识别字母和字
素并轻松进行语音转换了。大脑阅
读的其他重要方面——掌握拼写、
丰富词汇量、领会语义的细微差别
及感受文学的愉悦，所有这一切都
取决于这关键性的一步。如果不教
授孩子阅读的方法，一味渲染阅读
的乐趣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不对书
面单词进行语音解码，他们掌握阅
读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减少。”“只有
经过多年对语音解码通路的训练，
从字母拼写到词义的直接阅读通路
才能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在识别汉字的过程
中，读音是第一步，而汉语拼音正起
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学习汉语拼音中，也许最困
难的是识记绝大多数汉字正确而唯
一的拼音。“中文的书写系统主要依
赖于字符与语音的或然联系，这种
联系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因为
不存在一个能覆盖所有汉字结构的
抽象规则。”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11年版）》，一至九年级要

“认识 3500 个左右常用汉字”。这
时就不能仅仅依靠拼音，而要依靠

“音形义”中的“形”和“义”，只有这
样才能区分同音字和同音词。也就
是说，识别汉字的拼音后，就要进一
步识别汉字的具体形状，主要是笔
画和偏旁部首。“当编码汉字时，脑
结构应生成识别常见汉字及汉字内
在组成部分的神经元。事实上，大
多数汉字都包含少量的形旁和声
旁，这些形旁和声旁又是由一些标
准化的笔画组成的。这一嵌套式的
视觉规律很容易通过大脑的层级学

习算法掌握。行为实验已表明，汉
字阅读就是依赖于这样一个层级组
合方案。”

“当脑提取相关信息
时，这些心理词典就一本一
本地被翻开”

作者认为，当我们对书面文字
进行加工时，最终会有两条平行的
加工通路运转：“语音通路将字母转
化为语音，而词汇通路则从心理词
典中提取词义。”“中文和日文中的
汉字代表了整体单词，这使得心理
词典相关的区域激活程度更高，特
别是在左侧颞中区。”换言之，识别
汉字时更多的是通过词汇通路。

心理词典是认知心理学家的一
种 比 喻 说 法 ，指 存 储 在 脑 中 的 单
词。心理词典是识别汉字要过的最
后一关。“从视网膜图像加工，到字
母识别的恒常性，再到发音、词素的
识别，最后一直到心理词典中的冲
突解决，人类阅读机制之高效让我
们叹为观止。”

毋庸置疑，读者心理词典中的
词条多多益善，这样才能辨别词语
的细微差别，进而更准确地识别词
语。“每个人的心理词典可能包含了
大约 5 万—10 万个词条。”“当脑提
取相关信息时，这些心理词典就一
本一本地被翻开了。可以这么说：
思维中存在着一座由数卷参考书组
成的参考库，既有拼写指南，又有发
音手册和百科词典。”

“尽管解码对于初学者来说是
一项基本素质，但词汇的丰富程度
也同样重要。”这启示我们，在阅读
中扩大词汇量极为重要。识记3500
个汉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词
汇，因为现代汉语绝大多数是双音
节词，《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就收
录了词语 69000 余个。在阅读教学
中，我们往往片面地要求学生积累

“好词”，并且主要是通过语文课本，
这未免太狭隘了。不仅所谓的“好
词”需要积累，包括普通词语、成语、
熟语、惯用语等在内的各类词语都
要积累。不仅要凭借语文课本，更
要凭借课外的广泛阅读，扩大阅读
量，尤其是对经典作品的阅读，特别
是在小学阶段。当然必要的工具书
也不可少，例如最新的《现代汉语词

典（第7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
5 版）》。学生之所以难以读懂文章
或阅读速度过慢，主要是因为积累
的词汇太少，不仅现代文阅读如此，
古诗文阅读也是如此。

“自主学习是迈向独立
阅读之路的重要一步”

作者强调，孩子的视觉和语言
中枢共同构成了一件精妙的装置，
而教育通过再利用这些神经回路将
其升级为更为熟练的阅读装置。让
儿童在充满字母和词汇的人为环境
中耳濡目染，就很可能使儿童的大
多数下颞叶神经元重新定向，达到
对书面文字的最佳编码。小学一、
二年级学生集中识字，最重要的是
教给学生识字的方法，主要是拼读
音 节 和 拆 解 字 形 ，前 者 往 往 更 重
要。作者认为，掌握阅读的要诀在
于对新单词进行解码。自主学习是
迈向独立阅读之路的重要一步。

了解了大脑的阅读原理，我们
才能进行高效的阅读教学。尽管教
育学绝不会成为一门精密科学，但
有些阅读教学法比其他方法对大脑
更有效。作者由此展望：“在日后的
发展中，教学研究、心理学和神经科
学的研究可以融合成一门关于阅读
的综合性科学。而该如何教授阅读
是这门新兴科学需要回答的首要问
题。我们有必要探索出让孩子无须
流泪就能学会阅读的原理。通过在
学校设置实验课堂和研究实验室来
开辟出一条阅读教育的新道路。”

（作者系四川省巴中市第三中
学语文教师）

“阅读脑”的秘密
——《脑与阅读》读书札记

唐玖江

声称不用眼看、1分钟读完一本
书的所谓“量子波动阅读法”一度在
网上引发热议。评论大多为“骗子
那么坏”而愤慨，更为“家长这么傻”
而怒其不争。究竟是什么蒙蔽了甘
愿付出巨额培训费的家长的眼睛？
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认知
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授陶沙。

陶沙认为，不能简单地说骗子多
么高明、家长多么傻。首先，应该理解
家长，他们太想让孩子赢了，总希望有
灵丹妙药。其次，某些培训机构炒作
的概念似是而非，蒙蔽了家长。从根
源上说，家长上当受骗是忽略了阅读
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提高阅读能
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科学事实。

研究显示，阅读不是人类自然
习得的本能，而是一项需要长期学
习训练的技能。但这里所说的训练
并非单纯指提升阅读速度。阅读的
本质是通过加工文字的形，获取文
字音和义的信息。“读，首先是视觉
加工，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脑完
成形—音—义的整合。无论怎么训
练，视—听—义加工的复杂过程决
定了阅读速度不可能无限地快，必
须在意义的深加工和快加工之间取
得最优的平衡。”陶沙说，一般来讲，
熟悉的内容会读得快，不熟悉的内
容就读得慢；对阅读加工深度要求

高的读得慢，要求低的读得快——
因为深度加工需要时间。

应该说，以信息检索为目的的阅
读通过练习可以提升速度，但这样的
快速阅读只是阅读活动很小的一部
分，通过提高熟练程度，尤其是字词解
码的熟练程度，就可以达到这个要
求。对多数人而言，单纯的速读训练
并非必要，除非有特殊需要。

人们希望通过提高阅读速度应
对海量信息，这可以理解。但不要
忘记，阅读的目的还在于欣赏、理
解、创造。陶沙指出，发展能力的阅
读离不开精读，不可能在无限快速
的“翻书”中实现能力的全面增长。
单纯为提高速度的阅读训练，难以
实现加工深度、质量的提升。如果
希望孩子通过速读来提高学习成
绩，那家长很可能要失望了。

“商家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心
理，放大了局部的东西，或把似是而非
的概念极端化，以至于把家长带偏
了。因此，家长一定要重视理解和尊
重孩子发展的科学规律。”她说。

大量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只有
让儿童深深地沉浸在阅读活动中，
大量、长期地积累阅读经验，才能形
成并发展出高效工作的“阅读脑”，
支撑起优质的学习和发展。陶沙强
调，学习和心智成长的物质基础是
脑，因此我们有必要科学认识脑发

育、脑与学习的规律，基于脑认知发
育与工作机理开展教育教学。

她认为，对学生学习的科学研究
和教育应用转化本身是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不仅需要系统整理和传播研究
的共识，还需要结合教育实际问题，进
一步检验、转化，才能落实到教育实践
中从而大规模应用。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学生包括阅读在内的学习是从脑
到行为的多尺度活动，因此，只有充分
结合脑与行为研究的多种技术和方
法，从实验室到教室，从不同角度围绕
学生学习的共同问题协同研究，才可
能真正揭示学生学习的脑与认知规
律。陶沙表示：“当前，有关儿童青少
年脑与学习的多学科研究进展迅速但
还处于起步阶段，新的科学研究发现
需要多方面的验证形成共识，更多的
规律仍有待发现。我国即将实施的中
国脑计划研究包括儿童青少年脑智发
育与提升，这一重要科学研究计划的
实施必将大力推动我们对儿童青少年
脑与学习的科学原理的深入认识。”

据她介绍，2017 年 9 月起，北京
师范大学等全国 22 所高校和科研
机构建立了“中国儿童青少年脑智
发育研究全国联盟”，正在紧锣密鼓
地筹备全国协作研究，旨在揭示中
小学生学习的脑与认知机制，为解
决包括阅读困难在内的各种学习困
难提供科学方案。

懂点儿脑科学，不再被忽悠
本报记者 王珺

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一个叫艾芙琳·伍德的人
因为速读而名声大噪。她在大学就注意到教授批
阅论文速度飞快而且理解率很高。她的好奇心就
此被启动，潜心研究了三十年，在五十岁时写了一本
关于速读技巧的《Reading Dynamics》（《速读动力
学》），并跟丈夫一起成立了速读培训公司，声称能帮
助人们把阅读速度提高到每分钟几千个单词。新
闻一出即横扫美国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32个城
市。哈佛大学某教授质疑伍德夫妇的培训缺乏理
论依据的声音淹没在各大报纸的头条报道中。

没经过速读训练的普通美国大学毕业生每分
钟读 250 个单词，优秀学生可读 500 至 700 个单
词，读完一本大约 10 万个单词的英文小说需要近
3 个小时。经过速读训练以后的速度则会翻倍，
这卖点自然抓眼球。

与此同时，当时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约翰·肯尼
迪也给速读加了一把火。肯尼迪的阅读速度达到
每分钟 1200 个单词，尽管他并没上过伍德夫妇的
培训班，但名人效应大大提高了“速读”在公众视
野的知名度。

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吉米·卡特，美国各届总
统都是速读的拥趸，他们邀请过伍德夫妇去白宫
授课。其他政治家也纷纷响应，其中威斯康星州
的参议员威廉·普罗希密尔宣布自己每分钟能读
两万字，并允许伍德学校用他的形象做广告，这应
该相当于现在的名人代言。伍德培训班的学生在
哥伦比亚电视台的节目“我有一个秘密”中声称自
己能把 689 页的《飘》在一个小时之内读完。直到
今天，伍德培训班在转卖重组几次后仍然以“艾芙
琳·伍德”的名字在美国一些城市提供现场教学、
网络培训、视频互动教学。

这也正是美国现在仍在用来培训速读的常见方
式，即书籍、视频、应用程序（APP）、网课和实地培训。

我曾经在手机上下载了几个流行的速读
APP，有的免费，有的两三美元，但基本上大同小
异：就是给你一段阅读材料，开始计时，读完有阅
读理解的问题。它新鲜的地方在于给每行文本添
加颜色渐变来帮你加快阅读速度。据称这种颜色
渐变有助于引导读者的眼睛从一行文本的末尾到
下一行的开头，不容易串行；阅读速度能提高到每
分钟一千个单词。可是我觉得养成依赖颜色的阅
读习惯对日常阅读并没有什么实际帮助，因此很
快就卸载了这些应用。

再说软件，美国最好的几种速读训练软件从
六七十美元到三四百美元不等。它们主要提供眼
部肌肉、视神经和大脑训练，控制心中默念并提供
测试，有的还可以多人互动比赛，集体学习，挑战
家人和朋友，增加趣味性。

美国研究者对“速读技术”提出疑问。他们发
现“停止默念”是一个关键，如果能学会在视觉上
识别单词而不是在心里默念，每个人都可以读得
更快。但完全关闭这个声音是不可能的，科学实
验能证明这一点，内部声音向声带发送微弱的声
音信号，这些信号能被测量出来。阅读速度更快
只是意味着使用内部声音更快。

所谓速读实际上是在教授浏览技巧，即使商
家把它包装成“阅读”得更快，但浏览无法完全阅
读所有内容。说白了速读技巧就是教你如何有选
择地获取部分信息。关闭内心声音之外，增加词
汇量是提高速度的另一个关键。当你熟悉了单
词，一眼看到它就能获取它要传递的信息。

除了学术界质疑外，“快速阅读吉尼斯世界纪
录”一直存在争议。美国的霍华德·斯蒂芬·伯格

（Howard Stephen Berg）以每分钟25000个单词
的速度进行阅读，这个纪录于1990年被收入《吉尼
斯世界纪录大全》。菲律宾的玛丽亚·特雷莎·卡尔
德隆（Maria Teresa Calderon）声称，自己以每分
钟80000个单词的阅读速度和100％的理解力而成
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上最快的读者”，人们
对此不能相信，因为以英文一页书平均250个单词
计算，意味着一分钟读300页，即一秒钟读5页。有
人嘲讽地说，如果事先预习过阅读材料，比赛的时
候只翻动书页而并不真正阅读，的确有可能实现
这个纪录，但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意义呢？

据说由于吉尼斯速读世界纪录的标准并不令
人信服，它已经终止将速读纪录加入其荣誉榜。
2015 年，世界心理运动联合会备忘录（Memoriad）
为“快速阅读世界纪录标准”制定了规则，以防止
出现争议。

信息爆炸年代，时间不够无法读书，我认为这
其实是一个假命题。省下刷朋友圈、看抖音快手
的时间，就足够认真精读几本书了。时间紧来不
及阅读，还可以听播客、有声书，开发眼睛以外的
感官功能。

想用提高阅读速度多占有信息，这本身就是
徒劳。我的解决之道供你参考：

首先应该审视和过滤自己的阅读资源，去除
低质信息，这可以通过制定经典阅读书单、订阅优
质微信公众号实现。

其次区分阅读种类，我分为功能阅读和欣赏
阅读。前者要通过浏览、跳读和看数字图表迅速
获取信息，比如大事要闻、工作报告；后者是修身
养性的，比如古典文学。这时一定要把速读丢到
一边，而是要慢读精读，只有这样才能沉浸到文本
中，获得美的享受。毕竟读书除了获取信息之外
的另一大功能是享受，而不是一场体育比赛。

最后，我认为理解比速度更重要。伍迪·艾伦
（Woody Allen）总结得很幽默，他说：“我参加了
速读课程，并在二十分钟内阅读了《战争与和
平》。它是关于俄罗斯的一本书。”

（作者系旅美专栏作家）

谈论速读时
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李颂

专家视点

4 月 20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发布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报告。调查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
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
头，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
均有所增长，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有
声阅读增长较快，成为国民阅读新
的增长点。

数字阅读的发展，让手机和互
联网成为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
介的主体，2019年成年国民人均每
天手机接触时长为 100.41 分钟，比
2018 年增加了 15.54 分钟；人均每
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 66.05 分钟，
比 2018 年增加了 0.93 分钟。但纸
质书报刊的阅读时长有所减少，在
传统纸质媒介中，2019年我国成年
国 民 人 均 每 天 读 书 时 间 最 长 为
19.69 分钟，比 2018 年减少了 0.12
分钟，超一成（12.1%）国民平均每
天阅读 1 小时以上图书，与 2018 年
基本持平。

与此同时，人均纸质书报刊和
电子书阅读量也有所下降。调查显
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略低于2018
年的 4.67 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2.84 本，较 2018 年减少了 0.48 本。
我国成年国民中，11.1%的国民年
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

对我国国民听书习惯的调查发
现 ，2019 年 ，我 国 有 三 成 以 上

（31.2%）的国民有听书习惯。其中，成
年国民的听书率为 30.3%，较 2018
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4.3个百分点，
0—17周岁未成年人的听书率增长较
快，为34.7%，较2018年的平均水平
提高了8.5个百分点，移动有声APP
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

另外，2019 年 0—17 周岁未成
年人图书阅读率、阅读量均有所增
长，其中图书阅读率为 82.9%，较
2018 年的 80.4%提高了 2.5 个百分
点；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10.36 本，比
2018 年增加了 1.45 本。14—17 周
岁青少年课外图书的阅读量最大，为
12.79本，较2018年增加了1.23本。

据了解，此次调查从 2019 年 8
月开始全面启动，执行样本城市为
55个，覆盖了我国29个省、自治区、
直 辖 市 。 调 查 的 有 效 样 本 量 为
21270个，其中成年人样本为16232
个，1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样本为
5038个。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未成年人的
有声阅读率快速增长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书海观潮

● 阅读脑（the reading brain）不是“专门负责阅读的
大脑”，大脑中并没有生来就负责阅读的区域。阅读脑指的是
阅读中的大脑，它会在学习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 阅读是一种神经上与智能上的迂回行为，文字所提供
的直接信息与读者产生的间接且不可预期的思绪，都大大地
丰富了阅读活动。

● 阅读时生成新思想的能力与大脑神经回路的可塑性
相辅相成，两者共同辅助我们超越文本内容的限制。由此能
力生成的丰富的联想力、推理力、领悟力启发人类超越所读，
形成新的思维。

——[美]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

视觉中国 供图

延伸阅读

《普鲁斯特与乌贼——阅
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
[美]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
anne Wolf）著 王惟芬、杨仕
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书史导论》
[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里斯
泰尔·麦克利里 著 何朝晖
译 商务印书馆

《阅读的历史》
[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
著 李瑞林 等译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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