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中两国中学⽣的阅读习惯
双⽂化年度论⽂ 2019

华侨中学 张丁元（4B1）
摘要
1、前⾔
阅读习惯这个课题在当今中学⽣的教育中时常引发热议，⽽本⽂则想要着重研究新加坡与中
国两国中学⽣的阅读习惯，来探讨⼀些现有的社会问题和现象，并针对现有改进空间提出建
议。
2、研究综述
阅读在每个时代的重要性都是⽏庸置疑的，在⾯对⼆⼗⼀世纪科技的⽇新⽉异，许多的家长
和教育⼯作者都在为孩⼦摸索并寻找最佳的阅读⽅式。
肖⽂轩的研究就发现⾼中学⽣没有养成每天都阅读的习惯、没有养成阅读经典⽂学作品的习
惯、没有完成养成正确运⽤阅读⽅法的习惯、没有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没有养成勤于累计
的习惯、没有养成预习、复习的习惯。1
⽽朱琳就认为在阅读动⼒系统中, 正确的阅读动机是唤起中学⽣阅读⾏为的发动机和对阅读
⾏为进⾏定向的指⽰塔 ; 强烈的阅读兴趣是激发并保持中学⽣阅读积极性的催化剂; ⾼尚的、
丰富的阅读情感是强化和调节中学⽣从事阅读活动的防腐剂; 坚强的阅读意志是推动和维持
中学⽣进⾏阅读活动的助⼒器 ; 良好的阅读习惯则是促进中学⽣提⾼阅读效率的⾃动处理
器, 这些阅读品质在中学⽣的阅读活动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2
因此，笔者希望能够综合前⼈研究来针对新中两国的中学⽣他们的阅读习惯以及阅读材料进
⾏研究以及对⽐，从⽽针对两国学⽣的现状提出建议进⾏改善。
3、研究问题
本⽂所研究的核⼼问题是新中两国中学⽣的阅读习惯，因此，本⽂的核⼼框架将会涵盖并且
围绕下列三个指导性问题。
1. 新中两国中学⽣的阅读现况有何差异？
2. 新中两国中学⽣现有的阅读习惯有哪些问题？
3. 上述问题对于教育者、家长以及学⽣来讲该怎么解决
研究价值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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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对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阅读活动是认知系统和动⼒系统共同参与，协同作⽤
的过程 。⽽中学⽣是阅读⼈⼜中的⼀个重要群体。 对于中学⽣来说, ⽆论是课内知识的学
习 , 还是课外信息的获取 , 或是对⾃⾝素养的完善, 都离不开阅读活动。
⽽中学⽣⾯临的挑战将会是：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率地从⽆限的书籍以及⽹络信息中汲取知识。
⼆，如何在⽹络风靡，⼲扰不断的时代中能有系统地阅读。
三，如何在当今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中寻找可靠的信息进⾏阅读。
这些挑战或许并不仅仅适⽤于中学⽣，但对于中学⽣这⼀处于信息消化能⼒巅峰的群体来
说，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值得关注的。因此，本⽂希望能够深度了解中新两国中学⽣的⽇常
阅读习惯并将其进⾏对⽐。
本⽂也希望能够针对上述挑战给予现今两国中学⽣⼀个更好的阅读计划。同时，本⽂也希望
能给予当今以及未来教育界⼈⼠、家长以及学⽣参考性意义，从新中两国中学⽣这个独特的
视⾓来看当今青少年的阅读习惯。
这能让⽼师更清楚学⽣的现状，针对学⽣的需求进⾏课程上的修正调整。让家长更清楚孩⼦
的状态，在必要时候给予他们相对的引导，以免他们抱着现有错误的阅读⽅式误⼊“歧途”抑
或是⼀错再错。让中学⽣能够更了解⾃⾝，从⽽⾃我反省，提升。
3.1、研究⽅法
本⽂将主要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来了解当今中新两国中学⽣的阅读现状，从⽽获取更全⾯的信
息来分析探讨两国中学⽣的阅读习惯。
同时，本⽂也将使⽤⽂献分析法。笔者将参考各类专业学术论⽂、期刊论⽂、⽹络资料、报
章评论以及与书本和阅读有关的书籍来分析各种阅读⽅法。这能让笔者对现有数据进⾏更好
的处理以及分析，从⽽得出更有可信度的结论。
4、研究对象
笔者的研究对象为在新中两国就读的中学⽣。笔者也在中新两地都投放了⼤量的问卷调查，
以采集⾜够的样本进⾏分析⽐较。问卷⼀共包含了34道问题，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了中新两国
中学⽣的：阅读动机、阅读意志、阅读平台、阅读内容以及阅读质量等五个⽅⾯。投放给中
新两国的问卷⼤体⼀样，但在地域性的特殊问题上稍作调整。⽽新加坡的问卷也包含了中英
双语，确保新加坡学⽣取样的多样性以及在理解问题时的准确性。
中国的问卷⼀共收到了200份有效回复，其中收到的样本来⾃中国各地：四川、陕西、⼴
东、江苏、北京、海南、云南、新疆、浙江等，概括了中国的⼤江南北。⽽男性回复占据了
49.3%，⼥性占据了50.8%，男⼥⽐例⼏乎达到了1:1。⽽新加坡的问卷则收到了101份有效回
复。这些基础信息确保了本问卷的代表性，提升了本⽂的可信度以及权威性。

5、研究结果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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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将会对⽐中新两国中学⽣的阅读动机、阅读内容、阅读平台、阅读质量等四个⽅⾯，从
⽽挖掘中学⽣在阅读时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法和建议。
5.1、阅读动机的差异
图表1

中国

100%

阅读动机

新加坡

80%
60%
40%
20%
0%

应考/考上好学校

提⾼高阅读能⼒力力/增⻓长知识

喜欢阅读/培养艺术鉴赏能⼒力力

为将来找⼯工作做准备

满⾜足家⻓长/⽼老老师的期望

消磨时间

阅读动机有着启动功能，它是促使⼈产⽣某种阅读⾏动的原动⼒。它也有定向功能，引导阅
读⾏为，推动个体⾛向某⼀具体⽬标，⽐如读什么书，怎么去读等。它还有强化以及调节功
能，学⽣在阅读学习中树⽴了长远的志向，把阅读活动同社会需求和⾃我实现结合起来，有
助于个性的健康发展。3
阅读动机可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指个体的内在需求 , 个体因内在需求从事各项
感兴趣的活动 , 即使⽆诱因酬赏, 仍能⾃发投⼊学习。外在因素指的是个体因外在诱因⽽学
习, ⼀旦诱因消失或降低 , 学习动机也减少或消失。4
根据图表 1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中学⽣的内在阅读动机，包括提⾼阅读能⼒/增长知识
（89.1%)，喜欢阅读/培养艺术鉴赏⼒/陶冶情操（57.4%），消磨时间（35.6%）等都⽐中国
学⽣来的⾼。⽽内在阅读动机往往更加巩固持久，能够驱使个体在长期中更愿意去阅读。
让⼈略感意外的是，虽然较多的中国中学⽣是为了掌握必须的知识/为将来找⼯作做准备
（49.5%），但更多的新加坡学⽣的阅读动机是应考/考上好学校（51.5%）。这两者都为外
在因素，但其区别则在前者属于远景性动机，⽽后者属于近景性动机。5两者可以相互转
换，远景性⽬标也可以拆解为多个近景性⽬标，⽽应考/考上好学校就是为将来找⼯作这“千
⾥之⾏”的“始于⾜下”。这种现象反映的是中国学⽣对未来的憧憬，阅读也较有远景性。

3

朱琳，同上

⽅⼦华 , 国⼩家庭阅读活动、《学校阅读环境与阅读动机之相关研究》， 台湾屏东师范教育学院教育研究所，
2004，p16-20
4

⼈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基础⼼理学”，http://old.pep.com.cn/xgjy/xlyj/xlshuku/xlsk1/jcxlx/201008/
t20100818_663142.htm，2010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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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阅读环境
图表2

⽇日均阅读时间

中国

50%

新加坡

40%
30%
20%
10%
0%

<30分钟

30分钟-1⼩小时

1⼩小时-2⼩小时

>2⼩小时

从图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更多的新加坡学⽣（68.4%）⽇均阅读时间在30分钟之上，⽽中
国学⽣只有60%的⽇均阅读时间在30分钟以上，同时，有14.9%的新加坡学⽣⽇均阅读时间在
2⼩时以上，⽽只有4%的中国学⽣⽇均阅读时间在2⼩时以上。新加坡学⽣的⽇均阅读时间
⾼于中国学⽣。
图表3.1

图表3.2

新加坡阅读环境的舒适度

中国阅读环境的舒适度

60%

60%

50%

50%

40%

40%

30%

30%

20%

20%

10%

10%

0%

⾮非常舒适

⽐比较舒适

不不太舒适

极不不舒适

0%

⾃自主选择读物
阅读课以及课外阅读活动
学校以及周遭环境

⾮非常舒适

⽐比较舒适

不不太舒适

极不不舒适

阅读环境舒适度的计算包括了三个因素：学校以及周遭环境给予的阅读机会（课堂阅读时
间，书展等），对阅读课以及各种课外阅读活动（读书交流会）的喜爱程度以及⾃主选择读
物的频率（前往读书馆选择读物，上⽹购买书籍等）。三个因素各分为四个层级让参与问卷
的同学选择，最后以百分⽐的⽅式算出相对的舒适度。
新加坡阅读环境的舒适度从图表3.1和3.2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和中国阅读环境舒适度的
差异不⼤。但阅读环境的舒适度只能论证两国学⽣对当前阅读环境的感知相似，却并不能说
明两国在推⼴阅读⽅⾯的努⼒是⼀样的。对现有外在环境的满⾜的最⼤原因是由于没有接触
到更好或是更强烈的环境。如同前⽂提及的，新加坡的阅读风⽓实则⽐中国强上不少，其根
本原因还是在新加坡阅读推⼴活动在政府、图书馆和各种教育、民政、商业等公私营机构的
合作下进⾏，宣传⼤使涵盖从总理、演艺明星到专家学者的⼴泛层⾯，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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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包括了图书馆、出版商、书店、学校、电台、电视和⽹络等。6从“读吧，新加坡”，“⼉童
启蒙阅读计划”，“新加坡书展”，“新加坡读书会”等活动中就可见⼀斑。但中国的阅读推⼴活
动更多还是图书馆在孤军奋战，因此收效甚微。同时，在硬件设施上，新加坡⼟地⾯积的狭
⼩也成为了它的优势。新加坡全岛散布着26间设施齐全，环境舒适的图书馆，⽽中国却因为
⾯积太⼤，资源有限等桎梏，⽆法提供这⼀类的设施。
5.1.2、阅读的可持续性
根据调查问卷，有77.5%的中国学⽣以及86.1%的新加坡学⽣对阅读的喜欢程度在从1到10（1
为最厌恶，10为最喜欢）中选择了6或者更⾼的分数。这显⽰了⽆论是由于外在动因还是内
在动因，两国中学⽣对阅读普遍是没有抗拒⼼理的。
⽽在不喜欢的原因中占⽐最⼤的则是没有时间（中国45.2%，新加坡68.4%）。这显⽰如果时
间充沛的话，两国学⽣都是愿意去阅读的。
图表 4

专注阅读时⻓长

中国

70%
58.333%
46.667%
35%
23.333%
11.667%
0%

新加坡

⼀一⼩小时⾄至三⼩小时

< 1⼩小时

三⼩小时以上

专注阅读时长指的是能够聚精会神，⽬不转睛的阅读时长。根据图表4，69%的中国学⽣专
注阅读时长少于⼀⼩时，⽽57.5%的新加坡学⽣专注阅读时长在⼀⼩时以上。中国学⽣在阅
读上的专注⼒相较于新加坡学⽣较弱，这是由于中国学⽣并没有将阅读当成学习⽣活中理所
当然的⼀部分，从之前的图表2中就可看出，中国学⽣并不热衷于阅读，⾃然不会花⼤量的
时间去阅读。
5.2、阅读内容的差异
图表5

中国
⼩小说/⼈人物传记

阅读的资料料种类

新加坡

散⽂文/诗歌
童话/寓⾔言故事
学术资料料/期刊论⽂文
新闻/报章
⼋八卦期刊/杂志/娱乐新闻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绘本⼤大家，“新加坡怎么做阅读推⼴广？”，https://m.sohu.com/n/438395595/，摘于《阅读推⼴广 理理念·⽅方法·案
例例》（2013年年6⽉月），2019年年2⽉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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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表5可以看出，有66%的中国学⽣和68.3%的新加坡学⽣⼀般阅读⼩说和⼈物传记，这两
组数字都是相当的⾼。
图表5也显⽰只有16.8%的新加坡学⽣阅读童话以及寓⾔故事，这⽐40.5%的中国学⽣少了许
多。相似的还有散⽂以及诗歌类读物，只有22.8%的新加坡学⽣阅读这⼀类读物，相⽐于
45%的中国学⽣少了许多。
图表5显⽰有81.2%的新加坡学⽣阅读新闻报章，这⽐34%的中国学⽣⾼了许多。如上所述，
新加坡学⽣接触时事的时间⽐中国学⽣是要⾼出许多。这种现象还是由于两国教育系统的切
⼊点有所差异。新加坡更倾向于时事观、全球观的培养。⽽中国学⽣更多的时间却需要应对
硬性的学习要求以及庞⼤的背诵量。⽽新加坡⽼师则⿎励同学多多阅读时事，为写⽂章打基
础，教育的切⼊点不同导致了双⽅阅读的材料不同。这背后代表的是两国之间社会风⽓的差
异，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发布的2016年国家阅读习惯报告就指出，报纸或⽹上报章是所有年
龄层的必读物。7但在中国类似⾔论的声⾳就⼩了许多，更多家长所看重的阅读材料更多的
是直接影响孩⼦成绩或是先辈总结出来的经典名著，⽽⾮短期内看起来毫⽆作⽤的时事新
闻。
5.3 阅读平台的差异
本⽂将阅读平台主要分割为⽹络阅读和传统阅读两个平台。⽹络阅读指任何在电⼦设备上的
阅读，⽽传统阅读则指纸质以及实体材料的阅读。
5.3.1、⽹络阅读
图表6.1

图表6.2

新加坡学⽣生阅读材料料媒介
电⼦子化材料料

中国学⽣生阅读材料料媒介
电⼦子化材料料

纸质材料料

纸质材料料

37%

42%
59%

63%

根据图表6.1和图表6.2，有41.5%的中国学⽣和36.6%的新加坡学⽣在纸质材料中和电⼦化材
料中更倾向于阅读电⼦化材料。

2016 NATIONAL READING HABITS STUDY ON ADULTS (p. 19, Rep.). (2016).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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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中国（83/200 41.5%）

新加坡（37/101 36.6%）

电⼦子化阅读资料料来源
60%
50%
40%
30%
20%
10%
0%

56%

50%

44% 47.4%

47.4%

29.6%

27.2%

18.4%
微信公众号/部落格

社交媒体

本地新闻机构

国际新闻机构

根据图表7，微信公众号、部落格以及社交媒体等占据了中国学⽣⽹络阅读资料来源的⼤
半。但这些⾃媒体平台本⾝充斥着⼤量未经验证过的讯息，甚⾄还有为了⾃⾝或者集团利益
的造谣者，可信度不⾼，假新闻遍布。⽽虽然47.4%的新加坡学⽣也通过社交媒体获取阅读
材料，但有更多新加坡学⽣采⽤本地新闻机构（50%）以及国际知名新闻机构（47.4%）获
取阅读材料，⽐中国学⽣都来得⾼出不少。这些平台虽然仍有漏洞，但相对于开放的⾃媒体
⽽⾔，可信度以及中肯度会⼤幅度提升。
5.3.1.1、碎⽚化阅读：新闻报章、娱乐⼋卦、社交媒体
图表8.1
中国学⽣生阅读时间分
配

新加坡学⽣生阅读时间
分配

为了了学习的阅读时间
为了了休闲放松的阅读时间
为了了陶冶情操的阅读时间

30%

图表8.2

23%
38%

40%

37%

32%

阅读时间计算出的百分⽐由（单项阅读总百分⽐/问卷总⼈数）⽽得出。
笔者在问卷⾥的休闲放松的阅读时间详指⼋卦期刊、杂志、娱乐新闻、社交媒体等⽹络碎⽚
化内容。从图表8.1和8.2可以看出，新加坡学⽣将36.7%的时间花在该类阅读上，⽽中国学⽣
也将31.7%的时间花在这上⾯。可以说这⼀类的碎⽚化阅读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学⽣⽇常⽣活
的⼀部分了。
碎⽚化信息将复杂的信息简单化，为了达到容易认知的⽬的⽽⼤量降低了认知的成本。8⿇
省理⼯学院电脑系博⼠卡尔纽波特在《深度⼯作》⼀书中概括上述现象时指出：现在很多脑
⼒劳动者花费六成以上的⼯作时间在“浮浅⼯作”上，但这种⼯作和学习⽅式通常不会创造太

8知乎⽇日报，“⻓长期接受碎⽚片化信息有什什么弊端？”，https://daily.zhihu.com/story/484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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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价值。9但在⽣活中碎⽚化时间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10 ，与其对抗，不如将它利⽤并发挥最
⼤效应。
在《碎⽚化阅读背景下全民阅读的推进》⼀⽂中，张福平就指出电⼦读物的碎⽚化阅读虽然
因其快餐式阅读特征⽽妨碍⼈们对⼀些问题的深层思考，但短⽂、图⽚浏览之类的碎⽚化阅
读，又会帮助⼈们更快地获取多元信息、丰富认识，从⽽更全⾯地认识事物。11这是认知的
基础，也对知识之间的融合、重组有着巨⼤的作⽤。⽽作为中学⽣，电⼦化媒介的碎⽚化阅
读和纸质媒介的系统性阅读更应该双管齐下，丰富认知，建⽴完整的思维体系。
5.3.2、传统阅读
根据图表6.1和图表6.2，有58.5%的中国学⽣和63.4%的新加坡学⽣在纸质材料中和电⼦化材
料中更倾向于阅读实体书籍和资料。其中，60.5%的中国学⽣和81%的新加坡学⽣都指出背
后的原因是由于纸质材料让他们更有“阅读感”。根据新加坡2017年青少年阅读报告，更多的
青少年倾向于阅读实体材料，这与笔者的问卷结果不谋⽽合。12该报告也指出，这种现象的
原因包括了⼿机屏幕太⼩以及纸质书籍难以取代的“阅读感”。这显⽰，即使是在电⼦化潮流
的今天， 实体材料仍占据了学⽣阅读的主导地位。紧跟其后的原因则是实体材料让学⽣有
读完整本材料的欲望。⽽只有不⾜半数的学⽣指出⽹络资料太过凌乱，⽽实体材料的信息更
有体系这⼀问题。这显⽰⼤部分学⽣并没有察觉⽹络阅读和传统阅读之间的差异，⽽对该差
异的认知会改变他们的阅读导向，因此笔者希望中学⽣能够通过本⽂更加注重该问题。
5.3.2.1、系统性阅读：整本书籍、经典名著
从前⽂的图表8.1和图表8.2可以看出，新加坡学⽣在陶冶情操⽅⾯的阅读只花了23.1%的时
间，⽽中国学⽣在该⽅⾯也只花了30.4%的时间。笔者在问卷⾥陶冶情操的阅读详指经典名
著、童话、寓⾔故事等。⽽这些书籍往往是成本的，有系统性的阅读材料。两国学⽣在这⽅
⾯阅读所花的时间相对都是最少的。⽽结合图表5中新加坡学⽣童话寓⾔等⽅⾯较低的接触
量，可以看出新加坡学⽣在这类阅读中的严重缺失。长久以往，这场经典名著在本地会逐渐
被淡忘。
⾼⼩华在《⾼中语⽂经典名著阅读教学问题与对策的研究》⼀⽂就指出，当前部分中学⽣语
⾔⽂字⽔平低，阅读能⼒差，与传统⽂化中的⽂学艺术、 哲学历史有隔离和⽣疏之感的现
象。⽽这些都与经典阅读淡化有关 。 13这样阅读的缺失不仅可能会影响中学⽣完整思维体系
的建⽴，也对他们语⾔⽔平的提升形成了阻碍。

联合早报，“如何应对碎⽚片化时代？”，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
story20180502-855448，2018年年5⽉月
9

1036kr，“承认吧，碎⽚片化阅读明明就是⼀一件⼤大好事”，https://36kr.com/p/5038813.html，2015年年10⽉月
11

张福平，<碎⽚片化阅读背景下全⺠民阅读的推进>，⻅见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年2⽉月

L. C., & S. B. (2017). Report on the reading habits of Singapore teenagers 2017 (pp. 14-18, Rep.).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2

13

曹⼩小华，《⾼高中语⽂文经典名著阅读教学问题与对策的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年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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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阅读质量的差异
本⽂将主要从对阅读信息的判断能⼒和阅读有效性两个⾓度来对⽐以及分析中新两国中学⽣
阅读质量的差异。
5.4.1、阅读信息接受度
图表9

对阅读信息的判断能⼒力力
中国

60%

新加坡

40%
20%
0%

判断能⼒力力极强

判断能⼒力力较强

判断能⼒力力较弱

判断能⼒力力极弱

对阅读信息的判断能⼒在本⽂中主要以三个⽅式衡量：在阅读时是否会觉得所阅读的资讯
（包括知名新闻机构、政府、学校等的官⽅⽹站）出现错误（逻辑漏洞，过度夸张，倾向性
⾔论等），在阅读时如果觉得看到的资讯有瑕疵是否会进⼀步思索（如何反驳，如何改进，
事实真相等）以及是否会从不同⽹站或来源来阅读同⼀件新闻。三个因素各分为四个层级让
参与问卷的同学选择。
从图表9中我们可以看出63.6%的中国学⽣和54.4%的新加坡学⽣偶尔或从来没有批判性思
维。两国中学⽣对阅读信息的接受度都有些盲⽬，批判性思维普遍偏低。这种现象实属正
常，毕竟，连⼤多数成年⼈都不⼀定带有批判性和怀疑⼼理去阅读。但在当今假新闻泛滥，
企图操控我们的⾏为和思想的世界⾥，这种现象⽆疑是危险的。现在中学⽣未来所处的世界
更加迫切的需要这样的批判性思维，⽽思维的锻炼则应该在两国都从中⼩学阶段就开始。
5.4.2、阅读有效性
图表10

中国

50%

阅读有效性

新加坡

25%
0%

⾮非常有效

⽐比较有效

不不太有效

根本⽆无效

阅读有效性在本⽂主要从四个⽅⾯衡量：是否会在阅读纸质书籍或电⼦书籍时做笔记，是否
会制定⾃⼰的阅读计划，是否会向师长或同学提出⾃⼰在阅读时遇见的疑问，是否会归纳总
结⾃⼰阅读过的内容。四个⽅⾯分别分成四个层级的频率让参与问卷的同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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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表10可以看出，⽬前中新两国中学⽣阅读有效性普遍偏低。⽽新加坡中学⽣的阅读有效
性⽐中国中学⽣还要逊⾊些，可见新加坡中学⽣并没有养成随读随记，温故知新，求索发问
等习惯。⽽中国中学⽣由于考试需要，在阅读时的⾃发⾃主性则会更强些。
李霓虹的研究就发现14，语⽂阅读教学有效性的低下主要体现在泛⽽不深上。语⽂阅读的⽬
标虚化，内容包罗万象，可在保证了“量”的情况下却又忽略了“质”。这与新中两国中学⽣⽬
前的阅读有效性⾮常相似，⼤量的信息充斥着中学⽣的头脑，可却因为缺乏思考⽽⽆法长期
的停留，造成了过⽬即忘，学⽽不思的现象。
该现象发⽣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现今时代资讯爆炸，杂七杂⼋的信息让中学⽣⽬不暇接，⽽
新加坡中学⽣更是从⼩“机不离⾝”，缺乏细细阅读，求甚解的精神。
6、建议
两国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两国⼤部分学⽣不阅读的原因是因为缺少时间，因此，家长和教育⼯
作者应该致⼒于增加学⽣的⾃由时间，并⿎励学⽣将⾃由时间投⼊于阅读当中。例如新加坡
现有的课前阅读时间，就能很好的利⽤早晨的时间，让同学们的⼀天从阅读开始。
两国中学⽣在电⼦材料与实体材料之间仍更加偏爱阅读实体材料。因此，在针对⼀些⽹上资
料时，⽼师们不妨将其影印成实体材料，让学⽣更愿意去阅读。这不仅仅能提升“阅读感”，
也是培养在阅读时做笔记的好习惯的机会。
两国⼤部分学⽣对电⼦材料和实体材料在信息系统性上的差异并不清楚，作为引导者，⽼师
也应该重视中学⽣系统性思维的培养，强调阅读整本书籍的重要性。教育者可以把类似于书
城之旅的课外活动纳⼊课程范围中，⿎励学⽣选购书籍，⽽不是仅限于在图书馆借阅书籍。
消费⾦钱购买本⾝也是外在阅读动机的⼀部分。⽽家长也可适当的购买⼀些实体书籍赠与学
⽣，当你的房间汗⽜充栋时，那么系统性阅读也⾃然会成为习惯。
新加坡
新加坡学⽣陶冶情操⽅⾯的阅读量低，童话、寓⾔、散⽂、诗歌等⽅⾯的阅读量也低。这种
现象背后⾸当其中就是⼀场⽂化危机：经典、历史、⽂化是否会被下⼀代遗忘？这场危机不
限于新加坡，但新加坡的状况却更加紧迫。解决这样的危机核⼼在于让学⽣意识到经典、历
史、⽂化的重要性和不可取代性。⼈类的历史不外乎模仿学习，厚积薄发，最后突破创新。
对经典、历史、⽂化的舍弃是对⼈类祖先⼏千年积累的忽视，这会让现今学⽣看到的世界⼤
幅缩⽔。新加坡的现状便是过于注重眼前实事，未来发展。因此，教育⼈⼠也该对整体教育
⽅针有所调整，将更多的⽂学古籍、传统经典等在经过适当简化后编⼊教材之中，⽽不是仅
着眼于现当代⽂学或说明类⽂章。
新加坡中学⽣倾向于从本地报社和社交媒体获取电⼦阅读资料，那么⽼师们也应投其所好，
多使⽤这⼀类平台作为传播教学资料的媒介。例如每天在固定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篇⽂
章以供学⽣阅读，或是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报社和新闻⽹站的⽂章，学⽣对这些他们更熟悉的
平台在阅读时的抗拒⼼理也会较低。
14

李李霓虹，《⼩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初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年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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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学⽣在⽹上阅读时资料来源参差不齐，也没有辨别真假新闻的能⼒，缺乏批判性思维，
⽽假新闻这个问题却越来越糟。这个问题不限于中国，但中国的状况却更加紧迫。作为学
⽣，我们应该为⾃⼰的阅读材料负责，有意识的辨别⽹上资料来源的权威性，并且通过多种
途径查证资料的可信度。⽽校⽅也应该有意识的引导学⽣学会如何检索阅读资料，过滤并且
筛选适合⾃⼰的阅读资料。⽐如不同⽂献的专业度等，经过层层审阅才能出版的书籍是很多
⽹上内容难以媲美的。
中国学⽣的阅读时间偏低，专注阅读时长也相较更短。因此，为了增强中国学⽣的阅读动
机，中国⽼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将外在学习压⼒化作内在阅读动⼒。将阅读归纳为
⼀种常态，⽽不是单纯以完成作业为⽬的功利性地阅读。地⽅政府部门也可借鉴新加坡开展
“国家阅读运动”，在当地推出类似于新加坡“世界书⾹⽇”，“读吧，新加坡”等活动推动青少
年阅读，⿎动全民阅读的风⽓。15
中国学⽣对时事新闻的接触量也偏低，这在很⼤程度上还是阅读环境的问题，校⽅应该主动
订阅报纸、国际或区域性期刊等，丰富学⽣的阅读材料。⽽不是只限于⽂学著作或⽂摘类读
物。学⽣也该认识到⾃⼰阅读范畴的局限性，扩展⾃⼰的阅读量以及领域。⾝为家长，也不
应该刻意的管控孩⼦的阅读内容，局限于阅读课内读物或是经典等。时事新闻评论报章也同
样重要。
中国中学⽣更倾向于从微信和社交媒体获取电⼦阅读资料，如上，⽼师可以在微信等平台上
找⼀些有⽂化涵养和底蕴的公众号，包括时事评论、⼩说、散⽂等，通过他们熟悉的平台充
实学⽣的阅读资料。

7、研究局限
本⽂虽然涵盖了来⾃不同背景的中新两国中学⽣，但却由于篇幅有限，⽆法更有针对性地从
特定⾓度进⾏对⽐以及分析。这些特定⾓度包括了性别，家庭经济状况，阅读地点等。相信
如果有机会能够在调查问卷中进⼀步针对这些⾓度进⾏提问并且分析，本⽂能够更好的反映
新中两国中学⽣的阅读习惯，并为家长，学⽣以及教育⼯作者提出更加具有前瞻性的建议。
8、结语
两国中学⽣在阅读上都有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缘由是多⾯且复杂的。要改善现状
则需要教育⼈⼠、家长、学⽣三⽅的共同努⼒。教育⼈⼠和家长取到推动性作⽤，⽽关键还
是在学⽣⾃⾝。冰冻三尺⾮⼀⽇之寒，阅读习惯的改变还需要长期的⼯作以及努⼒才能有所
转变，但⽆论是从硬件还是软件上，中新两国都有提升的空间，希望本⽂能够给予两国参考
性的建议，帮助中学⽣更好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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