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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本研究采用问卷和访谈法调查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的时间、方式、内容、来源、阅读行为及效果、
阅读需求等,探讨新媒体环境下影响大学生数字化阅读的因素及改善途径。 调查结果显示:基于移动设备的阅

读已成为大学生数字化阅读的首选,新媒体阅读中很少发生标注、批注等类纸质阅读行为,阅读缺乏深思、理解、
交流和创新,缺乏适合专业学术类的阅读内容和工具,浅阅读增长明显,深阅读每况愈下。 阅读内容、阅读工具

和平台、阅读素养成为影响高校学生阅读效果的主要因素,而阅读工具和平台制约着阅读内容的质量和阅读者

的阅读素养。 基于调查结果,本研究提出了改善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效果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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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摇 摇 阅读是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理解、领悟、吸收、
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潘双林,2012)。
受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影响,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

读接触率持续增长。 2015 年 4 月 20 日,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显示,2014 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58. 1% ,
较 2013 年上升 8. 0 个百分点,手机阅读、电子阅读

器阅读等日益成为人们的首选。 调查结果同时显

示,我国成年人每天人均微信阅读时长超过 40 分

钟。 因此,无论从时间还是内容看,基于手机和电子

阅读器等屏幕显示及承载数字内容的新媒体阅读占

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给传统阅读带来巨大冲击,随之

出现了“浅阅读冶“低效阅读冶等现象,但有研究者指

出新媒体的本质并不是浅阅读(黄荔,2013),大众

利用新媒体阅读需要时间适应。
高校学生是新媒体阅读的主要群体,其新媒体

阅读接触率和使用率均高于其他群体,而高校学生

新媒体阅读现状及影响因素方面的专题研究较少,
属于理论研究领域的“冰点冶问题。 已有的相关研

究往往是浅层次和单一性的,或研究数字化阅读的

特性、现状(陈丹等,2013),或探讨当前数字化深、
浅阅读现象(庄丽蓁,2013),或探讨数字化阅读的

影响 因 素 ( 秦 静, 2014; 王 雨 等, 2014; 闫 秋 玉,
2014),缺乏紧紧围绕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行为、效
果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和出路的探讨。

二、研究设计

摇 摇 (一)研究对象的选取

考虑到样本量的要求以及具体操作的可行性,
本研究主要选取课题组成员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学院、信阳

师范学院等高校的学生。
研究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调查对象,

涉及多个年级和学科,保证了被试的非集中性。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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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11 日,以网络链

接和微信邀请等方式进行,共 212 名学生参与,有效

问卷 204 份,有效完成率 96. 23% ,其中 985、211 高

校学生 79 人,一般院校学生 125 人;本科生 143 人,
研究生 61 人;男生 81 人,女生 123 人;文、理、工、其
他类别学生分别有 43、92、56、13 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问卷为主、访谈为辅的调查法调查

高校学生的新媒体阅读现状和效果。 研究首先通过

查阅相关文献和访谈分析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的基

本情况、行为和效果,可能影响新媒体阅读效果的高

校学生基本特征,以及影响阅读效果的因素及因素

之间的关系等;然后设计与开发问卷,包括封闭性问

题和开放性问题问卷。 封闭性问题所获取的调查数

据采用统计分析法进行量化处理。 开放性问题所获

取的调查结果为学生回答的文本内容等质性材料。
研究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调查所获取的文本内容

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先从学生所回答的原始文本

资料中抽取关键概念,继而对概念进行分类获得归

类范畴,并结合运用统计分析法对范畴进行频次统

计和交叉分析,以期从中发现高校学生真实的想法

和建议等。
(三)问卷设计和施测

本研究旨在探讨高校学生数字化阅读基本情

况、阅读行为及其与效果之间的关系,查找新媒体环

境下影响高校学生数字化阅读的因素及因素间的关

系,并探讨改善途径。 研究者编写了“新媒体环境

下大学生数字化阅读现状和需求冶问卷(柴阳丽,
2014a)。 问卷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高校学生

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身份(含本科生、硕士生和

博士研究生)、学校类别(985 或 211 高校、一般院

校)、专业(分文、理、工等)四要素;第二部分为高校

学生新媒体阅读基本情况,包括高校学生对新媒体

阅读优劣势的看法及感受、新媒体阅读的意愿和选

择、阅读时间、内容及来源渠道等;第三部分为高校

学生的新媒体阅读行为和效果,包括新媒体阅读中

的标记、批注、笔记、交流等行为,以及从思考、理解、
记忆等方面调查数字化阅读的效果;第四部分为高

校学生对新媒体阅读的内容、工具、平台、服务等的

需求和建议,这部分设计了开放性问题并辅之以访

谈,以深入调查高校学生对新媒体阅读的需求和建

议,探究影响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效果的因素及机

制。 调查问卷经专家和同行多次审议、修改并试测,
然后根据存在的问题进行微调后投入实际调查。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摇 摇 本研究利用 SPSS 软件和 Excel 软件对定量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用质性分析法分析、提炼调查文本

内容中的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并形成相应的

理论。
(一)新媒体阅读

本研究首先对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方式的偏好

进行了调查。 在利用 SPSS 软件统计分析时给选项

“电脑冶赋值 1,“手持设备冶赋值 2,所得平均值为 1.
82,标准值差为 0. 382,方差为 0. 146(见表一)。 这

说明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学生在数字化阅读方式的选

择上总体偏好手持设备(见表一)。 这一点在本科

生和一般院校的大学生中尤为明显(见图 1),这说

明手持设备因其移动性和信息获取的方便性已成为

大学生数字化阅读的首选。 但目前移动手持设备对

于阅读来说存在弊端,比如干扰多,阅读资源不能满

足需要,平台功能和服务不能支持深度阅读等。 因

此,为了取得更有效和深度阅读效果,研究生和重点

高校学生虽然同样偏好基于手持设备的阅读,但选

择电脑方式阅读的比例略高于本科生和一般高校学

生(见图 2)。

表一摇 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方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偏差

8. 新媒体环境下你更愿意通过下面哪
种方式进行数字化阅读? 204 1. 82 0. 382

图 1摇 不同身份不同院校学生数字化阅读

方式意愿的交叉分析

为了解学生新媒体阅读现状,本研究对高校学

生每天的阅读时间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4.
9%的学生平均每天通过手机、电脑、IPAD 阅读 1-3
小时,阅读时间不到 1 小时、3-5 小时、5 小时以上

的学生分别占 23. 0% 、18. 1% 、3. 9% 。 这说明 1 / 2
以上的学生每天数字化阅读的时间为 1 -3 小时。
交叉分析发现,与本科生和其他专业学生相比,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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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阅读时间在 3-5 小时的研究生和理科生的比例

有所上升,男女生没有显著差异。

表二摇 平均每天通过手机、电脑、iPad 等

进行数字化阅读的时间

频数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排序

不到 1 小时 47 23. 0 23. 0 2

1-3 小时 112 54. 9 77. 9 1

3-5 小时 37 18. 1 96. 1 3

5 小时以上 8 3. 9 100. 0 4

表三摇 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的主要内容

阅读内容 频数 百分比(% ) 排序

网页 134 19. 7 2

QQ 空间、博客 145 21. 4 1

微博 85 12. 5 4

微信朋友圈 121 17. 8 3

微信公众平台 65 9. 6 6

电子书 82 12. 1 5

期刊文献 44 6. 5 7

其他 3 0. 4 8

对新媒体阅读内容的调查显示,学生阅读内容

按频次高低依次为:QQ 空间和博客、网页、微信朋

友圈、微博、电子书、微信公众平台、期刊文献、其他

(见表三)。 对不同身份和不同类型高校学生阅读

内容的交叉分析显示(见图 2),本科生与全部学生

整体新媒体阅读内容的频次相同,但与研究生差异

较大(见表四)。 研究生阅读内容按频次从高到低

排序为微信朋友圈、网页、QQ 空间和博客、期刊文

献、电子书、微信公众平台、微博、其他。 这说明研究

生对微信朋友圈、期刊文献、电子书的阅读多于本科

生,同时说明微信朋友圈已成为研究生新媒体阅读

的主要渠道。 调查结果同时显示,不同院校学生的

阅读内容存在差别。 985 和 211 高校研究生明显倾

向于阅读网页、微信朋友圈、QQ 空间和博客、微信

公众平台、期刊文献等,本科生更倾向于阅读网页、
QQ 空间和博客、微信朋友圈、微博、电子书等;一般

院校研究生与本科生阅读内容的差别和重点院校相

似,研究生对期刊文献、微信朋友圈、网页、电子书的

阅读占比高于本科生。 与重点院校不同的是,QQ
空间和博客在一般高校本科生阅读中占比很高,微
信公众平台的阅读占比较低(见表四)。 从学生阅

读内容的分析结果看,总体来说,微信朋友圈的内容

逐渐成为高校学生阅读的主要来源,期刊文献是研

究生阅读的主要内容。

图 2摇 不同身份学生阅读内容

表四摇 不同院校不同身份学生阅读内容交叉分析结果

不同
院校

不同
身份

阅读内容

网页
内容

QQ
空间、
博客

微博
微信
朋友
圈

微信
公众
平台

电子
书

期刊
文献

其他

985 或
211
高校

本科生 68. 2% 61. 4% 52. 3% 52. 3% 20. 5% 45. 5% 15. 9% 0%

研究生 74. 3% 65. 7% 40. 0% 68. 6% 40. 0% 34. 3% 34. 3% 2. 9%

一般
普通
院校

本科生 60. 0% 83. 0% 45. 0% 53. 0% 34. 0% 39. 0% 13. 0% 2. 0%

研究生 72. 0% 48. 0% 12. 0% 84. 0% 32. 0% 44. 0% 48. 0% 0%

本研究对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学生数字化阅读内

容来源的调查结果显示,搜索引擎占 31. 6% ,朋友

或老师推荐占 27. 9% ,随意浏览占 26. 5% ,内容提

供商推送占 14% ,其他 0 (见表五)。 从调查数据

看,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内容的来源随意性较大。
对不同学校和不同身份学生阅读内容来源进行的交

叉分析显示,985 或 211 高校的学生阅读内容来源

渠道按频次从高到低排序为:朋友或老师推荐、搜索

引擎、随意浏览、内容提供商推送;一般院校学生阅

读内容的来源渠道按频次从高到低排序为:搜索引

擎、随意浏览、朋友或老师推荐、内容提供商推送

(见图 3)。 这说明对于重点高校学生来说,从朋友、
老师那里获取的阅读内容多于一般院校学生,随意

浏览内容比例低于一般院校学生。 研究同时显示,
研究生新媒体阅读内容来源渠道依次为:朋友或老

师推荐、搜索引擎、随意浏览、内容提供商推送;本科

生新媒体阅读内容来源渠道依次为:搜索引擎、随意

浏览、朋友或老师推荐、内容提供商推送(见图 4)。
这说明对于研究生来说,阅读内容更多的是经过老

师或朋友推荐,而本科生更多的是通过搜索引擎和

随意浏览获取阅读内容。
(二)新媒体阅读行为和效果

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学生数字化阅读行为中的

划线和标注、笔记和批注、网络交流的均值均小于

2. 50,而这些行为的中位数为 2. 50(吴明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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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摇 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内容来源

阅读内容来源 频数 百分比(% ) 排序

朋友或老师推荐 114 27. 9 2

随意浏览 108 26. 5 3

搜索引擎 129 31. 6 1

内容提供商推送 57 14. 0 4

图 3摇 不同院校学生新媒体阅读内容来源

图 4摇 不同身份学生新媒体阅读内容来源

由此可见,高校学生在新媒体阅读中发生的类纸质

阅读行为和阅读交流皆低于中等水平,说明他们新

媒体阅读中很少进行笔记和批注、划线和标注、网络

交流等。 基于手持设备数字化阅读中发生的划线、
标注、批注等行为更少,均值皆低于 2,介于“从来

不冶与“很少冶之间,这可能与目前手持设备阅读功

能有限相关,而大学生又偏好手持设备的阅读。 已

有研究(Chen & Chen,2014;Novak & Johnson,2012;
Johnson et al. ,2010)表明,类纸质阅读行为的发生

会增强阅读的深度和效果,那么这些行为少势必影

响当前高校学生数字化阅读效果。 另外,研究者对

不同高校和不同身份学生的类纸质阅读和网络交流

情况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重点院校学生选择“从
来不冶的均少于一般高校学生,而选择“有时冶和“常
常冶的均高于一般院校学生,同样情况存在于研究

生和本科生中,这说明重点高校学生和高校研究生

在新媒体阅读中进行着更多的类纸质阅读。
对阅读内容的思考、理解、记忆的程度可以反映

阅读效果。 统计结果发现,其均值与中位数 2. 50 相

差无几(见表六中 16、17、18 题)。 由此可见,当前

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效果处于中等水平。

表六摇 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行为和效果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12. 数字化阅读中,会对
重要内容划线或者标注
(如高亮度)么?

204 1 4 2. 18 . 948

13. 数字化阅读中,会做
笔记或批注么? 204 1 4 2. 09 . 855

14. 通过手持设备进行阅
读时, 会进行划线或标
注么?

204 1 4 1. 93 . 859

15. 通过手持设备进行阅
读时,会进行批注么? 204 1 4 1. 84 . 793

19. 进行数字化阅读时,
会查阅网络、阅读社区里
别人关于同一内容的观
点、 看 法, 并 与 他 们 交
流么?

204 1 4 2. 37 . 787

16. 通过手持设备进行阅
读时,能对所阅读的信息
达到深刻的理解、分析和
思考么?

204 1 4 2. 75 . 771

17. 通过手持设备进行阅
读后,能提炼主题并有自
己的观点么?

204 1 4 2. 75 . 784

18. 进行数字化阅读后,
短期内能回忆起所阅读
过的内容么?

204 1 4 2. 55 . 667

(三)阅读需求和建议

对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平台功能需求的调查结

果显示,他们普遍认为批注及批注互批、目录导航、
书签、划线和高亮度选中内容是新媒体阅读工具应

具有的功能(见表七)。 另外,对不同身份大学生阅

读需求的交叉分析发现,研究生所选功能居前四位

的依次为批注和互批、划线和标注、目录导航及书

签,而本科生所选功能居前四位的是书签、目录导

航、批注和互批、划线和标注。 由此看来,研究生更

关注数字化阅读能促进深度思考和交流,本科生更

注重数字化阅读中避免迷航。

表七摇 高校学生对新媒体阅读平台的功能需求

阅读平台的功能 频数 百分比(% ) 排序

书签 91 17. 9 3

目录导航 93 18. 3 2

划线和高亮度选中内容 89 17. 5 4

批注及批注互批 100 19. 7 1

社区发帖及讨论 30 5. 9 7

写评论和评论共享 61 12. 0 5

选中内容可分享微博、微信等外联设备 43 8. 5 6

其他 1 0. 2 8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中存在

的问题、改善方法及对问题间关系的看法和建议,本
研究在问卷中设计了两道开放性问题:1)你认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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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媒体阅读存在哪些问题? 2)你觉得功能良好

的阅读工具、平台(如包括标注、批注、收藏、评论、
标签等功能)能够对阅读者素养的提高和习惯的养

成起到促进作用吗?
调查结果显示,新媒体阅读在六方面存在问题,

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阅读内容、阅读工具和平台、
身体不适、阅读者素养和习惯、流量和耗费、环境和

信息干扰等(见表八),其中阅读内容和阅读工具是

影响阅读效果的最重要因素,但不同身份、不同学

校、不同性别和不同专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这六

类问题具体是:1)阅读内容方面存在网络信息太多

太杂、不简洁、不规范,有价值的资源少,缺乏针对性

和精准的内容,缺乏分类和专题内容的推送等;资源

碎片化、片段化、无结构性,造成意义建构困难;内容

深度不足和丰富性不够;阅读专业内容和学术文献

比较困难,比如移动终端上普遍不具备阅读器。 2)
阅读工具方面存在新媒体阅读设备和阅读器普遍无

法实现类纸质阅读行为,如无法对重点内容标注和

对难点内容释疑,无法批注和评论,即阅读者很难与

内容交互,影响阅读效果;所读的数字化内容不能与

其他阅读者及时交流,阅读平台普遍不具备建立专

业讨论区的功能,无法发挥新媒体阅读的优势;很多

阅读平台缺乏导航,无法记录个人阅读路径,缺乏对

阅读过程和行为的分析。 3)阅读素养方面存在不

适应、不习惯新媒体阅读方式,超链接、社会化媒体

等引起注意力不集中,不能引发深刻思考等。 4)阅
读干扰方面存在网络信息诱惑,推送信息过多以及

环境干扰。 5)身体方面主要有新媒体阅读容易造

成眼睛疲劳和颈椎不适、辐射等。 6)其他方面主要

存在流量、资费、Wifi 网络畅通等问题。

表八摇 高校学生对当前阅读存在问题的看法

阅读存在的问题 频数 百分比(% ) 排序

内容 56 42. 7 1

工具 34 26. 0 2

身体 14 10. 7 3

干扰 7 5. 3 7

素养 12 9. 2 4

其他 8 6. 1 6

92. 85%的大学生认为良好的阅读工具能促进

阅读者阅读素养的改善,对不同身份和不同类别高

校学生的交叉分析发现,研究生和重点高校学生更

一致地认为良好的阅读工具能促进阅读者素养的提

高(见图 5),认为阅读并非仅仅是阅读,是文化的积

淀,能帮助点燃思维的火花,因而阅读不能止于浏

览,还需要思考、记录、交流等。 他们还认同数字化

阅读素养可以通过平台和服务加以提高,好的平台

和服务能给阅读者良好的阅读体验,让他们有类纸

质的阅读感受,促进阅读者思考、交流、创造。

图 5摇 阅读工具和平台能否促进阅读者素养提升

(四)影响因素及其机制

综合问卷和访谈结果,本研究认为导致高校学

生新媒体阅读效果低下的因素包括:一是阅读内容,
即学生接触到的阅读信息过多过杂,真正有用的阅

读资源却非常匮乏,资源缺乏针对性,内容缺乏深度

和系统性;二是中介工具,即承载和传递阅读内容的

工具和平台不具备促进深阅读的功能,不符合阅读

者的习惯,不能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优势;三是阅读习

惯和素养,即新媒体阅读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素养,如
收集、过滤、分析、批判、聚合和创新信息的素养,与
他人交流合作的素养,在纷繁的网络信息中集中注

意力的素养,标记、批注、笔记等行为意识及思考的

习惯。 调研发现,三方面因素中,阅读工具功能和服

务在解决大学生数字化阅读深度浅、效率低问题中

具有关键作用,是数字化有效阅读的基础,良好的工

具平台有助于阅读内容的过滤、分类、推送、呈现,有
利于阅读交流和资源共享。 工具和平台的类纸质阅

读功能有利于阅读效果提高,对学生阅读习惯的养

成和素养的提高都有裨益。 阅读素养和阅读内容之

间也会相互促进,组织良好的阅读内容有助于学生

集中注意力,而学生较高的网络阅读素养反过来能

促进网络信息的过滤、整理、创新,无疑有利于网络

阅读资源的良性循环。 据此,本研究提出高校学生

数字化阅读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见图 6)。

四、讨论与建议

摇 摇 本研究发现,基于移动设备的阅读已成为大学

生新媒体阅读的首选方式。 当前高校学生新媒体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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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程中很少发生类纸质的阅读行为,阅读止于浏

览,缺乏深思、理解、交流和创新;缺乏适合专业学术

类的阅读内容和工具;阅读内容来源随意,有价值和

精准资源少。 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地把传统媒体与深

阅读等同,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新媒体出现后

浅阅读增长明显,而深阅读每况愈下。 为了提升学

生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化阅读效果,建议阅读内容、阅
读工具和阅读素养三方面着手解决。

图 6摇 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化阅读影响因素及其机制

(一)阅读内容

1. 开发学术资料阅读 App,满足高校学生专业

资料的阅读需求。
集中呈现小说等娱乐性内容而缺乏适合大学生

专业学习的内容、阅读器和应用软件等是影响大学

生阅读效果的主要原因,如 CAJ、PDF 等格式的文献

在移动终端不便阅读,因此需要开发适合大学生学

术资料阅读的 APP。 该类 APP 应整合资源和工具,
包含专业书籍、学术期刊文献资料、经典名著和相应

的阅读器,以实现以下功能,如在服务器端(云端)
对学术文献进行管理,包括管理期刊列表、文章列表

等;统计学生资料下载数量,对阅读的文献进行分

类,对文献阅读的内容、过程和行为进行记录,并收

藏和保存,以便对学生的阅读行为进行分析。
2. 教师和专家策展专题网站,提供学生所需的

阅读内容,减少阅读干扰,优化阅读环境。
策展即策划、筛选并展示。 内容策展指在线内

容的再组织,是针对特定主题的选择、过滤、组织、呈
现与发展。 教师和专家可利用社会化网络,从多种

渠道获取资源,并对资源进行有选择的甄别和整理,
再提供给学生。 在网络资源过杂过碎过多、注意力

和精力越来越贫乏的时代,围绕主题筛选、组织和发

展资源内容,并推送给学生,是提高阅读质量和效率

的重要途径。 因此,内容策展成为高校教师必须具

备的能力之一。 为此,教师和教育机构应该紧紧围

绕主题内容策展针对性强的信息。 这是改变当今高

校学生阅读无法深入的前提(柴阳丽,2014b)。
(二)阅读工具

1. 提供类纸质阅读功能,促进学生与内容的

互动。
高校学生数字化阅读存在记忆不深刻、理解不

深入、注意力分散等不足与阅读工具不具备标记、批
注等功能密切相关。 阅读中对重要内容进行标记、
批注,有利于阅读者将其从瞬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
并使存储的长时记忆变为永久记忆,而且阅读者标

记和批注的过程实际上是与阅读内容深度互动的过

程,包含着阅读者的思考。 因此,阅读标记和批注对

阅读内容的记忆和理解有重要作用,是学生数字化

阅读中迫切需要的功能。 本研究建议新媒体阅读器

应增加类纸质阅读功能,让阅读者在阅读内容上写

写画画,包括划线、标记、批注等,这符合当前大学生

新媒体深度阅读的需要(张伶伶,2013)。
2. 发挥新媒体网络优势,实现学生与其他阅读

者的互动。
新媒体最大的优势是能够较好地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和共享精神。 其阅读平台应支持学生发挥主动

性,实现阅读者之间的交流和协作,除了能支持阅读

者就内容发表感想、联想、质疑和评价,还应支持其

他阅读者就批注进行回应和评论,即批注互批。 此

外,新媒体阅读平台还应具备建立阅读社区的功能,
让学生能够在阅读社区中找到阅读的归属和知音,
发表阅读感想,共享阅读心得,弥补传统阅读中学生

找不到阅读知音的缺憾。
3. 开展学习分析,满足精准阅读的需要,支持阅

读活动的开展。
缺乏精准信息的推送,无法满足个性化学习需

求,是学生提出的突出问题。 对此,新媒体阅读工具

应具备学习分析功能,获取和记录大学生个人信息

和阅读过程的信息,包括阅读的内容、时间、进度,阅
读中的标签,阅读标记和批注,阅读中的交流和互动

等,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孙众等,2014;曹晓明

等,2014)。 教师、专家和教育机构可以推荐相关资

源,阅读系统和平台则能通过学习分析,推送更加适

应学生特点和需求的信息,这样学生能够在教师和

系统推送的资源中再次选取适合的材料并进行定

制,满足其精准阅读的需求。 当然,仅有精准阅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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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推送还不够,阅读平台还应该支持阅读活动的

开展,如让学生、教师在数字化内容上划线或者高亮

度显示、批注、批注互批或与他人进行内容分享和讨

论。 这样学生会更加愿意开展数字化阅读(Dennis
et al. ,2012),阅读效果才能与纸质阅读媲美,甚至

有所超越(顾小清等,2013)。
4. 支持语义图示构建,超越阅读的碎片化。
数字化阅读常遭受环境和媒体信息带来的干

扰,使阅读碎片化,如果缺乏对这些在阅读时非常有

价值和有意义内容的记录、组织和整合,那么就很难

发生意义理解和记忆,阅读也就很容易成为过目就

忘的“浅阅读冶。 语义图示,作为承载知识信息的新

一代图示媒介,将抽象知识信息通过带有语义规则

的图形、图像、动画等可视化元素予以表征,能促进

对知识的深入理解。 基于语义关系的语义图示,通
过建立知识碎片之间的的语义关联帮助学生形成个

人的知识体系,有利于解决数字化阅读中的碎片化

问题。 具备语义图示功能的阅读平台和工具能自动

记录阅读过程,并支持学生通过语义图示工具主动

添加阅读的关键内容及意义,使学生建立新旧知识

之间的联系,形成知识体系结构,是超越碎片化阅读

和提高新媒体阅读效率、效果的有效策略(顾小清

等,2015)。
(三)阅读素养

1. 培养学生注意力素养,提升数字化阅读效果。
高校学生普遍反映数字化阅读易受干扰,注意

力经常转移。 为了提高学生阅读的专注力,教师应

对他们进行“注意力训练冶,训练大学生屏住呼吸觉

察、控制注意力的方法,以更好地专注于当下的阅

读,实现阅读目标(霍华德·莱茵戈德,2013)。
2. 转变对新媒体阅读的态度,增强阅读中的划

线、批注、笔记和交流等意识。
新媒体阅读目前备受诟病,被人们认为是娱乐

性、不需思考的阅读,这些错误的认识久而久之影响

高校学生对新媒体阅读的态度,进而影响阅读行为、
习惯和效果。 实际上,新媒体阅读只是一种阅读方

式。 阅读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阅读本质和目的的

变化。 阅读介质有变化,阅读目的始终没变,新媒体

阅读的本质并不是浅阅读,不是不需要思考的阅读,
而是需要一定的阅读方法。 新媒体数字化阅读和纸

质阅读的本质和目的相同,因此应该借鉴纸质阅读

的划线、批注、笔记等阅读方法。 当然,网络新媒体

阅读还应发挥网络的优势,提倡分享和协作精神,在
分享中提高,在协作中完善,与其他读者进行良好的

互动。 虽然目前并不是所有阅读工具都具有划线、
批注、笔记、交流等功能,但随着阅读工具功能和服

务的完善,这些功能会逐渐实现,高校学生应该增强

在新媒体阅读中使用这些功能和方法的意识(张伶

伶,2013)。
3. 提高学生选择、过滤、整理和创造新媒体阅读

内容的能力。
在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需要的不仅仅是适时的

信息,更需要对碎片信息的深度解读和理性分析;应
具备获取、分析、选择和组织与学习目标或目的相关

信息的能力;应该知道去什么地方寻找需要的内容,
以及在可用的信息中识别最相关的信息。 因此,与
相关信息保持联接并评估、选择、整合信息的能力是

新媒体时代阅读的最重要技能之一,为大学生提供

智力工具,让他们能够在网络信息时代以最有效的

方式进行过滤和组织信息(Herther,2012)。
新媒体环境下的数字化阅读所伴随的碎片化、

多任务、读图等特征,给高校学生阅读带来多样性及

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缺乏深度等问题,应对的明智

方式是在拥抱技术的同时,发挥技术的潜力,认清影

响大学生新媒体阅读的因素及其机制。 优质的阅读

内容是大学生有效阅读的前提和基础。 良好的阅读

平台和工具是新媒体有效阅读的关键,是大学生有

效阅读发生的重要条件,影响大学生阅读内容的呈

现和素养的提高等。 而大学生阅读素养及相关教育

工作者的任务也颇为重要,只有各个因素的合力,才
能解决目前新媒体阅读存在的问题,才能使新媒体

环境下的学习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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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爷 New Media Reading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thods for Improvement:

Survey of 5 Universiti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mand of University Students' Digital Reading

CHAI Yangli
(Research Institute of Reform in Curriculum & Teaching an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 464000,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reading behavior, effect, demand of new media
read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 this study seeks to fi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digital reading and approaches to improve digital read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ading on mobile devices has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for college students' digital reading. Few students still hold paper
reading habit in the digital era. Reading turned more toward skimming through, and were a lack of thinking, under鄄
standing,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What爷 s more, new media reading is a lack of reading content and tools
suitable for professional learning. Therefore, shallow reading is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while deep reading is decrea鄄
sing dramatically. Reading contents, reading tools and platforms, college students' reading literacy are the main fac鄄
tors that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reading performances, with reading tools and platform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other two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paper made suggestions on ways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 digital
reading effect from reading content, tools, and platforms, readers' quality aspects.
Key words:university student; new media reading; digital reading;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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