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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改变人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阅读是人类认识世界、获
取知识的基本方式与手段

阅读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
要途径

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并行



48所学校

12个县市

5679名中小学生

全国中小学生抽样调查



报告五部分

数字阅读态度、习惯、素养

网络小说阅读

数字阅读影响因素

不良的数字阅读习惯

健康数字阅读的对策



数字阅读的
态度、习惯、素养



方便快捷是数字阅读的最大优点



实际阅读情况？从读书到读屏

读纸质书

66.3%

手机阅读

22.7%

电脑阅读

7.3%
电子书

3.4%

阅读纸质图书是主流阅读方式，六成多青
少年（66.6%）更喜欢读纸质图书

喜欢手机阅读的有22.7%，在各种数字阅读
方式中最受欢迎



数字阅读的主要目的是找资料

高级目的与低级目的



过去一年读了多少课外书？

纸质书约34本，电子书约13本

男生读纸质书35.5本，比女生多3.2本，女
生读电子书14.5本，比男生多1本

小学生读纸质书44.4本，比初中生多20.9本
，电子书14.1本，比初中生多0.4本



最喜欢的阅读内容？圈群化

57.0% 56.6% 53.5%

36.2% 35.8% 33.7% 32.2%

朋友圈/QQ空间和幽默笑话段子是中小学生

最喜爱的数字阅读内容，学习资料排第
三，受欢迎的程度均超过半数



阅读频率较高的是资讯和文学



阅读的群体差异

男生看漫画和新闻多，女生看文学作品多

初中生看各类内容均高于小学生

城市儿童看新闻多，农村儿童看漫画多

成绩好的看新闻和非小说类的文学作品多
，成绩不好的看漫画和小说多



数字阅读素养的三个考察点

数字阅读信息技能：数字阅读的基础，包
括搜集、加工、应用

数字阅读方法：理解、分析、概括等方法

学习型数字阅读策略：自我管理不受干扰
、自我监测如检查反思等、知识联系



90.4%

64.3% 63.1%
47.6% 42.8%

19.8%

数字阅读技能

掌握阅读技能与策略不多

54.3%
45.2% 43.0% 40.6% 38.8%

数字阅读策略

多数青少年具有获取信息的能力，但掌握高级数
字阅读技能和阅读策略的为数不多，尤其欠缺数
字阅读的元认知能力



网络小说阅读



网络小说：玄幻、穿越、言情

60.3%阅读过网络小说

多数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接触网络小说，小学4-6年级
为52.7%，初中为27.2%，小学1-3年级为20.1% 

经常追更新的有22.6%

阅读较多的是玄幻、穿越、言情：《斗罗大陆》
《斗破苍穹》《盗墓笔记》《何以笙箫默》《花千
骨》《大主宰》《左耳》

为网络小说付费16.4%

女生、初中生、成绩好的学生、城市学生、家庭经
济条件好的学生阅读网络小说更多



三大喜欢题材：科幻、励志、奇幻

前8个选项中玄幻、灵异等远离现实的小说占了6个

更喜欢远离现实生活的、“白日梦”类的阅读题材

猎奇、求异的心理需求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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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小说标准：题材与内容为主



主要优点：想象力丰富

七成认可网络小说的质量

最吸引人的是想象力丰富



主要缺点：情节雷同，格调低俗

擦边球：暴力、情色、妖魔鬼怪、勾心斗角

错误的价值观

《霸道总裁的小宠妻》《独宠我的专属宝贝
》《总裁强占娃娃妻》《总裁不要弄疼我》《
霸道总裁的甜心娇妻》《辰少的霸道专宠：强
婚88次》《前女友是霸道总裁》《总裁真霸道
》

《卿城虐爱》《虐爱情深：霸道总裁太柔情
》《豪门虐爱镜花水月》



网络小说衍生品受到追捧

超过半数少年儿童看过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电影，四成多购买过网络小说纸质书，三成多玩

过网络小说改编的游戏。

看网络小说改

编的电视剧、

电影

57.5%

购买网络小说

纸质书

45.2%

玩网络小说改

编的游戏

35.0%



数字阅读的影响因素



学校硬件对数字阅读态度的影响

少年儿童在学校是否能够使用网络对数字
阅读态度的影响最明显

在学校是否用过图书馆对数字阅读态度的
影响也非常明显

在学校是否能够使用电脑对数字阅读态度
的影响并不显著。总体来看，学校有电脑
的少年儿童喜欢数字阅读的多于学校没有
电脑的

1、2、3分别代表“没有”、“有，没用过”、“有，用过”。



教师指导越多学生越喜欢数字阅读



用过学校网络数字阅读能力更强



用过学校电脑数字阅读能力更强



用过学校图书馆数字阅读能力更强

使用过学校图书馆的学生，数字阅读能力好于学校没有图
书馆的学生，相差8.4-17.3个百分点，差距最大的是在电
子媒介中整合信息的能力



阅读指导越多阅读能力越强

参与创造 评价信息 反思信息 整合信息 解释信息 获取信息

教师指导少

教师指导一般

教师指导多

教师数字阅读指导越多，学生数字阅读技能越高，比教师
指导少的学生分别多7.5-28.4个百分点，差异最大的是反

思信息的能力，例如高指导组“在网络上发表、上传阅读
心得体会”较低指导组高28.4个百分点



态度越积极阅读能力越强

17.2%

36.4%

38.9%

51.6%

54.0%

78.8%

21.5%

45.5%

51.1%

66.9%

68.0%

93.0%

参与创造

评价信息

反思信息

整合信息

解释信息

获取信息

喜欢阅读

不喜欢阅读

喜欢阅读的青少年，掌握各种数字阅读能力均好于不喜欢
阅读的青少年，差距在4.3-15.3个百分点之间，尤其以整
合信息的能力差距最大。



成绩越好阅读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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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不良的数字阅读习惯



趣味性>重要性

39.0%

63.0%

24.7%

15.4%

36.3%

21.6%

重

要

有

趣

同意 不同意 说不清

少年儿童对数字化学习的重要性认知程度不高，认为“电
脑学习很有趣”有六成多，认为“使用电脑学习很重要”
不足四成



滋生不良阅读习惯

4.3%

5.3%

6.6%

6.8%

8.0%

7.9%

8.2%

15.2%

不读就焦躁不安

上课看

大部分时间都在想

致使成绩大幅下降

深夜读

家人反对也要读

健康出问题

阅读时间比预计长



娱乐化

最喜欢的内容是幽默笑话（61.1%），在各种阅读内
容中占据绝对优势。其次分别为娱乐资讯（37.1%）
、青春文学作品（34.7%）、魔幻动漫作品（33.0%
）等

阅读内容更容易走向片面化

欲穷千里目，逛逛优衣库

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库更比一库骚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优衣库



数字化阅读

 接触信息与获取知识
（59.9%）

 好奇与打发时间
（48.1%）

 提升自我修养
（31.7%）

 解决问题（27.1%）

纸质阅读

 接触信息与获取知识
（52.7%）

 提升自我修养
（35.8%）

 好奇与打发时间
（34.5%）

 解决问题（19.5%）

浅表化

浅阅读、泛阅读较多
只喜欢看和听，不喜欢深入思考，不会表达



碎片化

网络阅读内容短小、零碎

网页浮动各种广告信息

浮光掠影、只看标题、读
图为主、粗浅浏览

照片无门槛，人人麦克风

随意性与快餐式



媚俗化

标题党：大做文章，吸引眼球。损害新闻公
信力，形成不良社会风气

《两名城管大院行凶歹徒抓获受伤执法队员
已脱险》

《克林顿车中“幽会”美少女》

《李天一他妈的要求高，律师不干了》



信息焦虑症



低头族



网络时代亲子关系的鸿沟



怎么办？



推进儿童数字阅读国家战略

2015政府工作报告：倡导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社会

国家层面的全民阅读推广专项政策？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整体规划？

未成年人数字阅读推广专项规划项目？

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

未成年人互联网阅读推广平台？

全国少年儿童数字阅读服务体系？



建立数字阅读分级制度

阅读内容同质化，质量参差不齐

阅读资源不足，缺乏系统性、整体性

设计上重娱乐性为主

内容多与中小学生年龄不匹配

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

战略谋划、顶层设计，整合阅读资源

鼓励数字出版商、内容生产商提供免费优
质内容



营造绿色阅读空间

虚假信息；网络病毒、流氓软件；色情、
暴力、恐怖信息；剽窃、盗窃他人作品；
侵害他人隐私的信息

互联网领域立法？

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标准？

提供适合少年儿童的绿色阅读空间？



心态开放，谨慎选择

有两成父母对孩子的网络阅读内容不关心

经常给孩子推荐网络阅读内容的父母不足四成

经常给学生推荐网络阅读内容的老师刚过两成

对数字技术保持开放的心态，鼓励青少年使用计算
机和电脑

科学谨慎地帮助选择阅读产品

主动参与到阅读中：亲子共读

培养良好阅读习惯



培养数字阅读技能和策略

超过半数青少年数字阅读体验和收获感差，

超过半数青少年认为“读”了很多，却说不出有何
收获”

部分青少年表示数字阅读时容易分心，容易失去
阅读目标

提升数字阅读技能

学习数字阅读策略



数字化阅读

 跳跃

 读者控制

 自寻答案

 零散片段

 即时学习

纸质阅读

 线性

 作者引导

 给出结论

 句子完整

 深度学习

重视纸质阅读的价值

喜爱阅读、家庭藏书量多、经常使用学校图书馆
的中小学生，数字化阅读的技能更高



提升青少年闲暇素养与能力

新的数字鸿沟：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阅读更多、
时间更长、付费阅读更多

休闲存在的四个问题

把网络阅读作为排解压力、放松心情的主要渠道

并不是网络惹的祸：德育工作要与心理辅导结合



为孩子提供好的阅读平台

参与创造 评价信息 反思信息 整合信息 解释信息

0-100本

101-500本

500本以上

家庭藏书量

藏书量500本以上的学生，掌握各种数字阅读技能的比例
高于藏书量不足100本的孩子，差距在5-22个百分点之
间，尤其以评价信息、整合信息的能力差距最大



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

关系大于教育

朱明瑛：不试图教育是更好的
教育

关系好坏决定教育成败

关系不是依赖是平等

好的教育体现在好的关系中

尊重，信任，平等，欣赏



多学习科学的教育理念

尊重孩子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不急于求成，不把孩子的特点
当缺点；左右脑的发展；

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健康人格：考第一，上名牌大学不是
教育的核心目的，要有责任心，有爱心，会合作，诚信，不
怕困难等；

教育是培养不是塑造：按照孩子的天性培养孩子，不是塑造
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休闲与娱乐是孩子的权利：会休闲与会学习同等重要；

父母的爱不是要求孩子的理由：给孩子爱不求回报；

Company Logo



以尊重为前提

尊重是沟通的前提（马语者）

尊重有具体方法

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抓大放小，不在细节上过多干涉孩子；

少发问多倾听；

接纳孩子出现的失败；

避免伪沟通：内容上，形式上

Company Logo



习惯培养是根基

小习惯决定大人生（外企招聘及
加加林）

习惯养得好，终身受其福；习惯
养不好，终身受其累

（有利于智力发展及社会化）

习惯养成的关键期

培养习惯是家庭养育的重要内容

阅读的关键期（吃故事、吃书）

Company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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