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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汉字为材料 , 考察系列包含的项目数 、项目之间的时间间隔与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记忆性

质分化的关系。结果表明 ,(1)提取过程的重要性。(2)在包含 11 个项目 、并且项目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400 毫

秒的系列中 , 系列位置曲线的首因部分表现为联想记忆的性质 , 是依赖于线索的提取;近因部分表现为绝对记

忆的性质 , 是依赖于记忆痕迹的提取。(3)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 ,于系列包含的项目数和项

目之间的间隔时间有关 , 结果体现出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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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对某些事件的遗忘 ,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适当的提取线索 ,或者提

取线索与编码方式不匹配;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

为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痕迹已经发生了衰退或变

得模糊难辨 。这与 Tulving 的观点相一致 ,他认为 ,

对某一事物的记忆不外乎是两个来源信息的产物 。

首先 ,是依赖痕迹(trace-dependen forgetting);其次 ,

是依赖线索(cue-dependent forget ting)。刘英茂认

为以上两者分别对应于绝对记忆(absolute memory)

和联想记忆(associative memo ry)[ 1] 。Knoedler 等人

在他们的实验中曾经假设所有的回忆都是线索驱动

(cue driven)的 ,并预测线索对首因部分的影响大于

对近因部分的影响[ 2] 。这些结果都说明 ,既存在依

赖线索的回忆 ,又存在依赖记忆痕迹的回忆。在回

忆时能否得到有利于提取的线索或者是否还存在较

强的记忆痕迹 ,是回忆效果的主要决定因素。

吴艳红以中国汉字为材料 ,把刘英茂提出的首

因部分属于联想记忆 、近因部分属于绝对记忆的思

想 ,成功地应用到当系列长度为 7个汉字 ,汉字以相

等的时间间隔呈现 ,即中数比率＊＊(a median ratio)

为 0.29 的等距实验条件下 ,项目呈现时间 、项目之

间的间隔时间和项目全部呈现完毕到回忆的保持时

间同为 50 毫秒 、100 毫秒和 200 毫秒的系列项目

中[ 1 ,3 ,4] 。结果表明 ,当汉字呈现时间和汉字间隔时

间发生变化时 ,不论是系列位置曲线各个部分记忆

性质的分化 ,还是汉字正确回忆百分数的绝对数量

方面 ,首先获益的是系列位置曲线的近因部分 ,其次

是中间部分 ,最后是首因部分。系列位置曲线的近

因部分的提取由于主要依赖于记忆痕迹 ,因此 ,对时

间的变化更为敏感 ,首先分化出绝对记忆的性质。

根据结果的发展可以预测 ,如果进一步增加汉字的

呈现时间 、汉字间隔时间及汉字全部呈现完毕到回

忆之间的时间 ,那么 ,在某个时间点上 ,系列位置曲

线的首因部分的记忆性质也将分化出来 ,表现为联

想记忆的性质。

本实验的目的是 ,通过增加系列的汉字数目 ,以

及每个汉字呈现的时间 、汉字之间的间隔时间 ,寻找

系列位置曲线各个部分记忆性质分化的关键点 ,并

揭示系列位置曲线各个部分记忆性质分化的各种决

定因素 。

2　材料和方法

2.1　被试　112名北京大学本科生 。一共 8种实

验条件 ,9×100实验条件为 15人 ,11×300 实验条

件为 13人 ,其余实验条件均为 14人。所有被试视

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实验后付给报酬 。

2.2　材料　第一套材料 ,54个汉字系列 ,每个系列

9个汉字 ,共 486个汉字 。每组汉字的平均频率为

0.0144%(《现代汉语频率词曲》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

教研室编著 , 1988年),平均笔画数为 7.79 画(5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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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0画)。第二套材料也是 54个汉字系列 ,每个系

列 11个汉字 ,共 594个汉字。每组汉字的平均频率

为 0.0149%,平均笔画数为 7.85画(5画到 10画)。

每组汉字中没有相同的偏旁部首 ,也没有同音字。

2.3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 2×4×3×2因素实验设

计 ,自变量为两种系列长度(9 个汉字和 11 个汉

字)、四种汉字呈现时间(100毫秒 、200毫秒 、300毫

秒和 400毫秒)、三种回忆位置(系列中的第二个项

目 、中间的项目和倒数第二个项目),以及两种回忆

方向(向前联想和向后联想)。其中 ,系列长度和呈

现时间自变量为组间设计 ,回忆位置和回忆方向自

变量为组内设计。每个汉字的呈现时间 、汉字与汉

字之间的间隔时间 、系列全部呈现完毕到回忆的时

间均相等 。每个汉字呈现后 ,立即呈现 10毫秒掩蔽

刺激(排列成正方形的 16 个“ #”)。每个汉字系列

的呈现是随机的 。三种回忆位置和两种回忆方向随

机平均分配到各个系列。所有实验条件下的中数比

率均为 0.29 。

2.4　实验程序　当计算机屏幕上呈现完一系列汉

字并出现“请开始回忆”的提示时 ,请被试写出计算

机屏幕上出现的带箭头汉字的前面一个或后面一个

汉字(汉字上面的箭头指向前方 ,如→,则回忆该汉

字前面的那个汉字;如果汉字上面的箭头指向后方 ,

如※,则回忆该汉字后面的那个汉字)。正式实验开

始之前 ,被试进行 3次练习。每个被试单独进行实

验 。

3　实验结果

3.1　9个汉字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向前和向后

联想

由表 1的结果可以看到 ,在项目提取的正确率

方面 ,近因部分的提取正确率均高于首因部分的提

取正确率 。在近因部分 ,向后联想提取正确率均高

于向前联想的提取正确率 ,而在首因部分 ,则是向前

联想提取正确率均高于向后联想的提取正确率 。

表 1　9 个汉字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向前和向后联想的正确率

系列位置 回忆位置 实验条件 联想项目 联想方向 正确回忆率 t检验

首因部分 2

400ms
1 ※ 0.40

3 → 0.32
0.18

300ms
1 ※ 0.43

3 → 0.41
0.71

200ms
1 ※ 0.30

3 → 0.23
0.16

100ms
※ 0.39

3 → 0.26
0.04

近因部分 8

400ms
7 ※ 0.71

9 → 0.85
0.04

300ms
7 ※ 0.81

9 → 0.91
0.01

200ms
7 ※ 0.71

9 → 0.79
0.16

100ms
7 ※ 0.33

9 → 0.42
0.14

　　近因部分 , 300毫秒和 400毫秒实验条件下 ,向

前联想回忆的正确率明显低于向后联想回忆正确率

(300ms:0.81 <0.91 , t(13)=3.07 , P <0.01;

400ms:0.71<0.85 , t(13)=2.32 , P<0.05),表现

出绝对记忆的性质。但是 , 100 毫秒和 200 毫秒实

验条件下 ,未表现出记忆性质的分化 ,表现为环境线

索和记忆痕迹的综合物。

首因部分 , 100毫秒实验条件下 ,向前联想的回

忆正确率显著大于向后联想的回忆正确率(0.39>

0.26), t(14)=2.32 ,P<0.05),记忆性质发生分化 ,

表现为联想记忆的性质。而其它三种实验条件下 ,

首因部分未表现出记忆性质的分化 ,表现为环境线

索和记忆痕迹的综合物 。

3.2　11个汉字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向前和向后

联想

根据表 2 ,在项目提取正确率方面 ,与 9 个汉字

各种实验条件的结果一致。

近因部分 ,400毫秒实验条件下 ,向后联想回忆

正确率明显大于向前联想回忆正确率(0.84>0.63 ,

t(13)=3.63 , P <0.01), 表现为绝对记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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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它三种实验条件未表现出记忆性质的分化 ,表

现为环境线索和记忆痕迹的综合物 。

首因部分 ,100毫秒 、200毫秒和 400 毫秒实验

条件下 ,向前联想回忆正确率均明显大于向后联想

回忆正确率(100ms:0.30>0.17 , t(13)=2.83 , P<

0.05;200ms:0.28>0.19 , t(13)=2.07 , P =0.06;

400ms;0.42>0.27 , t(13)=4.32 , P <0.001),表现

为联想记忆的性质 。
表 2　11 个汉字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向前和向后联想的正确率

系列位置 回忆位置 实验条件 联想项目 联想方向 正确回忆率 t检验

首因部分 2

400ms
1 ※ 0.42

3 → 0.27
0.001

300ms
1 ※ 0.38

3 → 0.28
0.20

200ms
1 ※ 0.28

3 → 0.19
0.06

100ms
1 ※ 0.30

3 → 0.17
0.01

近因部分 10

400ms
9 ※ 0.63

11 → 0.84
0.003

300ms
9 ※ 0.86

11 → 0.92
0.20

200ms
9 ※ 0.63

11 → 0.72
0.10

100ms
9 ※ 0.30

10 → 0.41
0.08

3.3　两部分实验结果总结

表 3为以上两部分实验结果以及 7个汉字实验

的结果的总结 ,说明不同系列长度及时间间隔下 ,首

因和近因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结果及趋势 。
表 3　不同系列长度及时间间隔(ms)首因 、近因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

呈现时间 50 100 200 300 400

项目位置 首因 近因 首因 近因 首因 近因 首因 近因 首因 近因

7 个汉字 × × ×  ＊ ×  × × - -

9 个汉字 - -  × × × ×  ×  

11 个汉字 - -  ×  ＊ × × ×   

　　注: 表示记忆性质已经分化; ＊表示记忆性质接近分化;×表示记忆性质未分化;-表示无数据

　　当系列包含的项目数目较少时(7 个),随着各

种时间间隔的逐渐增加 ,系列位置曲线的近因部分

首先表现出绝对记忆的性质。当汉字增加到一定数

目后(9个),首因部分表现出联想记忆的性质 。当

系列包含的项目数目为 11个及各种间隔时间均达

到400毫秒时 ,系列位置曲线的首因部分和近因部

分均发生分化 ,分别表现为联想记忆和绝对记忆的

性质 。

4　分析和讨论

4.1　汉字提取正确率的差异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 ,对同一位置汉字的回忆正

确率 ,依赖于提取时给出的线索的位置。在系列位

置曲线不同部分 ,对相同位置汉字进行提取时 ,向前

和向后联想回忆正确率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 ,系列位

置曲线的首因部分 ,向前联想回忆正确率高于向后

联想回忆正确率;而近因部分 ,向后联想回忆正确率

高于向前联想回忆正确率。这与我们对系列位置曲

线不同部分记忆性质的确定是一致的 。根据实验结

果 ,我们认为 ,系列位置曲线的首因部分属于联想记

忆的性质 ,而近因部分属于绝对记忆的性质 。以上

结果也说明了即使编码和存储成功 ,遗忘仍然可以

发生在提取阶段 ,即揭示了提取过程的重要性。

4.2　系列包含的项目数

每个系列包含的项目数的多少 ,直接影响到系

列位置曲线各个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 。每次识记的

项目数的多少 ,影响被试的识记策略 。当项目数较

少如 7个汉字时 ,被试根据项目呈现的顺序来识记 ,

而当项目数增加到 9个或 11个时 ,被试则采用分段

记忆的方法 ,其中侧重于对系列位置曲线近因部分

项目的记忆。由于项目呈现的时间非常短暂 ,因此

这种记忆策略的采用是无意识的 ,是一种自动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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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另外 ,系列包含项目数的多少 ,也体现了项目之

间干扰程度的差异。系列包含的项目越多 ,项目之

间的互相干扰越大 ,提取越困难 ,提取的正确率越

低。

4.3　时间因素的影响

DeZazzo 和 Tully[ 5]以及 Yin 、Vecchio 、Zhou 和

Tully
[ 6]
的动物实验结果表明 , 不同种类记忆的形

成 ,依赖于刺激呈现的时间和间隔时间 ,呈现时间过

长或过短 ,都不利于特定记忆形式的形成。这与我

们得到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即使系列包含项目数

相同 ,但是 ,在不同的呈现时间下 ,也表现出记忆性

质分化的差异 。例如 ,系列同样包含 11个汉字 ,在

每个汉字呈现的时间比较短时 ,如 100 毫秒和 200

毫秒时 ,首因部分首先表现出联想记忆的性质 ,而这

因部分没有分化出来 ,但是 ,当每个汉字呈现的时间

增加为 400毫秒时 ,系列位置曲线的首因部分和近

因部分分别表现出不同的记忆性质 ,首因部分表现

为联想记忆的性质 ,近因部分表现为绝对记忆的性

质。此时 ,时间因素在记忆性质的分化中起了重要

的作用。

4.4　系列包含的项目数与时间因素的交互作用

等距实验条件下 ,随着系列长度的增加 ,系列位

置曲线首因部分和近因部分记忆性质分化所需要的

时间也增加 。这就说明 ,系列包含的项目数与每个

项目呈现的时间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因此 ,系列包

含的项目数与时间因素共同决定系列位置曲线不同

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 。

5　小结

　　当项目呈现时间和间隔时间相同时 ,按照记忆

痕迹呈指数衰退的一般假设 ,可以很好地预测向前

联想和向后联想的强度 ,推论首因部分和近因部分

的性质(联想记忆和绝对记忆)。本研究结果说明提

取过程的重要作用 。项目呈现时间的长短 ,影响到

该项目加工水平的不同 ,从而导致正确提取百分数

的差异。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 ,

与系列包含的项目数与每个项目呈现的时间有关 ,

结果体现出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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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 428页)老人们普遍反映养老院的卫生都不

错。但同时老人们也认为养老院所提供的各种娱乐

设施和开展的各项活动还不够丰富 ,特别是适合高

龄老人身心特点的健身娱乐活动 ,希望养老院能动

动脑筋 ,再多开展一些。

另外 ,尽管老人普遍反应子女的支持相对较低 ,

但在老人们的眼中 ,子女始终是自己最坚实的依靠 ,

因为老人在生病等特殊状况下 ,子女仍是他们最主

要的支持来源。

养老院老人社会支持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种:情感

支持 、认知支持和行为支持。结果显示 ,养老院老人

最希望获得的是情感支持。在养老院中生活的老人

缺少的正是代际的亲情以及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

乐。这就给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和护理人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不仅要在物质上满足老年人 ,更要给予他

们无微不至的关心 、支持和爱护 ,让老人感受到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温暖;儿女及孙辈也要经常去养老院看

望老人 ,让老人身在养老院 ,却不缺少亲情之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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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 rd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latent

v ariables , causality models.

THE EFFECT OF KEY WORDS ON ELABORA-

TIVE INFERENCE GENERATION DURING

READING

Guo Shubin , Mo Le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is research studied the effect of highlighting key words

on elaborative inference generation during reading.The par tici-

pa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exts after reading.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highlighting key wo rds enhanced the genera tion of

near inferences and rich inferences , and the possible increase of

their online generation.

Key wo rds:tex t comprehension , keyw ords , elaborative

inference , generation.

TIME EFFECTS OF SMALL-DOSAGE ALCOHOL

ON IMPAIRING SOME ASPECTSOF DRIVING

LeJ ingho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 ty)

　　The fact that drunk driving is omnipresent and causes a

persistently high accident rate gives rise to doubts about the sci-

entific nature of the legal limit of alcoholic dosage.This experi-

ment examined the driving performance of 12 subjects during

four test times after no drinking and drinking under BAL<0.5

% , w hich is implemented universally.I t w as found that the

subject was not able to measure accurately the intake of alcohol

by himself;there were some impairments caused by a small

dosage of alcohol;there were effects of alcohol on some aspects

of driving perfo rmance at different times.

　　Key words:blood alcohol levels(BAL), a small dose , con-

trol drinkingby oneself , time effects.

THE CROSS-CULTRUAL ADAPTATION OF FOR-

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 STRUC-

TURAL EQUATIONSMODELING

Du Hong , Wang Zhongming

(S chool of Managemen t , Zhejia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relev ant literature review ed , a questionnaire

on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was designed fo r 314 top and middle

executives to complete.Using EFA , CFA and structural equa-

tio ns methods to analyse the data , we found the results that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consisted of value premise fo r decision

making , HR utilization ,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 sino-for-

eign managers communication , leader-member exchange , coop-

eration between top and middle teams.In addition ,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business per-

fo rmance w ere found.

Key wo rds: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 cross-cultural adapta tion ,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ing.

AN EXPERINMENTAL RESEARCHON CHARAC-

TER OF MATERIAL AND PRIMING EFFECT OF

IMPLICIT AGGRESSIVTY

Ye Maolin

(Psychological Department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sha)

　　Using the method of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 and manipu-

lating agg ressive and passive agg ressive vebals as experimental

mateials ,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implicit social characters of

teenage' s aggressivity w ith teenage as subjects.The results

showed:1)verified the previously results of studies on implicit

social aggrssion;2)Chinese character could produce priming ef-

fect of impliclt agg ressiv ty;3)there w as implicit ag gressivity a-

mong teenage.

　　Key words:character of mateial , implicit agg ressiv ty , prim-

ing effect , preference judgement.

THE LENGTH OF THE LISTS , THE INTERVAL

OF ITEMS AND THE SERIAL POSITION EF-

FECTS

Wu Y anho , Mao Lihua , Zhu Y i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Beijing Universi 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underly ing the serial position effects w ith Chinese

characters.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1)The important

role of retrieval processes fo r serial items recall.2)When the

leng th of the list was 11 Chinese characters , and the interval of

items was 400ms , the primacy effect and recency effect be-

longed to the associative memory and absolute memory respec-

tively.The retrieval for the prime items depended mainly on the

contex t cues , but the retrieval for the recent items depended

mainly on the memory trace.3)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eng th of the list and the interval of items fo r the nature' s dif-

ferentia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erial position curv e.

Key words:the serial position effects , absolute memory ,

associativememo ry.

A RESEARCH OF AGED PEOPLE' S LIFE SATIS-

FACTION AND SOCIAL SUPPORT INNURSING

HOMES

Cui Liju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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