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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遗忘症是记忆障碍的一种形式 ,其主要表现有

顺行性遗忘和逆行性遗忘 ,但病人的短时记忆和智

力均正常。顺行性遗忘是指脑受损后被试学习记忆

新知识能力的下降 ,而逆行性遗忘是指被试对脑损

伤发生之前的事件的记忆障碍 ,又称为远期记忆障

碍[1 - 2 ] 。相对于顺行性遗忘来说 ,心理学家和神经

科学家对于逆行性遗忘的研究较少 ,但它对遗忘症

的理论发展、对理解正常的记忆功能及信息在脑内

的组织等认知神经科学的基本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研究逆行性遗忘最常用的测验大致分为两种 :

其一是有关公众事件的测验 ,如著名人物 \ 事件测

验。选取不同年代的国内和国际著名的人物像或事

件 ,要求被试进行回忆或再认 ;或要求被试辨认著名

人物或事件的名称。其二是有关自传性记忆的测

验。所谓自传性记忆就是指被试对于自己所经历的

个人生活事件的记忆[3 ] 。由于自传性记忆设计实

验方面缺乏充分的可信度 ,以及数据定量分析方面

的困难 , 研究相对较少。应用较为广泛的是

Kopelman 等设计的自传性记忆访谈 ,它包含了儿

童、成年早期和近期事件等 3 个时间段 ,并有详细的

记分系统[4 ] 。

2 　逆行性遗忘的研究现状

2. 1 　逆行性遗忘与顺行性遗忘的关系

逆行性遗忘与顺行性遗忘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

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5 ] 。它们有时是可以分离的 ,

但也常常同时发生 ,其相关程度较大。

一般认为逆行性遗忘与顺行性遗忘的关系有以

下几种模式[1 ] : (1) 呈阶梯性下降的逆行性遗忘和

严重的顺行性遗忘 ,逆行性遗忘较为短暂 ,只影响脑

损伤前的数月或数年。阶梯性下降是指距损伤时间

越近的记忆受损越明显 ,随着距损伤时间的变长 ,记

忆受损减轻 ,儿童时期的记忆受损最少。这一模式

主要是由 Squire 及其同事通过对个案病人 H. M. 的

研究得出的 ; (2)具有严重的逆行性遗忘和严重的顺

行性遗忘 ,逆行性遗忘影响对发病前数年的记忆 ,但

没有阶梯性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在进行性多发性硬

化、亨廷顿氏病 ( Huntington’s disease) 、额叶痴呆、

单纯疱疹性脑炎等病人身上发现。也有一些研究在

老年性痴呆 (Alzheimer’s disease ,AD)病人中发现了

这种模式 ; (3)具有严重的逆行性遗忘和严重的顺行

性遗忘 ,但更远期的记忆保留了下来。主要见于

Korsakoff 综合症 ,以及由于双侧丘脑梗塞、由于前

交通动脉破裂而施行手术造成的基底前脑损伤病

人 ; (4)具有严重的逆行性遗忘 ,但是顺行性记忆障

碍较轻 ,又称为孤立性逆行性遗忘 ,主要在功能性或

因性遗忘症中多见。近年来这类病人的报道渐多 ,

其损伤部位集中于颞叶前部 ,如颞极等。

2. 2 　公众事件与自传性记忆的分离

识别著名人物的名字和面孔属于语义知识。语

义记忆与颞叶有关 ,尤其是左侧半球 ,但对于自传性

记忆的神经基础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有 3 个部位

与自传性记忆的受损有关[5 ] : (1) 双侧颞叶损伤 ;

(2)皮层多个部位受损 ,破坏了皮质 —皮质通路 ; (3)

额叶 —丘脑系统受损等。公众事件与自传性记忆之

间是否可以分离 ,在不同的研究中也有不同的结论。

有的认为它们之间是可以分离的 ,有的研究则发现

它们会同时受损 ,但与记忆的时间有关[4 ] 。

对自传性记忆与著名人物记忆的分离现象报道

较多。研究表明 ,遗忘症病人的语义记忆 (著名人物

的记忆)正常 ,而自传性记忆受损。单侧额颞皮层损

伤也会引起自传性记忆受损 ,而语义记忆保留[1 ] 。

在痴呆病人的远期记忆中 ,也存在着自传性记忆与

公众事件之间的分离[6 ] 。Kitchener 和 Hodges 则报

道了相反的分离现象。一例右侧 71 岁颞叶受损的

病人 ,其自传性记忆正常 ,但是著名人物和公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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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明显受损[7 ] 。因而在自传性记忆和公众事

件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分离现象。

但另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自传性记忆与公众事

件记忆之间的分离。如 Korsakoff 综合症病人的自

传性记忆与公众事件记忆同时性受损[1 ] 。Kapur 等

报道了一例双侧颞叶损伤的遗忘症病人 L . T. ,其

仅有轻微的顺行性遗忘 ,但逆行性遗忘较为严重 ,包

括公众事件和自传性记忆[2 ] 。在 Kroll 等的研究

中 ,病人 A. A. 和B. B. 也均为额颞联合区损伤 ,他们

的智力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都较好 ,但有较为严重

的逆行性遗忘 ,他们在短暂事件测验、著名人物测验

和自传性记忆方面均明显受损[5 ] 。对语义痴呆病

人的近期研究还发现了自传性记忆和公众事件在时

间上的共同变化 ,即对于近期获得的语义和个人的

知识保留 ,记忆损伤较小 ,而远期记忆损伤严重。这

与 AD 病人的表现相反[7 ] 。

2. 3 　与逆行性遗忘相关的脑结构

与逆行性遗忘相关的脑结构包括内侧颞叶 —间

脑系统和颞叶、额叶新皮层等。内侧颞叶 —间脑系

统主要由 3 部分组成[8 ] : (1) 内侧颞叶系统 ,包括海

马及其周围的皮质 ,即海马、齿状回、内嗅区、围嗅区

和海马旁回等 ; (2)间脑系统 ,包括乳头体、丘前核和

背内侧丘脑核等 , Korsakoff 综合症主要是间脑系统

受损所致 ; (3)基底前脑 ,包括通往海马的胆碱能神

经通路、内侧隔区和 Meynert 核等。

2. 3. 1 　内侧颞叶

早期认为 ,内侧颞叶损伤后可以导致严重的顺

行性遗忘 ,但逆行性遗忘是较为局限的。但近年的

研究表明这一观点并不正确[9 ] 。在 1968 年 ,通过对

病人 H. M. 的检测 ,认为他的逆行性遗忘为手术前

2 年 ,但后来的研究发现他的逆行性遗忘要严重的

多 ,可以到手术前 11 年。R. B. 是选择性海马 CA1

区损伤的病人 ,他具有严重的顺行性遗忘 ,但是对于

病前的公共事件及人物的记忆保留得很好。对其他

4 名脑缺氧患者的研究采用同样的逆行性遗忘检测

方法 ,发现他们有严重的、呈阶梯性下降的逆行性遗

忘 ,同时顺行性遗忘也比 R. B. 所表现出的要严重 ,

与 R. B. 相比 ,这些病人的海马萎缩 ,病变侵及齿状

回和海马下脚。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 ,Squire 认为 ,海马本身的损

伤就可以导致严重的顺行性遗忘 ,而逆行性遗忘呈

局限的阶梯性。但是如果病变累及海马周围 ,就会

造成更为严重的顺行性遗忘 ,而逆行性遗忘呈阶梯

性下降。这一观点的理论假设是海马参与新知识的

建立和暂时存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知识便不

再依赖于海马[10 ] 。也有研究者认为 ,海马在信息提

取中的作用并不是短暂的 ,而是长期的 ,他们提出的

假说为多重记忆痕迹理论[11 ] 。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 ,多数研究仍支持海马在记

忆中起短暂作用的观点。单纯海马损伤会引起严重

的顺行性遗忘 ,以及局限性的逆行性遗忘 ;当临近部

位也受累时 ,逆行性遗忘变得较为严重 ,呈阶梯性下

降。

2. 3. 2 　间脑

逆行性遗忘是 Korsakoff 综合症病人的典型症

状之一。Korsakoff 综合症病人在提取有关个人和

公众事件的信息方面均存在严重的困难 ,呈阶梯性

下降 ,尤其是对发病前 10～20 年的记忆 ,而更远期

的记忆保留[1 ] 。但也有研究表明 , Korsakoff 病人的

自传性记忆有选择性的损伤。虽然他们和控制组之

间在提取个人情节记忆方面没有差异 ,但是在提取

记忆的时间段上有明显区别 , Korsakoff 综合症病人

倾向于从儿童和成年早期中提取信息 ,而正常对照

组则更多地从近期发生的事件中提取信息。

在 80 年代 ,两组研究者同时提出了假设 ,认为

远期记忆的丧失是由于在 20 年或更多年前的饮酒

造成的编码新知识方面的障碍所继发引起的[1 ] 。

根据这一假设 , Korsakoff 综合症逆行性遗忘就是长

期饮酒的结果 ,而不是遗忘症的内在特征。有研究

者还因此提出了两因素模型[1 ] :一是长期饮酒的效

应 ,二是由于丘脑损伤所造成的对远期记忆的提取

障碍或知识的丧失。后者引起选择性的情节记忆方

面的障碍。但是研究结果不支持这一假说 : (1)没有

Korsakoff 综合症表现的饮酒者只表现出较轻的远

期记忆障碍 ,而且限于较近的事件 ; (2) 没有饮酒史

的双侧丘脑梗塞病人的逆行性遗忘与 Korsakoff 病

人的特点相似 ; (3) 个案的研究。P. Z. 是一个出色

的科学家 ,在 65 岁时患 Korsakoff 综合症。他写过

成百篇研究报告 ,在发病前 3 年时 ,其自传性记忆完

好。采用与其工作和自传性记忆相关的测验材料发

现 ,P. Z. 忘记了其他科学家的名字和他的专业知

识 ,其自传性记忆也受损 ,且具有明显的阶梯性下

降。

2. 3. 3 　新皮层

除内侧颞叶 —间脑系统外 ,新皮层在远期记忆

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病人 L . T. 和 E. D. 均由于脑

外伤引起双侧颞叶损伤 ,他们仅有轻微的顺行性遗

忘 ,但逆行性遗忘较为严重 ,包括公众事件和自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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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2 ,6 ] 。这提示颞叶前部在远期记忆的提取中起

着重要作用。

一些研究者还提出了额叶损伤与逆行性遗忘的

关系。Winocur 和 Moscovitch 以大鼠为实验对象 ,

采用获得性食物偏好任务 ,研究了额叶损伤对顺行

性遗忘和逆行性遗忘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三选一

的再认测验中 ,额叶损伤的大鼠表现出明显的顺行

性遗忘和逆行性遗忘 ,改变学习和测验之间的时间

间隔 ,其逆行性遗忘并不改变[12 ] 。Calabrese 等报道

的病人是单疱脑炎 ,他的自传性记忆明显受损 ,MRI

和 SPECT 显示的受损部位为右侧额颞区。因此 ,

似乎额叶与自传性记忆的提取有关 ;额叶损伤病人

的逆行性遗忘特点为平直斜率 (flat gradient) 。这与

额叶参与策略、计划、抑制等功能有关[13 ] 。

3 　逆行性遗忘与记忆在脑中的组织

　　逆行性遗忘病人对于研究记忆在脑中的组织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逆行性遗忘可以发生在皮层广泛

受损的病人 (如单纯疱疹性脑炎病人) 中 ,也可以发

生在局部脑区 (如丘脑) 受损的病人中[5 ] 。前一种

情况是由于远期记忆的存储部位受损所致 ,即储存

的记忆痕迹或表征的丢失。而后一种情况则是记忆

通路之间失去联系 ,对远期记忆的提取障碍造成的 ,

此时 ,记忆痕迹仍存在 ,但由于特定皮层受损 ,记忆

的提取受到破坏。通过对逆行性遗忘与顺行性遗

忘、自传性记忆和公众事件的分离现象的研究 ,并结

合详细的神经解剖学资料 ,可以对远期记忆的存储

和提取过程进行分析 ,更好地揭示远期记忆的认知

组织和神经机制。

3. 1 　记忆的存储

由于孤立性逆行性遗忘表现为严重的提取远期

记忆障碍 ,但学习新知识的能力相对保留 ,因而这类

病人受损的部位与记忆的存储更为相关 ,如颞叶的

前部[7 ] 。颞叶是保存远期记忆的关键部位 ,或是包

含有提取远期记忆所必要的信息[1 ] 。曾有研究报

道了一例 50 岁的老年人 ,隐匿发病 ,伴有人格障碍、

癫痫和明显的逆行性遗忘。MRI 显示其左颞角前

部受损。另一名 36 岁的开放性脑外伤病人 ,CT 显

示左颞中回很小的区域损伤。开始时他的顺行性遗

忘和逆行性遗忘都很严重 ,但几年之后 ,顺行性遗忘

恢复较快 ,而遗留下严重的逆行性遗忘 ,可以影响到

发病前 20 年 ,包括公众事件和自传性记忆[1 ] 。

3. 2 　记忆的提取

颞叶除与远期记忆的存储有关外 ,与记忆的提

取也有较大的关系。颞极和颞叶前外侧部与自传性

记忆和公众事件的记忆提取有关 ,对癫痫病人、语义

痴呆病人的研究证实了颞叶外侧部在记忆提取中的

作用。对病人单细胞记录的结果也提示颞叶外侧部

的神经元与记忆的初始提取有关[1 ] 。而颞极 —眶

额叶的外侧部是记忆必要的中介部位[5 ] 。额叶与

背内侧丘脑之间有纤维联系 ,它们与记忆的编码和

提取都有关系。前额叶与记忆提取之间的关系主要

是提供搜索记忆痕迹的动力 ,以及进行时间上的组

织。

Markowitsch 提出了“提取系统”的假说[14 ] ,认

为腹外侧额叶和颞叶的前外侧共同组成提取远期记

忆的系统 ,额叶和颞叶的联合损伤是逆行性遗忘的

关键。其中右侧与情节记忆的提取相关 ,而左侧与

从知识系统 (语义记忆)中提取信息相关。

此外 , Korsakoff 病人中严重而呈阶梯性下降的

逆行性遗忘提示间脑在记忆提取中的作用[1 ] 。双

侧丘脑梗塞、间脑区域的肿瘤都可引起严重的逆行

性遗忘。这表明 ,间脑的某些结构对远期记忆的提

取是很关键的。一种观点认为 ,记忆是一个复杂的

相互联系的提取和存储系统 ,包括问题解决、证实和

推理等过程。在最低层次 ,自传性记忆是相对没有

组织性的 ,在提取过程中记忆变得有结构性。依据

这一模型 ,丘脑损伤后的逆行性遗忘可以看做是提

取组织中高级阶段的障碍 ,而低层次的记忆保留 ,与

额叶和后皮质区的失联系有关。

短暂性全面遗忘病人常有一段时间的事件被遗

忘 ,虽然很难在发病时进行记忆检测 ,但是现有的数

据还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这类病人进行研究的

一个突出优点是可以进行被试内对比。有的研究发

现 ,在短暂性全面遗忘期间 ,病人的记忆表现出阶梯

性下降的趋势。这提示逆行性遗忘更可能是一种提

取障碍 ,而不是编码或存储方面的障碍。

3. 3 　快速学习的内侧颞叶系统和慢速形成的新皮

层联系系统

针对自传性记忆与公众事件之间的分离现象 ,

许多学者提出 ,大脑中存在快速学习的内侧颞叶系

统和慢速形成的新皮层联系系统[15 ] 。海马系统在

一定时间内对于记忆的提取是重要的 ,或是作为短

时储存器 ,与表征记忆痕迹的皮层部位之间进行联

系。而逆行性遗忘是时间有限性的提取障碍与非特

性提取障碍的结合 ,即海马与其它皮层的联合损伤。

海马系统将这些成分联结在一起 ,成为完整的记忆

痕迹 ,海马损伤会引起随时间的阶梯性的记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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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dtke 和 Vollmer 的结果对上述假说提供了支

持。研究表明 ,在著名人物的自由回忆测验中 ,

Korsakoff 病人的成绩呈阶梯性下降 ,延续至病前 5

～10 年 ,遗忘症病的自传性记忆也明显受损。回归

分析发现 ,近期的情节自传性记忆与韦氏记忆量表

所测得的记忆商的相关性较大 ,而著名人物回忆、儿

童期自传性回忆则与语义记忆测验相关较大。这提

示 ,逆行性遗忘是由海马及新皮层共同参与的 ;从依

赖于海马的记忆表征 ,到依赖于新皮层的记忆表征 ,

以复述等中介 ,需经过 5～10 年。

4 　逆行性遗忘研究的局限性

　　逆行性遗忘并不是一种全或无的现象 ,研究方

法上的局限性是逆行性遗忘研究中的主要不足之

处。逆行性遗忘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面还都具有相

当大的困难 ,主要原因在于被试在测验中的个体差

异太大。例如 ,辨认著名人物或事件的测验是依赖

于性别、年龄、IQ、文化背景及其它因素 ,因此制定

一个普遍适用的测验是很困难的。

在逆行性遗忘的研究中 , 存在以下一些困

难[1 ,5 ,6 ] : (1) 一个人的过去的经历很难定量测定 ;

(2)人们有各自的喜好和兴趣。由于没有损伤前的

自身对照 ,其损伤后的有关世界的知识方面的丢失

也不好确定 ; (3) 一些自传性事件由于不断的重复 ,

已变为一般性知识系统 (语义记忆)的一部分 ; (4)不

可能清楚地知道在知识获取时的条件和情况 ,如认

识一位政治家是在电视上 ,还是在其它情况下 ; (5)

测验的方式 ,如再认或自由回忆 ,会影响实验结果 ;

(6)在一些情况下 ,记忆障碍是具有选择性的 ,如只

影响记人名、动物名或建筑物的名称等 ; (7) 与媒体

的接触程度与公众事件的记忆呈显著的正相关。因

此 ,需要更多的个案和成组研究 ,采用更多的和有效

的测量方法 ,对逆行性遗忘进行系统的研究。现在

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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