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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自我参照效应的实验范式与字表方式的有意遗忘范式相结合 ,探讨有意遗忘在自我参照与他人参照条

件下的异同。结果表明 , 在有意遗忘的研究范式下 , 自我参照加工和他人参照加工的回忆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是自我参照条件下出现了有意遗忘现象 ,而他人参照加工条件下没有有意遗忘现象。这表明 ,自我参照加工的

材料 , 区辨性很高 ,因而有意遗忘的指导语激发的抑制作用对它有效 ,从而出现了遗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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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有意遗忘 ,或称定向遗忘 (directed forgetting),

是指一种有效控制意识内容的方法 ,其关键在于遗

忘的有意性和指向性
[ 1]
。 B jork于 1972年提出了一

种有意遗忘的研究范式———字表方式 ( the listmeth-

od)。实验过程如下 (如图 1):将一组学习材料分为

前后两部分 (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 ),两部分材料分

别呈现 。有两种实验条件:(1)R(remember)实验条

件 ,指示被试对前半部分材料 (记忆项 )和后半部分

材料(记忆项 )都进行记忆;(2)F( forge t)实验条件 ,

指示被试对前半部分材料 (遗忘项 )进行遗忘 ,而对

后半部分材料(记忆项 )进行记忆。呈现完毕后 ,要

求被试对所有项目进行自由回忆。

　　目前 ,定向遗忘的测量方法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

其中一种方式是基于代价 ———获益的分析 ,即比较

两种实验条件下遗忘项或记忆项的成绩;因此 ,定向

遗忘效应主要以 R实验条件下记忆材料的成绩为

基线。如果 F实验条件下前半部分的成绩劣于 R

实验条件下前半部分的成绩 ,那么定向遗忘的代价

( the cost of the directed forge tting)是明显的 ,即定向

遗忘现象越明显
[ 2]
;如果 F实验条件下后半部分的

成绩优于 R实验条件下后半部分的成绩 ,那么定向

遗忘的获益 ( the benefit o f the directed fo rgetting)是

明显的 。另一种方式是指在 F实验条件下 ,直接比

较前半部分材料和后半部分材料之间的成绩 ,如果

记忆项和遗忘项之间的成绩差异非常显著 ,那就出

现了显著的定向遗忘效应。后一种方式是研究者比

较偏好的测量方式
[ 3]
。

　　回忆成绩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回忆正确率

上 ,同时也体现在回忆顺序 (o rde r of reca ll)和回忆

反应时等指标上。回忆顺序是指 ,在对学习材料进

行自由回忆时 ,尽管有一部分要求遗忘的材料 (遗

忘项 )会被回忆出来 ,但是它们被回忆出来的顺序

要落后于那些要求记忆的材料 (记忆项 ),以遗忘项

和记忆项分别作为计算单位 ,将每一个计算单位中

的回忆出来的材料的顺序进行平均 ,即可得到遗忘

项和记忆项的回忆顺序 。此时 ,记忆项的回忆顺序

小于遗忘项的回忆顺序 ,也就是记忆项先于遗忘项

而被回忆出来 。

　　目前一般认为 ,提取抑制说(re trieva l inhibition)

可以很好地解释字表方式下的有意遗忘现象
[ 4]
。

　　抑制说认为 ,有意遗忘的指导语激活了认知抑

制 ,阻断了遗忘项的回忆路径 ,即在对要遗忘的项目

进行提取时 ,抑制了其回忆路径 ,从而使遗忘项的回

忆成绩降低
[ 5]
。因此 ,一般采用有意遗忘范式来研

究在不同的加工任务中有意遗忘的指导语能否激活

对材料的抑制 ,是指被试在对目标刺激加工时压抑

对无关刺激的处理。被试是否出现有意遗忘 ,主要

与他们的认知抑制能力发展有关
[ 5]
。

　　自我在记忆的形成 、组织和提取中扮演着关键

性的角色 。 Rogers等 (1977)发现 ,记忆材料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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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程序流程图

联系时记忆成绩比其他编码条件 (如结构编码 、音

韵编码 、语义编码 、他人参照编码等 )的记忆成绩

好 ,并把这种现象称为自我参照效应 (self-refe rence

effect, SRE)
[ 6]
。 Conw ay(2000)认为自我是自传记

忆的一部分 ,对自我的记忆属于自我记忆系统 ,这一

系统中所有潜在被激活的目标构成 “工作自我 ”,新

知识可以通过它进入自传知识库 ,在编码过程中 ,无

论这一信息与自我的关联是低还是高 ,都进入 “工

作自我 ”且得到保护 ,然后 ,一个固化的过程开始形

成 ,与自我有较高关联的信息与自传信息库整合 ,而

其它的信息则不能整合到自传知识库中
[ 7]
。

　　已往对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 ,侧重于从编码的

角度考察自我参照加工的优势 ,只涉及神经系统与

心理活动的兴奋机能
[ 8]
。但完美的记忆具有选择

性 ,即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应该记住的信息 ,同时忘

记 、忽视或者压抑那些应该忘记的信息
[ 9]
。因此 ,

记忆研究的另一个焦点是对无关信息或者不合适信

息的遗忘 ,它不是存储新记忆的消极副产物 ,而是某

种抑制机制的激活 ,来压抑优势反应或排除无关刺

激的干扰
[ 10]
。

　　Powe r(2003)较早研究了自我对有意遗忘现象

的影响 。结果发现 ,如果要求被试在学习情绪性材

料时将这些材料与自身相联系 ,抑郁症患者和正常

对照组都出现了有意遗忘现象 ,但抑郁症患者对要

求遗忘的负性形容词进行提取时相对地容易一些 。

这表明自我参照加工并不能阻止激活的抑制机制对

情绪性材料的抑制作用
[ 11]
。但以往的研究表明:

(1)研究者一般通过比较自我参照与其它加工方式

(如字音加工 、字形加工等 )之间的差异 ,来探究自

我对有意遗忘现象的影响;并没有在有意遗忘研究

中将自我参照加工同他人参照加工这两种编码形式

进行比较 ,而进行这两种加工的比较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自我参照效应。 (2)研究表明 ,记忆材料为名

词时产生的自我参照效应比人格形容词要小
[ 12]
。

既然形容词和名词对记忆效果有不同的影响 ,那么 ,

情绪形容词和特质形容词对记忆效果是否对自我参

照效应有不同的影响呢  这种材料方面的差异是否

会影响到有意遗忘现象中的自我参照效应呢 

　　针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 ,本研究结合有意遗忘

的字表范式和自我参照范式 ,采用人格特质形容词

作为实验材料 ,从抑制角度考察自我参照加工相对

于他人参照加工的优势 ,探查自我的参与和实验材

料是否会影响有意遗忘现象 。

2　方法

2. 1　被试

　　64名在校大学生 ,平均年龄为 22. 03岁(SD =

2. 30岁 );其中男生 26名 ,女生 38名。实验后付少

量报酬。

2. 2　材料

　　 40个人格特质形容词 (双字词 ,见附录 ),随

机地平均分为两列词表 ,褒义词和贬义词各半。

2. 3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 2×2×2混合设计 。自变量分别为:

(1)实验条件(R实验条件和 F实验条件);(2)参照

对象 (自我参照和他人 (鲁迅 )参照 );(3)字表 (前

半词表和后半词表 )。其中 ,前两个自变量为组间

设计 ,第三个自变量为组内设计 。因变量为正确回

忆量和回忆顺序。

2. 4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计算机呈现和主试记录相结合的方

式 ,分为三个阶段:

　　学习阶段:首先进行前半词表的学习:每次先在

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 “ +”0. 5s,然后在原注视

点位置呈现一个特质形容词 3s,要求被试根据每个

形容词与参照对象 (自我或他人)的符合程度进行 3

点量表的评估 ,并尽量记住这些词 。前半词表呈现

完毕之后 ,根据实验条件的不同给被试呈现不同的

指导语。 F实验条件下 ,告诉被试前半词表只是一

个练习 ,在随后的记忆测验中不会出现这些词 ,因此

要忘记前半词表 ,只需要去记忆后半词表 。 R实验

条件下 ,告诉被试前半词表是学习的一部分 ,接下来

的词表是另一部分 ,要求被试记住所有的材料。被

试明白实验任务后 ,开始后半词表的学习 ,其实验程

序同前半词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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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过程中 ,两列词表随机地分配到前半词表

和后半词表中 ,以保证这两列词表在前半词表和后

半词表中出现的机会均等 。

　　干扰阶段:要求被试在随机出现的 100个字母或

数字中对大 H、小 m和数字 3分别计数 ,记时 3m in。

　　测验阶段:要求被试对前面学习过的所有词

(包括前半词表和后半词表)进行自由回忆测验 ,不

必考虑其呈现的顺序和来源 (来自于前半词表还是

后半词表),回忆时间为 5m in。主试记录被试报告

的形容词 ,并按顺序对这些形容词的回忆顺序进行

标记。

3　结果

　　计算出被试的正确回忆量;同时 ,以前半词表和

后半词表分别作为计算单位 ,将每一个计算单位中

回忆出来的形容词的顺序进行平均 ,得到前半词表

和后半词表的回忆顺序。为了统计的完整性 ,我们

不仅采用方差分析的统计结果 ,同时无论方差分析

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是否显著 ,我们都会进一步地

采用 t检验对那些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更加严

格的检验
[ 13]
。

3. 1　总回忆量

　　利用 2×2方差分析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 ,参照

对象的主效应不显著 , F (1, 60) = 3. 619, p >

0.05;实验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 , F (1, 60) =

0.006 , p>0.05;参照对象和实验条件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 , F(1, 60) =2.316, p>0.05。在 F实验条件

下 ,自我参照加工条件下的总回忆量显著地高于他

人参照加工条件下的总回忆量 , t(30) =2.702, p <

0.05;而在 R实验条件下 ,两种参照条件下的总回

忆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 t(30) =0.246, p>0.05。

3. 2　自我对回忆成绩的影响

　　采用定向遗忘测量方法中的第二种方式 ,即在

两种参照条件下 ,将 F实验条件下的前半词表和后

半词表的回忆成绩进行比较 (见图 2)。利用 2 ×2

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参照对象的主效应显著 , F (1,

30) =7. 303 , p <0. 05;字表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 =7. 823, p <0. 05;参照对象和字表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 ,F (1, 30) =1. 345, p >0. 05。同时 ,在

两种参照条件下 ,将 F实验条件下的前半词表和后

半词表的回忆顺序进行比较 (见图 3)。利用 2 ×2

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参照对象的主效应显著 , F (1,

30) =8. 409 , p <0. 05;字表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 =13. 635, p<0. 05;参照对象和字表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 ,F (1, 30) =2. 735, p>0. 05。

　　在自我参照条件下 ,将 F条件下的前半词表和

后半词表的回忆成绩和回忆顺序分别进行比较 。结

果发现 ,前半词表的回忆成绩显著地低于后半词表

的回忆成绩 , t(15) = - 4. 184, p <0. 05;前半词表

的回忆顺序显著地高于后半词表的回忆顺序 , t(15)

=2. 990, p <0. 05。回忆成绩和回忆顺序两方面指

标都表明 ,在自我参照条件下出现了有意遗忘现象。

　　在他人参照的条件下 ,将 F条件下的前半词表

和后半词表的回忆成绩和回忆顺序分别进行比较 ,

结果发现 ,前半词表的回忆成绩与后半词表的回忆

成绩之间差异不显著 , t(15)=- 1. 505, p >0. 05;

前半词表的回忆顺序与后半词表的回忆顺序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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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也不显著 , t(15) =0. 756, p>0. 05。回忆成绩

和回忆顺序两方面的指标都表明 ,在他人参照条件

下没有出现有意遗忘现象 。

3. 3　自我对相对回忆成绩的影响

　　采用定向遗忘测量方法中的第一种方式 ,即在

自我参照条件下 ,以 R实验条件下前半词表和后半

词表的回忆量和回忆顺序作为基线水平 ,将 F实验

条件下前半词表和后半词表的回忆量和回忆顺序与

之相减 ,得到自我参照条件下前半词表和后半词表

的相对回忆量和相对回忆顺序。同样的 ,在他人参

照条件下 ,得到他人参照条件下前半词表和后半词

表的相对回忆量和相对回忆顺序 。

　　从相对回忆量这一指标来看 (见图 4),参照条

件的主效应显著 , F (1, 30) =5. 768 , p <0. 05;字

表的主效应显著 , F (1, 30) =4. 191 , p <0. 05;参

照条件和字表的交互作用显著 , F (1, 30) =

16.750, p<0. 05。从相对回忆顺序这个指标 (见图

5)来看 , 参照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 F (1, 30) =

7.584 , p<0. 05;字表的主效应显著 , F (1, 30) =

7.335 , p <0.05;参照条件和字表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 , F(1, 30) =2. 826, p>0. 05。

　　在自我参照条件下 ,前半词表的相对回忆量显

著地低于后半词表的相对回忆量 , t(15)=- 4.184,

p<0. 05;前半词表的相对回忆顺序显著地高于后

半词表的相对回忆顺序 , t(15) =2. 990 , p<0. 05。

从相对回忆量和相对回忆顺序两方面来看 ,在自我

参照条件下出现了有意遗忘现象。

　　在他人参照的条件下 ,前半词表与后半词表的

相对回忆量和相对回忆顺序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 t

(15) = 1. 505, p < 0. 05, t(15) = 0. 756, p >

0.05。相对回忆成绩和相对回忆顺序两方面的指标

都表明 ,在他人参照条件下没有出现有意遗忘现象 。

4　讨论

　　在有意遗忘范式中 ,无论从回忆成绩或回忆顺

序还是从相对回忆成绩或相对回忆顺序的比较上来

看 ,即采用两种数据分析方法都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在自我参照加工条件下出现有意遗忘现象 ,而在他

人参照条件下 ,没有出现有意遗忘现象。

　　对于自我参照加工和他人参照加工下的这种差

异 ,可以用 B jo rk(1970)的两阶段理论和激活 -抑制

理论来解释。 B jo rk认为 ,被试对有意遗忘的指导语

的处理对策 ,就是以某种方式将遗忘项和记忆项分

开 ,使遗忘项和记忆项之间存在很高的区辨性 (dis-

tinc tivene ss),并将所有的记忆资源和复述机会留给

记忆项
[ 7]
。在本实验中 ,这些人格特质形容词之间

有明显的相互联系。研究表明 ,当一系列单词间有

明显的相互联系时 ,对该系列单词的组织加工是自

动的 ,只有精细编码的任务有助于对该系列单词的

记忆
[ 14]
。尽管本实验中自我参照和他人加工参照

两种条件下被试对这些特质形容词的自由回忆成绩

之间没有差异 ,但是由于自我是一个独特的认知结

构 ,在自我参照加工条件下记忆材料会得到精细的

独特性加工
[ 12]
,导致材料之间的区辨性较高;当要

求尽力将这些材料遗忘时 ,被试能够将这些材料区

分开来 ,十分清楚哪些是应该记住的 ,哪些是应该遗

忘。因此 ,有意遗忘的指导语激发的抑制机制就会

对那些应该遗忘的材料尽量排除在意识之外 ,从而

在回忆时就出现了有意遗忘现象 。而在他人参照条

件下 ,材料得不到自我参照条件下的这种独特性加

工 ,因此这部分材料之间的可区辨性较低;因而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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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现象就消失了。

　　研究表明 ,人们在对人格特质形容词进行判断

的时候 ,一般有以下两种方式:(1)“概念驱动 ”:人

们已经将自己所具有的某种人格特质内化 ,因此当

遇到这个人格特质形容词时 ,只需要对号入座即

可 ———这属于自上而下的加工 。 (2)“数据驱动”:

当遇到某个特质形容词时 ,人们在理解这个词的同

时 ,将生活中与此有关的事件联系起来 ,在此基础上

进行抽象概括 ,从而对这个特质形容词的符合程度

进行判断———这是自下而上的加工
[ 15]
。在本实验

中 ,实验材料为人格特质形容词 ,因此相对于情绪形

容词判断单纯具有的 “数据驱动 ”,特质形容词同时

具有 “概念驱动 ”和 “数据驱动 ”两种加工方式 。同

时 ,有意遗忘的指导语激发的抑制机制 ,是由外显的

诱发因素激发的 ,被试是在意识状态之下对一些学

习材料进行 “主动 ”地抑制 ,从而出现了有意遗忘现

象
[ 16]
。抑制机制的性质和材料所引起的加工方式

之间可能会产生一些交互作用 , 意识状态之下的

“主动”抑制会对概念驱动较多的人格特质形容词

有更好的抑制效果 ,而无意识状态之下的主动抑制

对数据驱动较多的情绪形容词会有更好的抑制

效果。

　　从总回忆量方面进行分析 ,在 F实验条件下 ,

自我参照加工出现了相对于他人参照加工的优势;

但是在 R实验条件下 ,自我参照加工的这种优势却

消失了 。这可能是由于有意遗忘范式的参与 ,使得

记忆效果出现了变化 。在 R实验条件下 ,自我参照

条件和他人参照条件之间的总回忆量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是 ,在以往的

自我参照效应研究中 ,被试在最初的学习过程中并

不知道之后还有关于这些学习材料的记忆测验 ,属

于无意识记
[ 12]
。而在本研究中 ,实验开始时 ,就已

经告知被试这是一个记忆实验 ,在学习的过程中要

尽力地识记曾经见过的材料 ,属于有意识记 。在有

意识记的情况下 ,被试不仅对自我参照条件下的学

习材料尽力记忆 ,同时对他人参照条件下的学习材

料也尽力记忆 ,因此可能会导致两种参照条件下总

回忆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第二种可能是 ,以往的

自我参照效应多采用再认测验 ,此时自我参照条件

下的总再认量一般高于他人参照条件下的总再认

量 。自由回忆比再认难 ,这两种测验方式的不同有

可能影响自我参照效应的出现与否。

5　结论

　　(1)在有意遗忘的研究范式下 ,自我参照加工

和他人参照的自由回忆正确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2)自我参照条件下出现了有意遗忘现象 ,而

他人参照加工条件下没有表现出有意遗忘现象。这

表明 ,有意遗忘的指导语激发的抑制过程对自我参

照加工的材料有效 ,从而出现了有意遗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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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m ploys the se lf-reference effect paradigm and the listm ethod ofdirected fo rgetting , to study the direct-

ed forgetting under self-referentia l processing and other-referentia l processing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general recall pe rform ance betw een the tw o processing conditions in the paradigm o f

directed forgetting. (2)W ithin the listmethod of directed forgetting , the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tw o processing conditions

is revealed that the effect o f directed fo rgetting appears under the se 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condition, whereas not under

other-referential processing condition. This may suggest that the effect of inhibition due to the ins truction of directed fo r-

getting is strong enough form em orym aterials w ith high dis tinctness under the self-re fe rential processing to produce the di-

rected fo rgetting effec.t

K ey words　self, directed forge tting, se lf-reference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