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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空间启动范式考察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是否激活空间信息, 即是否存在空间隐喻。实验 1 探

讨单通道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的空间隐喻, 实验 2 则探讨跨通道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的空间隐喻。实验 1
中让 32 名母语为汉语的汉-英双语者先看一个英文情绪词, 接着进行视觉空间位置判断, 最后再让被试判断
之前呈现的情绪词是积极词还是消极词。实验 2 中 40 名母语为汉语的汉-英双语者完成跟实验 1 类似的任务,
不同之处为英文情绪词以听觉形式呈现。两个实验的结果表明, 跨语言和跨通道的情绪词的空间隐喻受到空
间位置方向的影响。垂直位置方向上, 二语情绪词在单通道和跨通道中都表现出了空间隐喻; 水平位置方向
上, 二语情绪词没有表现出空间隐喻。该结果说明了情绪概念的空间隐喻会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 进一步支
持了知觉符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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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二语与母语的概念表征形式不同, 这种不同会
不会表现在感觉加工中呢？如果概念加工和知觉

概念是人脑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 是

加工涉及不同的感觉通道, 情况又如何呢？因此,

思维最基本的单位。通过概念, 可以把复杂的现象

本研究从跨语言和跨通道两方面来探讨抽象概念

变成简单且更容易理解的认知类别。因此, 概念加

的加工问题。

工(conceptual processing)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研究中

概念的表征方式直接决定了认知系统的工作

的重要内容(Murphy, 2002)。对于概念加工的方式

模式。因此, 探讨概念表征的本质对解决认知心理

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命题符号理论和知觉符

学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对

号 理 论 。 命 题 符 号 理 论 (Propositional Symbol

于概念表征方式(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的探讨

Systems)认为概念是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储存在大脑

存在非常大的分歧, 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

中, 与躯体经验没有直接联系。而基于具身认知

一种是传统的命题符号理论, 属于非模态符号理论

(Embodied Cognition) 的 知 觉 符 号 理 论 (Perceptual

(Amodal Symbol Systems)的一种(Newell & Simon,

Symbol Systems)认为, 概念形成植根于普遍的躯

1972)。命题符号理论认为知识以一种抽象的形式

体经验, 特别是空间经验, 是人们对身体和空间认

储存在大脑中, 这些抽象的符号(称为命题符号)通

识 的 结 果 , 抽 象 概 念 通 过 隐 喻 (metaphor) 来 表 征

过命题网络相互联结, 随着经验的增加和知识的积

(Gibbs, 2006; Lakoff & Johnson, 2009)。关于概念

累, 命题网络不断扩大, 人类认知系统的加工能力

表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母语的概念表征上, 并且这

也不断增强。另一种是基于具身认知的知觉符号理

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同一感觉通道内的概念加工

论, 该理论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谢

和知觉信息的关系。而二语是个人后期习得的语言,

久书, 张常青, 王瑞明, 陆直, 2011)。这一理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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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salou (1999)受认知科学主流之外的哲学思潮的

语言加工系统与空间信息加工系统间有重叠

影响, 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知识表征理论。该理论自

(Richardson, Spivey, Barsalou, & McRae, 2003)。

提出以后, 受到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

伍丽梅、莫雷和王瑞明(2006)通过实验进一步

域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也倾向支持该理论

证明了动词理解过程中会激活其表征中的空间元

(王瑞明, 莫雷, 李利, 王穗苹, 吴俊, 2005)。知觉

素, 并且这种激活是自动的、非策略性的, 不受情

符号理论与命题符号理论最主要的理论差异体现

境中客观原因或主观意愿否定的影响。人们在语言

在如何看待内在符号与外在符号在物体原型之间

理解中不仅能够对概念进行知觉符号表征, 对概念

的关系。命题符号理论认为两者间的关系是任意的

间 的 关 系 也 可 以 进 行 知 觉 符 号 表 征 。 Zwaan 和

(arbitrary)、语言学模式的(linguistic-like), 而知觉符

Yaxley (2003a, 2003b)通过实验检验了词语指代物

号理论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类似的(analogue)、知觉的

的空间位置关系对语义相关判断的影响。有些研究

(perceptual) (王瑞明, 莫雷, 2010)。

者还直接探讨了概念理解跟感知觉加工的关系, 进

知觉符号理论自提出以来得到了许多研究的

一步证明了概念表征是一种知觉符号表征。比如,

支持, 特别是在具体概念研究方面。知觉符号理论

研究者发现在概念属性判断中同样出现了转换消

认为知觉符号是知识表征的基础, 它以知觉的形式

耗现象(switching costs), 而转换消耗是一种经典的

将外界信息保存在记忆中。知觉符号将信息以形象

知觉加工现象, 即如果后续的知觉刺激与之前的知

的方式储存下来, 这种储存本身包含了各种身体的

觉刺激来源于不同的感觉通道, 后续刺激的加工会

感知觉体验(Yeh & Barsalou, 2006)。知觉符号理论

出现延迟(Pecher, Zeelenberg, & Barsalou, 2003)。实

认为内在符号与外在物体原型间具有类似性关系,

验结果发现, 当前面呈现的概念和后面的概念属于

Stanfield 和 Zwaan (2001)根据该理论开创性地使用

不同感觉通道时, 其反应时会增加, 正确率也会降

句图匹配范式对知觉符号理论进行了实验验证。实

低。从而证明了概念加工与感觉加工具有同样的加工

验中先让被试阅读一个句子, 然后紧跟着呈现一幅

模式, 据此表明了概念表征是一种知觉符号表征。

图片, 图片内容与被试刚刚阅读的句子有匹配和不

支持知觉符号理论的研究不仅来源于具体概

匹配两种条件。匹配的条件下, 图片内容与被试阅

念, 也有一些是关于抽象概念的。知觉符号理论认

读句子的隐含位置信息一致。不匹配的情况则相

为人类通过隐喻(metaphor)理解抽象概念。隐喻指

反。被试的任务是判断这幅图片在前面的句子中是

借助于具体概念理解抽象概念。例如, 生活中, 人

否出现过。例如, 被试阅读一句话：“护林员看到天

们常说“沉重的心情”、“悠久的历史”、“沉重的打击”

空中有一只老鹰”, 后面的图片可能是在天空中飞

等等。隐喻并非仅仅是一种修辞或者沟通策略, 更

翔的老鹰的图片, 也可能是站立在巢穴中的老鹰的

是表征概念的重要方式。Lakoff 和 Johnson (1999)

图片。实验结果表明, 匹配条件下的反应快于不匹

指出, 人类的思维过程是基于隐喻的。“隐喻作为人

配下的反应。在概念表征领域, 研究者还对动词概

类概念系统中深层次的核心概念, 对人类日常的思

念理解中能否产生知觉符号表征进行了探讨, 实验

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 隐

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知觉符号理论。

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重要基础” (束定芳,

有研究者采取了视知觉任务和语言理解任务,

2001)。先前研究利用空间线索提示范式发现时间

探讨了动词的实时理解过程中是否激活了相应的

的空间隐喻现象。实验发现表达将来的词语促进被

空间元素。实验要求被试在听句子录音之后判断屏

试对右侧刺激的反应。同样, 表达过去的词语促进

幕上呈现的图形刺激的形状。听力材料是以纵向和

被试对左侧刺激的反应(Ouellet, Santiago, Funes, &

横向动词为谓语的一般现在时简单句, 动词包括抽

Lupiáñez, 2010)。Boroditsky (2000)研究证明了人们

象动词和具体动词; 视觉刺激是圆形或正方形, 屏

对时间的认识是依赖于空间信息的, 并且空间信息

幕按照两维坐标系分为上下左右 4 个区域, 上下轴

的变化会影响人类对时间信息的知觉。在其实验中

线构成纵向, 左右轴线构成横向, 视觉刺激随机出

被试需要先完成一个空间问题, 然后被试还要回答

现在 4 个区域之中。结果发现理解纵向动词将产生

一个两可的时间理解问题。结果发现, 被试的空间

纵向的空间表征, 同时这种空间表征影响了纵向出

任务会影响时间信息的加工。此外, 在一项跨文化

现的空间视觉刺激的加工, 横向动词也表现出同样

研究中发现普通话的被试更倾向于在垂直方向上

的模式。从而证明了动词的理解需要依赖空间信息,

表 述 时 间 (Boroditsky, Fuhrman, & McCorm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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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表明这种空间方位上的隐喻受到了文化的调

存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空间隐喻。但是, 在二

节。其它类型的抽象概念与空间信息同样有着极为

语条件下的情绪概念空间隐喻是否也会出现？情

密切的联系, 抽象概念是表征于不同的空间位置中

绪概念的空间隐喻过程是如何发生呢？是经验的

的。例如在道德概念的研究中, 抽象的汉语道德概

作用还是一种自动化加工？本研究将运用空间判

念可以激活垂直空间的具体概念(上或下), 形成汉

断任务范式从跨语言和跨通道等不同的加工程度

语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 即“道德是上, 不道

来探讨这个问题。

德是下”的感觉-动作经验(王锃, 鲁忠义, 2013)。在

实验一研究单通道的二语情绪概念空间隐喻,

汉语中, “高”、“上”等空间方位词常常被用来描述一

这是一种跨语言的探讨。能够运用第二语言进行交

个人的道德, 比如“高尚”、“高风亮节”; “低”、“下”

流是绝大多数双语者(或者二语学习者)的最终目

等空间方位词常常被用来描述一个人不道德, 比如

标。因此, 双语者的言语产生过程成为研究者关注

“低贱”、“下流” (蓝纯, 1999; 陈燕平, 2011)。总之,

的一个热点。Sapir-Whorf Hypothesis 认为语言可以

概念的加工需要利用空间信息。

影响认知。由于在汉语的情景中人们更习惯用垂直

情绪概念也是抽象概念的一种。双重编码理论

空间表示概念, 而英语母语者则更倾向于使用水平

认为, 具体概念的加工同时激活语义系统和表象系

空间(Boroditsky et al., 2011)。即双语者的母语与二

统 , 而 抽 象 概 念 的 加 工 只 激 活 语 义 系 统 (Paivio,

语在隐喻的空间轴向性上(汉语垂直, 英语水平)存

1991; Paivio, Yuille, & Madigan, 1968)。情绪概念没

在差异。那么背景经验不同, 在母语环境下使用二

有具体的物体来提供表象, 只能激活语义系统, 是

语加工概念, 他们会倾向使用哪种空间轴呢？由于

一种抽象概念。情绪具身性有着广泛的理论假说与

二语的熟悉性比母语的熟悉性低, 获得的关于情绪

研究证据,从情绪外周理论到面部反馈假说、躯体标

概念的经验更少, 二语学习相对母语是比较复杂的

记 假 说 再 到 现 在 的 情 绪 具 身 观 (Embodying Emo-

后天认知活动, 二语相对于母语加工程度更大, 那

tion), 一致 认为情绪与 身体有着密 切的关系 (Nie-

么在母语中发现的情绪概念词存在垂直和水平方

denthal, 2007)。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观点,情绪具身

向的空间隐喻是否出现在二语中？为了探讨二语

观为情绪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刘亚, 王振宏, 孔

情绪概念的空间隐喻状况, 同时探讨情绪概念的空

风, 2011)。但是, 目前对于情绪的研究比较多, 而

间隐喻过程, 我们首先探讨二语语境中的空间隐喻

对于情绪概念这种抽象概念的加工研究却相对较

现象, 检验空间隐喻是否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 同

少。抽象概念的研究范式有空间线索范式和空间

时也检验经验对空间隐喻的影响。

Stroop 范式。Ouellet 等人(2010)利用空间线索提示

在实验二中进一步探讨跨通道的二语情绪概

范式探讨时间的空间隐喻现象。实验中先在屏幕中

念空间隐喻。Barsalou 提出的知觉符号理论有五大

央出现一个代表过去或者未来的词汇, 要求被试记

特征, 其中两大特征为(1)知觉符号是多模式的, 知

住该词汇, 之后有两个方形出现在屏幕左右两边,

觉符号的形成过程不仅可以在视觉中进行, 还可以

紧跟着有一个白色的圆点出现在其中的一个方形

在躯体感受和内省以及其他通道中进行, 每一种符

之中, 被试对圆点出现在左边或者右边做按键反应,

号都储存于独立的脑区; (2)知觉符号系统中有多个

方形在被试做出反应后消失。之后屏幕上出现“？

框架, 框架是用来对一类别进行仿真时使用的一个

过去？”或者“？将来？”, 让被试判断前面出现的

整合的知觉系统, 它分别表征空间和内容信息 (王

词汇是表达过去还是将来。空间 Stroop 范式跟空间

瑞明, 莫雷, 2010)。知觉符号理论认为概念加工依

线索范式类似, 主要的差异是位置判断任务换成空

赖于知觉加工, 知觉是概念加工的基础。但是知觉

间 Stroop 任务, 没有方形, 圆点也被替换为箭头,

是分化的,不同的感知觉依赖的脑区不同。比如温

被试的任务是对箭头指向左边或者右边做按键判断。

觉、痛觉、触压觉等的加工所依赖的区域不同。那

谢久书(2012)借鉴 Ouellet 等人(2010)的空间线

么概念所依赖的知觉基础是否也是分化的？我们

索范式, 运用空间判断任务范式, 探讨在母语条件

以往的研究中都是关注单一通道的情况, 即空间隐

下的情绪概念空间隐喻。实验中先出现一个中文情

喻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种单一通道的感觉器官获

绪词, 之后让被试记忆。再左右或者上下出现两个

得的, 对于在跨通道情况下的空间隐喻的研究还非

方框, 之后在方框中出现一个圆点, 要求被试对圆

常少。知觉符号理论认为概念的加工是没有一个独

点的位置做判断。研究结果表明, 情绪概念词表征

立的系统支持的, 所有的概念表征均源自于各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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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感觉通道, 如此一来, 如何有效组织来自不同

方向的空间信息和上下方向的空间信息能否激活,

通道的信息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一种可能的方式是,

即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是否存在左右空间隐喻和

不同通道的信息可以自己结合成为完整的表征, 不

上下空间隐喻, 同时比较两种空间隐喻的不同。在

需要额外的系统的帮助。如果这种假设成立, 那么

水平空间位置方面, 有研究表明, 与身体右半边有

在跨通道的情况下, 空间隐喻将消失。因为, 不同

关的动作与积极情感有关, 比如收缩右手的肌肉、

通道的信息是没有交集的, 两者也就没有空间隐喻

观看右视野刺激, 而一样的动作, 用左边身体来做,

的存在。另外一种可能的方式是, 有一个更高级的

则与消极情感有关(Davidson, 1992; Natale, Gur, &

系统来组织来自不同通道的信息, 并形成完整的表

Gur, 1983)。Casasanto (2009)的研究表明, 空间与

征。这个系统不具备概念的各种属性, 仅仅是一个

效价之间潜在的联系是与身体的特异性有关的。一

组织系统。如果这种假设成立, 那么在跨通道的情

般右利手的被试会倾向于把好的东西与右侧联系

况下, 二语情绪词的空间隐喻仍然会存在。因此,

在一起, 坏的东西跟左侧联系在一起; 在垂直空间

本研究实验二将着眼于跨通道的空间隐喻现象, 探

位置方面, 根据 Meier 和 Robinson (2004)的研究结

讨在跨通道条件下, 二语情绪概念是否存在空间隐

果, 积极情绪词出现在屏幕上方时会判断的更快些,

喻。实验二采用听觉呈现情绪词, 同时探测视觉空

消极情绪词出现在屏幕下方会判断的更快些; 积极

间刺激, 观察听觉获得的隐喻和视觉是否一样？研

情绪词会促进上方空间刺激的识别, 消极情绪词会

究是否存在一个广泛的知觉基础来支持概念加工？

促进下方空间刺激的识别。因此, 视觉呈现积极情

综上所述, 本研究将采用先前研究中使用的空

绪概念词时, 当空间刺激出现在上方或者右方时为

间线索范式(谢久书, 2012)进一步考察二语情绪概

隐喻一致, 当空间刺激出现在下方或者左方时为隐

念加工中的空间隐喻。实验一探讨在单通道条件下,

喻不一致; 视觉呈现消极情绪概念词时, 当空间刺

二语情绪概念加工中是否存在空间隐喻, 垂直空间

激出现在下方或者左方时为隐喻一致, 当空间刺激

位置与水平空间位置是否都存在空间隐喻。实验二

出现在上方或者右方时为隐喻不一致。

则进一步探讨在跨通道条件下, 二语情绪概念是否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32 名大学英语六级的学生, 女生 24 名, 男生 8
名。所有被试均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 右利手, 无
阅读和理解障碍, 年龄在 19~25 岁之间, 平均年龄
22 岁。
2.2.2 实验设计
2 (情绪概念词：积极和消极) × 2 (空间位置方
向：水平和垂直) × 2 (隐喻一致性：一致和不一致)
的被试内设计。因变量是被试进行空间位置判断的
反应时和正确率。
2.2.3 实验材料与程序
从英语情绪词库(Affective Norms for English
Words, ANEW) (Bradley and Lang, 1999), 并参照汉
语 情 感词 系统 (Chinese Affective Words System,
CAWS) (王一牛, 周立明, 罗跃嘉, 2008), 综合熟
悉性、效价、唤醒度和控制性指标选择了 80 个英
语情绪概念词汇作为实验材料, 其中积极情绪词
40 个, 消极情绪词 40 个。实验前为了保证实验材
料的适用性, 另请 20 名在校大学生对这些词汇的
熟悉性和效价又进行了评定。根据以往的评定方法,
我们对 80 个词汇进行 9 级评定。熟悉性指的是对
词汇的熟悉程度, 1 表示非常不熟悉, 9 表示非常熟

也存在空间隐喻。Meier 和 Robinson (2004)研究结
果表明, 积极情绪词出现在屏幕上方时会判断的更
快些, 消极情绪词出现在屏幕下方会判断的更快些;
Casasanto (2009)的研究表明, 空间与效价之间潜在
的联系是与身体的特异性有关, 利手不同, 认知系
统对事物的加工会不同, 比如, 右利手的被试一般
会倾向于把好的东西与右侧联系在一起, 坏的东西
跟左侧联系在一起。即当情绪词的性质跟其空间隐
喻一致时, 情绪词的判断加工会被更多激活, 也就
是促进空间位置的加工。因此, 基于前人的研究,
我们认为, 如果前面通过听觉或者视觉呈现二语积
极情绪词, 则会促进呈现在右侧或上方的视觉空间
刺激的判断; 而如果前面通过听觉或视觉呈现二语
消极情绪词, 则会促进呈现在左侧或下方的视觉空
间刺激的判断。由此证明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存在
着与一语情绪概念理解中类似的空间隐喻, 而且二
语情绪概念的语音理解中也会跨通道地激活空间
信息, 即存在二语跨通道的空间隐喻现象。

2

实验 1

2.1

实验目的
探讨单通道条件下, 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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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效价指情绪词是积极还是消极, 当被试觉得该

(下)键对刺激的空间位置进行反应。同时也通过按

词汇表达非常快乐时, 评定等级最低为 1, 当被试

“Y”或 “B”键 对 词 语 匹 配 情 况 进 行 判 断 (平 衡 是 否

觉得该词汇表达非常不快乐、愤怒时, 评定等级最

健)。

大为 9 (Bradley & Lang, 1999; 郑志伟, 黄贤军, 张

每个区组正式实验前被试会先进行练习。

2.3

钦, 2013)。评定结果显示, 积极词与消极词的效价
值之间差异显著(p < 0.001), 积极词的效价值(M =
2.84; SD = 0.91)要低于消极词的效价值(M = 6.72;
SD = 0.58); 积极词的熟悉度(M=7.50; SD=1.51)与
消极词的熟悉度(M = 7.09; SD = 1.70)之间差异不
显著(p > 0.05)。此外, 对积极词和消极词的笔画数
做 t 检验, 结果积极情绪词(M = 7.55)和消极情绪词
(M = 7.62)字母数差异不显著, t(78) = 0.163, p = 0.871。
实验材料首先分成 2 个区组, 一个是水平空间
位置, 一个是垂直空间位置。每个区组中再按一致
性匹配为两个系列, 同时平衡被试的按键位置。每
名被试随机参加其中一个系列。
水平空间位置区组中的具体实验程序是：首先,
在黑色电脑屏幕中心位置出现一个白色的加号注
视点, 呈现时间为 500 ms; 注视点消失后一个白色
的英语情绪词汇出现在屏幕中央, 让被试记忆;
1500 ms 后词汇自动消失, 然后屏幕左右两边的中
心各出现一个白色的方框, 方框的大小为 1.3 cm ×
1.3 cm; 250 ms 后一个白色的圆点在其中一个方框
中闪现, 呈现时间为 50 ms, 白点直径为 0.5 cm; 被
试在看到白点后根据其位置尽快按“F” (左)或“J”
(右 )键 反 应 , 被 试 反 应 后 方 框 消 失 , 如 果 被 试 在
2300 ms 内 没有反应 , 方框也自 动 消失; 接 着 是
1000 ms 的空屏, 空屏消失后一个带着问号的词汇
“？积极？”或“？消极？”出现在屏幕上, 要求被试
按“F”或“J”键判断此时呈现的词语与前面词语表达
的情绪是否相同(平衡是否键), 被试反应后词汇消
失, 如果被试在 4000 ms 内没有反应, 词汇也自动
消失; 最后是 1000 ms 的空屏, 空屏消失后开始下
一个 trial。
垂直空间位置区组中的具体实验程序跟水平
空间位置区组基本相同, 只是呈现空间刺激的白框
出现在屏幕的上下位置。被试需要按“Y” (上)或“B”
表1

结果与分析
根据以往数据处理的方法, 删去情绪词积极消
极判断准确率低于 75%的被试 5 名(Gozli, Chasteen,
& Pratt, 2013; Connell, 2007; 王穗苹, 迟毓凯, 王
瑞明, 吴岩, 2005), 反应时只包括两个任务反应都
正确的反应时(Ouellet et al., 2010)。此外, 删去反应
时在 3.0 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 这些数据占总
数据的 1.33%。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空间位置判断任
务中的反应时和准确率, 被试在空间位置判断任务
中的平均反应时和准确率见表 1。
对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情绪概念
词主效应显著, F(1, 26) = 8.22, p = 0.008, ηp2 = 0.240,
消极情绪概念词的反应时(M = 350.20 ms)显著长于
积极情绪概念词的反应时(M = 341.10 ms); 空间位
置方向主效应显著, F(1, 26) = 17.84, p < 0.001, ηp2 =
0.407; 水平空间位置方向的反应时(M = 326.58 ms)
显著短于垂直空间位置方向的反应时(M = 364.73 ms);
隐喻一致性主效应边缘显著, F(1, 26) = 3.77, p =
0.063, ηp2 = 0.127。三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26) = 0.06, p = 0.804, ηp2 = 0.002。情绪概念词与空间
位置方向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26) = 0.70, p = 0.413,
ηp2 = 0.026。最重要的是, 空间位置方向与隐喻一致
性交互作用显著, F(1, 26) = 6.92, p = 0.014, ηp2 =
0.210。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表明, 在垂
直 空 间 位 置 方 向 条 件 下 , 隐 喻 一 致 的 反 应 (M =
357.20 ms) 显 著 快 于 隐 喻 不 一 致 的 反 应 (M =
372.25 ms), F(1, 26) = 8.03, p = 0.009, ηp2 = 0.398;
在水平空间位置方向条件下, 隐喻一致的反应(M =
327.75 ms)与隐喻不一致的反应(M = 325.41 ms)差异
不显著, F(1, 26) = 0.36, p = 0.552, ηp2 = 0.017。进一步
对空间位置方向做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发现, t(26) =
2.63, p = 0.014, d = 0.736, 垂直位置隐喻差异(M =
15.05 ms)显著大于水平位置隐喻差异(M = –2.34 ms)。

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反应时(ms)和准确率(%)的均值和标准差
反应时(ms)

实验条件

水平
隐喻一致

隐喻不一致

准确率(%)
垂直

隐喻一致

隐喻不一致

水平
隐喻一致

隐喻不一致

垂直
隐喻一致

隐喻不一致

积极情绪概念词 320.30 ± 8.31 325.96 ± 7.89 346.42 ± 11.33 371.74 ± 10.75 99.10 ± 0.70 99.20 ± 0.30 97.90 ± 0.60 99.10 ± 0.50
消极情绪概念词 335.21 ± 9.80 324.86 ± 7.76 367.99 ± 11.73 372.76 ± 13.34 99.10 ± 0.40 99.40 ± 0.30 98.40 ± 0.40 96.70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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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本实验也发现情绪概念词与隐喻一致性
交互作用显著, F(1, 26) = 4.46, p = 0.045, ηp2 =
0.14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积极情绪概念词条件
下, 隐喻一致的反应(M = 333.36 ms)显著快于隐喻
不一致的反应(M = 348.85 ms), F(1, 26) = 9.55, p =
0.005, ηp2 = 0.246。在消极情绪概念词条件下, 隐喻
一 致 的 反 应 (M = 351.60 ms)与 隐 喻 不 一 致 (M =
348.81 ms)的反应差异不显著, F(1, 26) = 0.23, p =
0.636, ηp2 = 0.007。
对正确率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情绪概念
词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26) = 1.02, p = 0.322, ηp2 =
0.038; 空间位置方向主效应显著, F (1, 26) = 4.74,
p = 0.039, ηp2 = 0.154, 水平空间位置方向的准确率
(M = 99.20)显著高于垂直空间位置方向的准确率
(M = 98.00); 隐喻一致性主效应不显著, F (1, 26) =
0.007, p = 0.934, ηp2 < 0.001; 三因素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 F(1, 26) = 1.977, p = 0.172, ηp2 = 0.071; 情绪

学

3
3.1

46 卷

实验 2
实验目的
使用空间判断任务范式, 进一步探讨在垂直空

间位置条件下二语情绪概念是否存在跨通道空间
隐喻现象。听觉呈现积极情绪概念词时, 当白点出
现在上方时为隐喻一致, 当白点出现在下方时为隐
喻不一致。听觉呈现消极情绪概念词时, 当白点出
现在下方时为隐喻一致, 当白点出现在上方时为隐
喻不一致。

3.2
3.2.1

实验方法
被试
40 名大学英语六级的学生, 女生 19 名, 男生

21 名。所有被试均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 听力正常,
右利手, 无阅读和理解障碍, 年龄在 19~22 岁之间,
平均年龄 20 岁。
3.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设计采用 2 (情绪概念词：积极和消

概念词与空间位置方向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 26)
= 2.055, p = 0.164, ηp2 = 0.073; 情绪概念词与隐喻

报

极)×2 (隐喻一致性：一致和不一致)的被试内设计。

一致性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 26) = 2.065, p = 0.163,

因变量是被试进行空间位置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ηp2 = 0.074; 空间位置方向与隐喻一致性交互作用

3.2.3

实验材料与程序

不显著, F (1, 26) = 0.296, p = 0.591, ηp2 = 0.011。正

实验材料同实验 1。

确率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不存在准确率与反应时

实验在计算机上进行, 使用 E-prime 软件编制

的权衡现象, 这一结果说明反应时方面的单通道空

实验程序, 声音刺激通过耳机呈现。每个被试在安

间隐喻出现并不是以降低正确率为代价的。进一步

静的个体实验室中单独进行实验。具体实验程序基

证明了二语情绪概念中存在空间隐喻。

本同实验一垂直空间位置区组, 主要不同是注视点

实验 1 的结果表明,在垂直空间位置条件下, 被

消失后英语情绪词汇是以听觉形式呈现。被试在听

试在隐喻一致的反应显著快于被试在隐喻不一致

完指导语之后, 带上耳机进行实验。正式实验前被

的反应。但是在水平空间位置条件下, 隐喻一致的

试先进行练习。

反应时与不一致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在单

3.3

结果与分析

通道条件下, 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上下空间信息可

根据实验 1 的数据处理方法, 删去情绪词正负

以激活, 即存在上下空间隐喻。垂直空间位置隐喻

性判断准确率低于 75%的被试 4 名, 反应时只包括

差异显著大于水平空间位置隐喻差异。而在水平空

两个任务反应都正确的反应时。此外, 删去反应时

间位置条件下没有发现空间隐喻现象。另外, 在积

在 3.0 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 这些数据占总数

极情绪概念条件下, 被试在隐喻一致的反应显著快

据的 1.63%。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空间位置判断任务

于被试在隐喻不一致的反应。但是在消极情绪概念

中的反应时和准确率, 被试在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

条件下, 隐喻一致的反应时与不一致的反应时差异

的平均反应时和准确率见表 2。

不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情绪词类型对空间隐喻
的影响。

对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情绪概念
词主效应显著, F(1, 35) = 15.97, p < 0.001, ηp2 =

实验 1 发现在单通道条件下, 垂直空间位置上

0.313, 积极情绪概念词的反应(M = 414.58 ms)显著

存在跨语言的空间隐喻。那么在跨通道条件中, 运

快于消极情绪概念词的反应(M = 425.45 ms)。隐喻

用到听觉系统和视觉系统的情况下, 二语情绪概念

一致性主效应边缘显著, F(1, 35) = 3.40, p = 0.074,

理解中是否还会出现上下空间隐喻, 实验 2 将对这

ηp2 = 0.089, 隐喻一致的反应(M = 415.75 ms)快于隐

一问题进行探讨。

喻不一致的反应(M = 424.29 ms)。情绪概念词与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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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反应时(ms)和准确率(%)的
均值和标准差

条件

反应时(ms)

准确率(%)

隐喻一致

399.53 ± 10.04

99.40 ± 0.30

隐喻不一致

429.63 ± 12.62

99.60 ±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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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结果证明了二语情绪概念中存在空间
隐喻。在单通道条件下, 垂直空间位置条件下, 隐
喻一致的反应显著快于隐喻不一致的反应。这表明

积极情绪词

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上下空间信息可以激活, 即存
在上下空间隐喻。水平空间位置条件下, 隐喻一致
的反应与隐喻不一致的反应差异不显著, 没有发现

消极情绪词
隐喻一致

431.96 ± 11.60

99.40 ± 0.30

左右空间隐喻。而且, 垂直方向上隐喻一致性与不

隐喻不一致

418.94 ± 11.47

99.60 ± 0.20

一致性的差异比水平方向上隐喻一致性与不一致
性的差异大。因此, 垂直位置方向的隐喻性强于水

喻一致性交互作用显著, F(1, 35) = 7.88, p = 0.008,

平位置方向的隐喻性。在跨通道的情况下, 情绪词

ηp2

= 0.18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积极情绪概念词

的上下空间隐喻仍然存在。在垂直空间位置条件下,

条件下, 隐喻一致的反应(M = 399.53 ms)显著快于

隐喻一致的反应显著快于隐喻不一致的反应。总的

隐喻不一致的反应(M = 429.63 ms), F(1, 35) = 9.18,

实验结果表明, 抽象的情绪概念在垂直空间方向上

p = 0.005,

ηp2

= 0.219。在消极情绪概念词条件下,

隐喻一致的反应(M = 431.96 ms)与隐喻不一致的反
应(M = 418.94 ms)差异不显著, F(1, 35) = 2.72, p =
0.108,

ηp2

存在着空间隐喻现象, 而在水平方向上没有发现类
似的现象。
以上发现与日常生活也相符。人们更倾向于用
垂直方向的词语表述情绪, 比如用“down”来形容

= 0.041。

对正确率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情绪概念
ηp2

心情低落, 用“high”来形容心情愉快。谢久书在一

<

语情绪概念的空间隐喻及其神经机制的研究中也

0.001; 隐喻一致性主效应不显著, F(1, 35) = 0.33, p =

发现, 积极的情绪概念促进对上方的刺激的识别,

词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5) = 0.00, p = 1.000,
0.571,

ηp2

= 0.009; 情绪概念词与隐喻一致性交互作

用不显著, F(1, 35) = 0.00, p = 1.000,

ηp2

< 0.001。正

消极的情绪概念促进对下方的刺激的识别(谢久书,
2012)。因此, 当积极情绪词后跟随的是上方的空间

确率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不存在准确率与反应时

刺激, 即隐喻一致时, 被试对空间刺激的判断更快;

的权衡现象, 这一结果说明反应时方面的跨通道空

当积极情绪词后跟随的是下方的空间刺激, 即隐喻

间隐喻出现并不是以降低正确率为代价的。进一步

不一致时, 被试对空间刺激的判断更慢。消极情绪

证明了在垂直空间位置条件下, 二语情绪概念中存

词也有着类似的反应模式, 即隐喻一致的反应显著

在跨通道空间隐喻。

快于隐喻不一致的反应。此外, 实验结果表明, 垂

实验 2 的结果表明,在垂直位置方向上, 二语情

直位置方向的隐喻性强于水平方向的隐喻性。这种

绪词在跨通道中也表现出了空间隐喻。总体上, 隐

隐喻在不同坐标系中的差异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

喻一致的反应时快于隐喻不一致的反应时。另外,

释：首先, 二语相对于母语, 被试的熟练度低, 大

情绪词类型有着一定影响, 在积极情绪概念条件下,

脑中储存的关于概念的经验少, 因此, 在母语条件

被试在隐喻一致的反应显著快于被试在隐喻不一

下加工情绪概念时垂直条件与水平条件都出现空

致的反应, 但是在消极情绪概念条件下, 隐喻一致

间隐喻现象; 而在二语的跨语言条件下, 只在垂直

的反应时与不一致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条件出现空间隐喻, 而水平条件没有出现。其次,

4

讨论

可能跟垂直方向表达情感的强化有关。本研究中的
被试母语为汉语, 在汉语中, 情绪状态的表征更多

命题符号理论是认知科学发展史上经典的理

是使用垂直方向的空间隐喻, 而较少使用水平方向

论, 但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如

上的空间隐喻。例如, 汉语使用者更喜欢使用“高

缺少直接的经验性证据证明存在命题符号, 许多研

兴”、“低落”等有着明显垂直空间信息的词语, 或者

究表明知识的表征不是命题性的等等。知觉符号理

带有向上或向下运动倾向的词语, 如：“甘拜下风”、

论自提出以来, 就被认为是与传统的命题符号理论

“如释重负”、“喜从天降”、“垂头丧气”、“欢天喜地”、

相对立的一种观点, 很多研究者对它产生了浓厚的

“心潮澎湃”等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而在水平方向上

兴趣, 并且也已经通过实验证明了知觉符号表征的

就很难找出与左右直接对应的描述情绪状态的词

存在(王瑞明, 莫雷, 伍丽梅, 李利, 2006)。

语。这可能是产生垂直方向上更明显的空间隐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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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主要原因。另外, 母语为汉语的中英双语者,

通道中也存在空间隐喻现象。(2)知觉符号系统中有

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 更习惯用“high”和“down”等

多个框架。框架是用来对一类别进行仿真时使用的

词语表达情感, 强化了情绪概念词的空间隐喻。最

一个整合的知觉系统, 它分别表征空间和内容信息

后, 这一现象可能跟左右的消极性和积极性的弱化

(王瑞明, 莫雷, 2010)。

有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会使用“左迁”和“右

此外, 本研究发现, 无论在单通道还是跨通道

迁”等词汇来表达贬官和升官, 存在一种“左”倾向

条件下, 情绪概念词主效应都显著, 消极情绪概念

于代表消极, “右”倾向于积极的文化。但在现代文

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积极情绪概念词的反应时; 情

明中这种使用方式已经比较少。Zwaan 和 Yaxley

绪概念词与隐喻一致性交互作用都显著, 在积极情

(2003a, 2003b)利用分视野技术和词对匹配范式比

绪概念词条件下, 隐喻一致的反应显著快于隐喻不

较严密地证明了知觉符号理论。实验中使用的词对

一致的反应, 在消极情绪概念词条件下, 隐喻一致

都是隐含垂直位置关系的。知觉符号理论认为知觉

的反应与隐喻不一致的反应差异不显著。这与前人

符号产生于右脑半球。当视觉信息投射到右半球时

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 de la Vega 的研究中, 要求被

会引起知觉符号表征, 而视觉信息投射到左半球时

试双手交叉, 用右手对积极词做反应, 用左手对消

就不会引起这一现象。实验结果表明, 当两个词语

极词做反应。结果发现情绪概念词主效应显著, 被

的呈现位置与其隐含的位置信息一致时, 被试的反

试对积极概念词的反应显著快于消极概念词的反

应更快, 正确率更高。在本实验中也验证了这一结

应(de la Vega, Dudschig, De Filippis, Lachmair, &

论, 在垂直空间位置方向条件下, 当积极概念词汇

Kaup, 2013)。另外有研究发现, 积极概念和消极概

呈现在屏幕上方时, 也就是隐喻一致时, 被试的反

念都存在空间隐喻(比如“快乐”与“上”相联系, “悲

应比不一致的反应快。

伤”与“下”相联系), 但积极概念的空间隐喻程度更

实验结果进一步表明, 情绪抽象概念在听觉和

强 (Meier & Robinson, 2004; Ansorge, Khalid, &

视觉上的表征是知觉符号表征。在跨通道的条件下,

König, 2013; Lakens, 2012; Santiago, Ouellet, Román,

二语的情绪概念理解中也存在空间隐喻现象。这种

& Valenzuela, 2012)。本研究也发现了情绪词类型和

现象也验证了 Barsalou 等人提出的听觉概念和视

空间隐喻的交互作用, 不管是单通道还是跨通道,

觉概念的表征形式都是模态的、涉及到感觉运动系

积极词上的空间隐喻更为明显。这与先前的研究结

统的、知觉符号性质的(Barsalou, 2008; Casasanto,

果也基本一致。情绪概念词在隐喻一致性中的差异,

2009; Vallesi, McIntosh, & Stuss, 2011)。知觉符号理

可 能 与 驱 动 系 统 有 关 (Davidson, 1992; Casasanto,

论认为概念的加工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系统支持的,

2011)。情绪概念理解中包含着对感情体验的倾向,

所有的概念表征均源自于各个不同的感觉通道, 如

而对感情体验的倾向是人的一种强烈的动机引导

此一来, 如何有效组织来自不同通道的信息就成为

行为, 与趋向和回避驱动系统有关。低愉悦度与回

了一个问题。本实验结果部分支持了, 在概念表征

避动机相关, 而高愉悦度与趋向动机相关, 随着愉

中, 可能存在一个更高级的系统来组织来自不同通

悦度的增强, 趋向度也增强(王一牛等, 2008)。本研

道的信息, 并形成完整的表征。这个系统不具备概

究中, 积极词的愉悦度比较高, 可能引发的趋向动

念的各种属性, 仅仅是一个组织系统。谢久书、王

机较高, 从而导致更强的空间隐喻。

瑞明、张昆和张常青(2012)通过实验证明, 语言理

总体上, 本研究为概念表征理论和双语表征提

解具有模态性, 涉及不同感觉通道的概念理解需要

供了新的视角, 实验结果丰富了知识表征中关于这

借助于相关的感知觉信息。在认知加工中, 概念表

两类表征的实验证据,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

征以模态(知觉符号表征)或非模态(命题符号表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的形式参与到加工中来。同时, 本实验也验证了

虽然本研究从跨语言和跨通道研究了情绪概念的

Barsalou 提出的关于知觉符号理论的两个核心特

空间隐喻, 探讨了情绪概念的空间隐喻的发生过程

征：(1)知觉符号是多模式的。知觉符号的形成过程

和影响因素, 但是, 情绪概念在空间方位的隐喻是

不仅可以在视觉中进行, 还可以在其他通道以及躯

否会随着外语习得发生改变呢？如果不同语言使

体感受和内省中进行, 每一种符号都储存于独立的

用不同的方位词语进行表征, 新习得的这种外语是

脑区。本研究发现, 知觉符号的形成过程可以在听

否会影响或者改变已有的隐喻？亦或者, 新习得外

觉通道中进行, 二语情绪概念词在听觉和视觉的跨

语中的隐喻受到了母语的修饰？另外, 不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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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 情绪概念的隐喻是否会受到文化启动
(Culture Priming)的影响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
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空间启动范式探讨了二语情绪概

念理解中的空间隐喻状况, 结果表明：二语情绪概
念理解中存在上下空间隐喻, 但本研究没有发现左
右空间隐喻现象。上下空间隐喻强于左右空间隐喻;
而且二语情绪概念听力理解中也会跨通道激活上
下视觉空间信息, 即存在二语跨通道上下空间隐喻
现象。情绪概念的空间隐喻受个体经验的影响。研
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知觉符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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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Metaphor of Bilingual Affective Concepts Processing
SHEN Manqiong1; XIE Jiushu1,2; ZHANG Kun1; Li Ying1; ZENG Chuxuan1; WANG Ruiming1
(1 Center for Studies of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Propositional Symbol Systems and 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conceptual
processing. Propositional Symbol Systems believe that conceptual processing does not have direct links with
sensory experiences, while 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 propose that conceptual processing is grounded in
sensory experiences, especially in the spatial experience.
In our experiments, a modified spatial cueing paradigm was used to test the metaphorical concurrency
effect of bilingual affective concepts in mono- and cross- channel conditions. In Experiment 1, thirty-two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finished a spatial cueing task after keeping an affective word in mind in
mono-channel condition. Affective words and spatial cues were all presented by display. Participants needed to
judge valences of affective words at the end of each tri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aphorical concurrency
effect existed in the vertical dimension, but not in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Another forty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participated in Experiment 2, who finished the same task as Experiment 1 except that affectiv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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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ed by headphon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aphorical concurrency effect was also found in the
cross-channel condition.
In summary, the metaphorical concurrency effect exists in processing bilingual affective words. This effect
is stronger in the vertical dimension than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Further, the metaphorical concurrency effect
exists in the cross-channel condition indicating that speech perception for bilingual affective concepts activates
cross-channel sensory information. More importantly, the metaphorical concurrency effect is influenced by
acquired experiences (i.e., the second language). Hence,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
Key words embodied cogniti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affective concepts;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