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不熟练中–日双语者同形词和非同形词的隐蔽翻译启动效应
作者：王悦 张积家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关于被试。研究使用的中－日双语者是不熟练者，不熟练是怎么定义的？四个实验
的被试都是大学日语系三年级本科生，都获得了国家日语水平考试的三级证书，这与熟练和
不熟练是什么关系？
回应：在双语研究中，语言熟练程度是一个重要变量。语言熟练程度不同，语言表征也不同。
在本研究中，被试应该属于不熟练双语者，因为他们还达不到去日本进行短期学习的水平。
修改时在介绍被试时做了说明。

意见 2：关于启动效应。该研究将启动条件设为相关与无关。“相关条件”是指启动词和目标
词是中日两种语言的翻译对等词，如“杂志–雑誌”或“雑誌–杂志”；“无关条件”并非指启动词
与目标词毫无关联，而是指启动词和目标词不是翻译对等词，但却和目标词属于同一类别的
词，如“评论–日記”或“書–报纸”。作者设的这两种条件，前者是直接启动条件，后者是间接
启动条件。如果有一个中性条件，这两种启动效应都可以求出来，而不是像该实验那样，认
为直接启动快于间接启动就是启动效应。
回应：许多研究跨语言语义启动的研究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当时在设计实验时主要是
考虑比较翻译启动和语义联想启动的效果，因为二者都属于跨语言语义启动，二者之差正好
可以说明翻译启动的效果。
同时，
实验设计也简单些。
在 Perea ，Duñabeitia 和 Carreiras(2008)
的研究中，也采用这种设计。当然，如果有一个控制组，效果会更好。这一点，我们在今后
研究中应注意，从严掌握。

意见 3：关于不对称性启动效应的解释。实验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不熟练中–日双语者对中–日
非同形词均表现出不对称的启动效应，就是说实验 2 的结果与实验 4 相反。对此作者用义符
的作用进行解释，实验 4 所使用的中文词有义符标记的占 64.5%，在无关条件的启动词中竟
高达 70.83%，实验 2 则不是。这说明实验没有很好地控制无关变量，怎么反倒可以用它来
解释实验结果呢？

回应：修改时重新考虑了启动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发现运用修正的层级模型可以圆满地解释
实验结果。因此，修改时废除了义符的解释，采用联系不对称加任务要求的解释。
意见 4：关于结论。实验的结论似乎只是结果而非高度理论概括的结论。
回应：接受审稿人的意见，重新凝炼了结论。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实验 1 和实验 2，无关启动为什么采用了启动词和目标词属于同一类别的词，如“書
–报纸”？这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关启动？
回应：不是。接受审稿人的意见，不采用“相关启动”和“无关启动”的名称，采用“翻译对等
启动”和“翻译不对等启动”的名称，这样，就可以避免歧义。
意见 2：实验 1 和实验 2 填充材料，即中文非词和日文非词是如何构建的？
回应：修改时说明了中文非词和日文非词的构建。
意见 3：实验 3 和实验 4 的任务是让被试判断目标词是否属于某一范畴？该任务太泛，理论
上来讲，目标词都可以判断为属于某一范畴。因此，两个实验中那些不属于某范畴的填充材
料是什么？
回应：修改时说明了干扰词的类型。

意见 4：大量的研究表明，语义范畴判断任务无论哪种启动方向，均存在跨语言的启动。本
研究中只在 L2-L1 方向发现了启动效应，作者认为 L1-L2 无启动是汉字的义符造成的，这
说明在无关启动的选择上是存在问题的。
回应：我们当时在解释时的确考虑错了方向。事实上，出现这种效果不是由于义符的作用，
而是由于在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之间、两种语言同概念系统之间的不对称联系。事实上，只运
用这一个模型，就可以圆满地解释研究的结果。修改时，废除了义符的说明，采用修正的层
级模型的解释。

意见 5：作者在解释实验 1 和实验 2 结果时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说明词汇判断更多地依赖
于词形，另一方面又用意义模型解释实验 2 中跨语言启动的不对称性，而意义模型是用语言
意义表征的不对称来解释 L2-L1 方向的无启动的。
回应：不采用意义模型来解释实验 2 中出现的启动效应的不对称性，采用修正的层级模型的
解释。只在解释实验 4 的结果时才适当考虑意义模型。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缺乏无关启动条件，导致不能恰当评估跨语言的翻译启动效应
回应：接受审稿人的意见， 修改了实验材料和程序，将翻译不对等条件改为翻译无关条件，
以期能更好的评估跨语言的隐蔽翻译启动效应。
意见 2：已有研究绝大多研究都发现语义分类任务中，两个启动方向的翻译启动效应，本文
实验 4 只发现了日文-中文方向的启动效应，作者未能解释本研究和前人研究结果差异的原
因，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有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方向的启动效应
回应：由于原来实验材料和安排有误， 重新做实验， 发现在语义分类任务中，存在两个方
向的隐蔽启动效应，并用意义模型进行解释。

意见 3：解释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例如实验 2 中作者认为日文不能启动中文是由于日文的语
义激活强度弱，导致不能激活与中文共享的概念结点，但是实验 4 同样的材料和程序却发现
了跨语言翻译启动，显然解释存在前后矛盾之处；
回应：根据新的实验材料和程序，运用双语记忆表征的两大模型对各实验结果之间相同和不
同之处重新进行了思考，并给予相应解释。

意见 4：作者认为“当日文词启动中文词时，日文词对于概念系统的激活弱，当中文目标词
出现时，语义决定主要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加工，自上而下的加工比重小，因而语义决定的时
间就长；中文词启动日文词时，中文词对概念表征的激活强，可以引发自上而下的加工，当
日文词出现时，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加工和自下而上的加工的交互作用，因而语义决定就容易，
反应时也短”。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语义分类任务中，只有日文到中文方向的启动效应。
回应：由于原来实验材料和设计的失误，导致实验 2 和实验 4 的启动效应方向相反，因而难
以解释。新的结果表明，实验 2 出现启动效应的不对称性，实验 4 表现出启动效应的对称性。
正文将对这一差异进行解释。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隐蔽翻译启动效应的概念不清楚。隐蔽翻译启动效应的定义是什么？文章的实验 1
中说，“翻译对等启动条件是指启动词和目标词是中日两种语言的翻译对等词，如“杂志–雑
誌”或“雑誌–杂志”；翻译不对等启动条件是指启动词和目标词不是中日两种语言的翻译对等
词，却和翻译对等词属于同一类别，属于语义联想启动，如“评论–日記”或“書–报纸”。” “用

翻译不对等启动条件下（评论–日記）的反应减去翻译对等启动条件下（杂志–雑誌）的反应
来评估隐蔽翻译启动效应的大小”。因此，实验 1 中–日同形词之间存在的隐蔽翻译启动效应
主要源自于翻译对等条件下启动词和目标词之间的字形相似。而中-日非同形词的实验 2 中，
翻译对等和不对等的操作定义与实验 1 中不同。实验 2 中与翻译不对等条件（眉毛–はな(鼻
子）
）相比，翻译对等条件（鼻子–はな）反应时减少或中–日非同形词之间存在的隐蔽翻译
启动效应应当源自启动词和目标词之间的概念相同。隐蔽翻译启动效应的概念在两个实验中
不一致。
回应：参考前人研究，重新定义隐蔽翻译启动效应的概念。“翻译对等条件”指启动词和目标
词是中日两种语言的翻译对等词；“翻译无关条件”指启动词和目标词不是中日两种语言的翻
译对等词，也不存在语义相关。用翻译无关条件下的反应时减去翻译对等条件下的反应时来
评估隐蔽翻译启动效应。

意见 2：本文多次提到语义启动效应，如“研究采用隐蔽翻译启动范式探讨了翻译方向、词
汇拼写形式和任务类型对中–日双语者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的影响。这种探讨加深了对跨语
言语义启动效应的认知。”语义启动效应的定义？与隐蔽翻译启动效应定义的关系？启动是
个相对的概念，通过某种启动条件与无关或中性条件相比较而得到。语义启动效应通常指，
语义相关条件与无关或中性条件相比反应时的减少，本文的语义启动的概念是什么？如何得
到的？
回应：由于研究采用翻译对等条件和翻译无关条件，两者反应是之差为启动效应，准确来说
应为翻译启动效应。但由于翻译过程也涉及语义激活，所以有时也称为语义启动。一般来说，
语义启动这一概念外延较大，翻译启动范式和联想启动范式所得的启动效应均可称为语义启
动效应，因为都涉及语义激活。

意见 3：实验 2 和实验 4 中实验材料相同，任务不同，实验 2 使用词汇判断任务，实验 4 使
用语义判断任务。但实验 2 的结果是日-中启动不显著，中-日启动显著，且在翻译不对等条
件下，中-日启动反应时慢于日-中启动反应时。而实验 4 的结果是日-中启动显著，中-日启
动不显著，且在翻译不对等条件下，中-日启动反应时快于日-中启动反应时。为什么不同任
务有这样的差异？结果说明什么？
回应：由于原来实验材料和设计失误，导致实验 2 和实验 4 的启动效应方向相反，难以解释。
新结果表明，实验 2 出现启动效应的不对称性，实验 4 表现出启动效应的对称性。由于不同

任务的语义卷入程度不同，被试会灵活采取不同策略。实验 2 的词汇决定任务使被试重视词
形的作用，该情况下被试的心理表征较为符合修正的层级模型；实验 4 的语义分类任务使得
被试重视语义的作用，该情况下被试的心理表征较为符合意义模型。

意见 4：我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也有疑问。本文使用的方法有前人研究使用过吗？结果是什
么？由于启动词呈现时间只有 50ms 并有掩蔽，这种方法探讨的是启动词对目标词的阈下激
活，还是对启动词的自动化翻译？
回应：隐蔽启动范式自 Forster&Davis(1984)提出后，广泛应用于探讨双语者心理表征。大量
研究采用不同的 SOA(从 14ms 到 250ms)以及不同任务对其进行探讨， 结果不尽相同
(Altarriba， Basnight–Brown， 2007；Duyck， 2005；Finkbeiner， Forster，Nicol，Nakamura，
2004；Grainger， Frenck–Mester， 1998；Jiang， 1999)。有的发现对称的隐蔽启动效应， 有
的发现不对称的隐蔽启动效应， 还有的没有发现该效应，或是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出现该效
应(如使用高频词或同源词等)。由于 SOA 时间短， 情景记忆痕迹或策略加工的可能被排除，
启动效应能真正反映出自动加工的结果。该范式较为常见的应用是隐蔽语义联想启动范式和
隐蔽翻译启动范式， 后者是前者的特例。对前者来说， 在启动条件下， 启动词和目标词
是语义相关词(如护士→doctor)这种方法讨论的是启动词对目标词的阈下激活；对后者来说，
在启动条件下， 启动词和目标词是翻译对等词(如医生→doctor)，因而讨论的既是启动词对
目标词的阈下激活，同时也是启动词的自动化加工，即自动化翻译。在修改过实验设计中，
根据前人研究以及屏幕的刷新率问题， 特将 SOA 选为 47ms，以保证阈下加工的可靠性。

意见 5：另外用翻译不对等启动条件和翻译对等启动条件是项目间设计，刺激材料做过基本
匹配吗？
回应：在修改过的实验设计中， 翻译对等条件和翻译无关条件为项目内设计， 启动词，目
标词以及填充词均进行了熟悉性评定， 差异均不显著。

意见 6：结果与分析部分，应提供反应时和错误率的基本描述统计数据（平均数、标准差）
。
回应：提供了反应时和错误率等基本描述统计数据。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实验一，12 页，“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启动方向的主效应不显著，F1(1，
28)=0.37，p>0.05，F2(1，29)=3.96，p>0.05”。如果这部分数据是作为 2(翻译方向：中文→
日文、日文→中文)×2(启动类型：翻译对等启动、翻译不对等启动)两因素重复测量设计，
那么结果与下一个句子“中文→日文条件下的启动量（26ms）与日文→中文条件下的启动量
（35ms）没有显著差别无关。其他几个实验也有类似问题。
回应：将中文→日文和日文→中文条件下，翻译对等和翻译不对等的反应时之差进行了配对
样本 t 检验，实验 1 的检验结果表明中文→日文条件下的启动量（26ms）与日文→中文条件
下的启动量（35ms）没有显著差别，其余三个实验也都进行了检验。

意见 2：实验一，比较中文→日文条件下（625ms）和日文→中文条件下（593ms）的反应
时差异不显著，F1(1，28)=0.37，p>0.05，F2(1，29)=3.96，p>0.05，而翻译对等条件下反应
时（594ms）显著短于翻译无关条件下（625ms）
，F1(1，28)=8.93，p﹤0.01，F2(1，29)=7.15，
p﹤0.01。为什么相似的数据，F 显著性差异如此之远。
回应：第一次的数据筛选较为粗糙，算总体标准差之前没有删除极端数据，这次又将四个实
验原始数据重新进行分析，先将 300ms 以下和 2000ms 以上的极端反应剔除后，算出每个被
试的标准差，删除 M±2.5SD 之外的数据，最后再统和所有被试数据，算出总的标准差，再
删除 M±2.5SD 之外的数据。结果发现反应时的趋势是一样的。在实验 1 中，中文→日文条
件下（624ms）与日文→中文条件下的反应时（592ms）没有显著差异，F1(1，28)=1.44，
p>0.05，。翻译对等条件下反应时(M=590ms)显著短于翻译无关条件下(M=625ms)，F1(1，
28)=10.14，p<0.01。F 值依然相差甚远，原因可能在于被试是不熟练双语者，每个被试情况
差异较大，有的被试熟练程度是刚刚通过日语三级，而有的被试虽然还没来得及参加二级考
试，但其熟练程度可能已经达到，因而数据的分布比较离散。

意见 3：实验二，13 页，“中文→日文条件下的启动量（72ms）与日文→中文条件下的启动
量（42ms）差异显著”这句话是使用什么数据分析得到的。
回应：补做了中文→日文和日文→中文条件下启动量的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二者差异显著。
意见 4：讨论部分，“在实验 1 中，被试对中-日同形词对表现出可靠的隐蔽翻译启动效应，
该效应在翻译方向上对称。”请查启动效应是否显著。“在实验 2 中，对中-日非同形词对，

隐蔽翻译启动效应依然存在，却表现出不对称：中文启动日文时，翻译对等条件与翻译无关
条件的反应时之差要显著大于日文词启动中文词时翻译对等条件与翻译无关条件的反应时
之差。”这句话缺乏统计的支持。从现有结果看，同形词和非同形词的启动似乎没有明显的
差异。
“虽然在 L2→L1 方向上被试表现出比 L1→L2 方向上更强的启动效应
（35ms 对 26ms）
，
但隐蔽翻译启动效应基本上是对称的”这句话也不准确。
回应：在实验 1 中，发现无论是中文启动日文还是日文启动中文，都发现了翻译相关条件下
被试的反应更快，因而说被试对中日同形词对表现出了可靠的隐蔽翻译启动效应。在实验 2
中，t 检验发现中文→日文和日文→中文条件下，翻译对等和翻译不对等的反应时之差（75ms
vs 34ms）显著，表明虽然在两个方向上被试都表现出了启动效应，但在 L1→L2 方向上更强。

意见 5：同词不统一，例如“实验 1 词汇决定中中-日同形词的隐蔽翻译启动效应”，实验条
件中“翻译对等条件” “杂志–雑誌”或“雑誌–杂志”；“翻译无关条件”，如“手表–雑誌”或“時計
(手表)–杂志”。而在材料附件中只有“中日同源词对”其中，翻译对等与不对等是混在一起的。
不清楚实验一的各种条件确切用了多少词对，哪些词对。“中日非同源词对”也有类似问题。
回应：将全文的说法进行修改，统称中日同形词与非同形词。附录名称已将“中日同源/非同
源词对”改为“中日同形/非同形词对”。附录中所列举的词对都是作为翻译对等条件下出现
的，翻译无关条件的词对并未呈现在附录当中。实验一共有 240 个 trial，其中 60 个 trial 属
于翻译对等条件（30 个中文→日文，30 个日文→中文），60 个 trial 属于翻译无关条件（30
个中文→日文，30 个日文→中文）
，被试需做“是”反应，对这两类反应时进行统计分析；120
个填充 trial，被试需做“否”反应，并不纳入统计。

意见 6：讨论部分中讨论的问题比较广泛，应当主要结合本研究结果，做出的讨论和推论注
意结合本研究的结果。
回应：对讨论进行了修改。

意见 7：结论中，“（2）不熟练的中-日双语者的两种语言表征属于混合表征”似乎不属于本
研究的结论。
回应：修改了绪论。

第四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关于本文使用的隐蔽启动范式，在前言中应对使用类似设计的前人研究更详细提及，
并说明实验设计原理。
回应：在前言中增加了使用类似实验范式的前人研究的介绍，并阐述了实验设计逻辑。

意见 2：本文的重要目的是探讨“翻译方向、词汇拼写形式和加工任务对不熟练中–日双语者
的隐蔽翻译启动效应的影响”。前言中应更紧密结合文献，指出前人已经在相关方向做了哪
些研究，还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争论，本研究能从什么特殊角度去更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等，
以便引入自己的研究。例如，作者提及了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研究的不一致结果，如
“Schwanenflugel 和 Rey(1986)对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Keatley 和 De Gelder (1992)对荷兰语
–法语双语者的考察, 均未发现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Chen 和 Ng(1989)考察中–英双语者, 发
现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Zeelenberg 和 Pecher(2003), 莫雷、李利和王瑞明(2005)在基于概念
的内隐任务中, 发现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崔占玲和张积家(2009)考察藏–汉–英三语者, 发
现语言之间是否存在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与三语者的不同语言的熟练程度有关。”本研究探
讨中文-日文隐蔽翻译启动效应对前人的不一致结果会有什么新贡献？总之，前言在表达本
研究的独特性方面还需要改进。
回应：将前言部分重新整理，先阐述前人关于隐蔽启动的研究，进而引入启动效应的不对称，
再将中-日同形词和非同形词纳入到研究中。在前言的最后一段，指出本研究将以使用两种
非拼音文字的双语者，从字词拼写形式(同形和非同形)及语义加工深度(词汇决定任务语义卷
入程度小，语义决定任务语义卷入程度大)角度深入、细致地探讨隐蔽翻译启动这一主题。
实验逻辑是通过操纵启动词和目标词之间的关系(是否是翻译对等词，是否同形)，分析被试
在不同条件下对目标词的反应，进而推测不熟练中–日双语者如何加工和储存这两种语言，
以检验双语表征模型的解释力。

意见 3：本文的讨论部分与前言部分呼应不够，相对于前言中提及的一些已有的研究结果和
存在的问题，本文有什么特殊的发现？例如，“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 在词汇识别中, 同源词
比非同源词更容易加工(Dukstra, Grainger, &van Heuven, 1999；Lemhofer & Dijkstra, 2004；
Lemhofer, Dijkstra, &Michel, 2004)；同源词被翻译得更快(De Groot, 1992；Sanchez–Casas,
Davis, &Garcia–Albea, 1992)；同源词翻译能够产生更大的启动效应(Dunabeitia, Perea,

&Carreiras, 2010)。”与前人研究相比，本研究的结果有哪些相同和不同？讨论部分应更明确
说出本文特殊贡献是什么？
回应：在讨论部分增加了本研究的特殊发现“纵观 4 个实验，可以发现，对中文和日文两种
非拼音文字而言，在语言加工中，同形词存在着加工优势，即同形词更容易加工，被翻译得
更快，能够产生更大的启动效应。但这种优势还要受任务类型影响：当判断不需激活很多语
义结点就得以完成时，词形对反应的作用较大，出现同形词优势效应；当判断需要依据特定
的语义信息的激活才能完成时，词形对反应的作用较小，同形词的优势效应消失”。
讨论部分的逻辑首先通过对比同实验任务下，探讨拼写形式对隐蔽翻译启动效应的影
响；其次，对比同拼写形式下，任务类型对隐蔽翻译启动效应的影响；最后，根据讨论结果
引发对模型的修正。

意见 4：相对于实验结果，提出模型的证据不够充分，“在图 3a 中, 中–日同形词同概念系统
的联系强, 中文同形词和日文同形词的联系强, 因为它们词形相同或词形之间有较高水平重
叠。所以, 中文同形词、日文同形词和概念系统之间的关系都用实线来表示。中–日非同形
词之间以及它们同概念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中文非同形词同概念系统的联系强, 它们
之间关系也用实线来表示；日文非同形词同概念系统的联系弱, 它们之间关系用虚线来表
示；日文非同形词同中文非同形词的联系强, 关系也用实线来表示；中文非同形词同日文同
形词的联系弱, 关系便用虚线来表示。在图 3b 中, 由于分类任务的语义卷入程度深, 不能仅
仅依据词形就做出反应, 因而词形相似与否的作用减弱, 语义能否得到激活就成为关键。此
时, 无论是中-日同形词还是中-日非同形词, 都能够在特定语境下(告知要判断目标词是否属
于某种类别)激活目标词的类别特征, 如“点心”属于食物, “はな”(鼻子)属于身体部位。这样一
来, 中-日同形词和非同形词与概念系统的联系都较强,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实线来表
示。”模型完全与语言来描述，实验证据是什么？
回应：对模型的提出的实验证据加以补充。

意见 5：在两种任务下提出两个模型也不合适，人的认知加工中很难存在一个独立的“词汇
决定任务中不熟练中–日双语者的表征模型”和一个独立的“语义分类任务中不熟练中–日双
语者的表征模型”。通常提出的模型应该是高度抽象的，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
回应：修改时从实验材料(同形词和非同形词)的角度来提出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