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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记忆对话及身份标识对集体记忆的影响》 

作者：郭倩琳 管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论文研究主题较新颖，探究集体记忆的形成或影响因素对构筑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

力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总体上理论阐述、行文、布局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很多改进。 

 

意见 1：首先是一些理论上的疑问：从作者的叙述中，偏向社会学定义的集体记忆为“一个

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和心理学操作定义：“小组成员在合作后的个人

记忆中所记得或忘记的重叠项目的数量”。这两者比较起来有显著不同，而根据作者后面的

实验研究部分看，作者倾向的是前一种定义，而不是心理学操作定义。这里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以已经发生的社会事情做集体记忆的项目指标，是否适合实验室研究，是否优于心理学

的操作定义？另一个理论上问题，读前面关于身份认同部分，作者似应将社会事件作为一个

判别身份标识的指标，例如苏联解体、911 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发生在其它国家的集体记忆，

而我们作为中国人基本上属于外群体，而举办北京奥运会、08 地震等对我们而言是内群体

集体记忆。但是作者实验采取的是一起对话的内外群体之分，而集体记忆对于这两个认为区

别出的内外群体似乎没什么区别，这里似乎与引言部分的论述有一定分离。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很抱歉关于定义取向的采纳未能在文中阐述清楚，已

经对文章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见 p13 页）。集体记忆这一术语的研究领域目前几乎没有限

制，因此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来使它被确立为社会心理学的适当对象。本文实际上是在实

验材料选取时采用了已经发生的事件作为学习材料，但是在实验操纵过程中还是采纳了心理

学的操作定义，即让参与者经过小组记忆交流后，计算他们共同记住或共同忘记的项目数。

社会科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更多的将其“去心理化”，但已有研究者对这种过度的“去心理化”

提出了疑问，如学者刘亚秋就认为“将记忆去心理化，或许只是作为社会学家的哈布瓦赫的

一种权宜之计，为了将社会记忆与心理学的记忆研究区分开”（刘亚秋，2010）。以往侧重心

理学操作定义取向的集体记忆研究者提出，集体记忆是指某特定群体对过去事件的共有记

忆，也在此定义基础上采用了心理学操作定义来具体探讨（Wang, 2008；Hirst & Manier, 

2008）。因此，本文为了尝试弥合这种差异，一方面是以已经发生的过去事件做集体记忆的

项目指标；另一方面是在记忆指标的选取上采用了共同记住、共同忘记的项目数，同时在实

验操作流程中体现“共享往事的过程”。 

针对第二个理论问题，由于群体身份认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变量，本研究是从最简群体

范式出发，初步探讨群体身份标识对其的影响，并非现实中真实的内、外群体分类。首先，

在实验操纵过程中匹配了发生在国内和国外的事件数量，是为了规避“熟悉性”带来的影响。

根据引言内容我们合理假设人们对国内发生的集体记忆较为熟悉，因此记忆的更好，而非内

外群体差异带来的作用。如果采用集体记忆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作为变量，很难从最基础的

内、外群体分类机制上进行解释。其次，若需讨论事实上的内、外群体身份差异则需要进一

步探讨外国被试对实验材料的记忆情况，这一问题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所在，未来研究我们将

继续跟进这部分内容。 



参考文献： 

Wang, Q. (2008). On the cultural constitu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Memory, 16(3), 305–317. 

Hirst, W., & Manier, D. (2008). Towards a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memory. Memory, 16(3), 183–200. 

刘亚秋. (2010).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 社会, 030(005), 217–242. 

 

意见 2：其次，总体上看，行文逻辑还需要加强，很多地方感觉不是很连贯，例如，（1）引

言部分第五段最后得出：“因此，有必要探讨记忆对话对集体记忆的影响。”但是这一段的主

要内容讲的是“线上对话”，按正常的阅读预期，想的是探究“线上记忆对话”的特殊性。（2）

“然而，对话交流也常伴随不断被重复的信息”，这个“然而”的转折是为什么？对话交流中伴

随不断重复的信息为什么要用“然而”？……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1）我们已经重新修改了引言部分的写作，考虑到“线

上记忆对话”并不是我们真正想着重探讨的内容，因此将逻辑牵强的内容删去，并重新梳理

了与本研究内容直接相关的内容。（2）针对“然而，对话交流也常伴随不断被重复的信息”

这一论述也做了联系上下文更符合逻辑的表述（见 p14 页）。 

 

意见 3：第三，作者的谋篇布局宜再考量一下，例如研究一结果部分介绍公式的一些集体水

平记忆指标，似宜在引言部分找个合适的地方，结合以往研究介绍一下？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如审稿人所说，已将研究一部分的公式介绍放置引言

部分（见 p15、16 页）。 

 

意见 4：第四，仔细阅读了实验程序部分，感觉作者还是没有讲清楚单独回忆和对话回忆的

操作区别，只是人数上的区别？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实验程序部分重新解释了单独回忆和对话回忆

的操作区别（见 p17 页），实验流程如下图。其中单独回忆的被试和对话回忆的被试同样进

行学习材料——干扰——自由回忆步骤，然后在对话回忆小组进行对话的相同时间内静坐即

可，最后对话和单独回忆的被试均进行对话后自由回忆。对话组由两名真被试和两名实验助

手组成，最后计算两名真被试对话前、后分别的共同记住、共同忘记项目数；单独组只有两

名无需对话交流的真被试组成，最后同样计算两名真被试休息前、后的共同记住、共同忘记

项目数。 

 

 

 

 

 

 

 

 

 

 

 

意见 5：第五，每一个实验结果呈现后，总得需要说明该结果是支持了假设，还是不支持假

设？甚至是读完全文都不知道具体的假设有没有得到支持，作者应该清晰指明，不应该让读

者根据结果去推断。 

学习材料 

（所有被试） 

干扰 

（所有被试） 

单独回忆 

（一半被试） 

对话回忆 

（一半被试） 

自由回忆 

（所有被试） 

自由回忆 

（所有被试） 

两两一组，无假被试 

两两一组，每组有两个实验

助手充当假被试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每一个实验的结果部分都加上了结果是否符合

假设的描述（见 p19、20、22 页）。 

 

意见 6：第六，作者选取的因变量“项目数”，和集体记忆的几个事件（例如研究一是 6 个集

体事件，研究二四个事件）是什么关系；作者能否像介绍李克特量表的题项一样，举例说明

一下这些事件中包括的“项目”？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选取的因变量记忆项目数是指集体记忆学习材料中具

体包含的关键信息点。因变量项目数举例如下示例，每个学习材料都经过筛选后划分出 20-22

个记忆点，即“项目数”。被试的得分根据被试的自由回忆文本比对得到，回忆文本只要明确

包含该项目即算 1 分。 

学习材料示例： 

题目：英国脱欧投票（1） 

（2）2017 年 3 月 20 日，（3）英国首相府新闻发言人对外公布，（4）英国决定将于 3 月 29

日向欧盟正式递交脱欧申请，（5）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开始脱欧谈判。（6）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致函欧盟，正式开启英国“脱欧”程序。（7）2017 年 11 月 10 日，（8）为期两天的欧

盟和英国（9）第六轮“脱欧”谈判在（10）布鲁塞尔结束，（11）双方未就（12）“分手费”、

（13）公民权利和（14）英国与爱尔兰边界等核心议题（11）取得实质性进展。欧盟与英国

（15）就 2019 年 3 月英国脱离欧盟后（16）为期两年的过渡期条款（17）达成广泛协议。

该协议（18）仍需要欧盟脱欧首席谈判代表（19）巴尼尔和（20）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的签

字。 

 

意见 7：第七，建议作者在文章最后讨论部分阐述一下研究局限。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已经在最后的讨论部分添加了研究局限部分（见 p23、

24 页）。 

 

意见 8：第八，论文结论部分应该尽量用容易理解的话语阐述，不应该再有很多专业概念，

而且结论部分和摘要部分有很多重复，需要斟酌。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已经对论文最终的结论部分进行了修改（见 p24

页），提高可读性，并重新书写了摘要部分，避免过多重复。 

 

意见 9：第九，写作规范上有一些问题。如，完全引用，即加引号部分需要标出页码，如，

（1）代表着“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哈布瓦赫，2002）。心理学操

作化定义集体记忆为“小组成员在合作后的个人记忆中所记得或忘记的重叠项目的数量”

（Congleton & Rajaram, 2014; Stone, Barnier, Sutton, & Hirst, 2010）。（2）文中首次出现相关

英文理论，应该给出相应的中文翻译或对应的中文解释。例如，同时，根据 SP + T 理论假

设（script-pointer-plus-tag hypothesis; Schank & Abelson, 1977）以及 SC + T 理论假设

（schema-copy-plus-tag hypothesis; Graesser & Nakamura, 1982），非典型的、未预料到的信息

是单独标记的，因此比其他与已建立的脚本或模式匹配的信息更容易记住（Berthold, Steffens, 

& Mummendey, 2019）。（3）根据 G*Power 3.1 软件，在统计检验力 1 – β = 0.95, α = 0.05 的

前提下，进行两因素混合实验方差分析（Faul, Erdfelder, Lang, & Buchner, 2007），参考前人

关于对话对共享记忆水平影响的研究（Congleton & Rajaram, 2014），得到效应量大小为 f = 

0.503。本实验设置效应量为 f = 0.4，检验需要样本量达到 16 人。这部分内容不应该放在实

验方法部分介绍吗？（4）图 1 流程图为什么不用一些实例来表示，而是用两行“×”？（5）

研究 1 用时间这一名词来涵盖“前测”、“后测”是否合适？（6）“实验材料、仪器和设备与实



验 1、2 基本一致。”这个可以准确一点，如果一致就一致，如果有一点区别还是应该写明白。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针对写作规范逐条进行了修改： 

（1）对完全引用的概念添加了页码标记（见 p13 页）。（2）考虑到此部分理论不是本文着重

要讨论的问题，也并不能加强逻辑连贯性，因此对理论进行了删减，保留了该理论基础上形

成的一些与本研究有关的实验结果（见 p13 页）。（3）已经将统计检验力等内容放在了实验

方法和结果部分。（4）已经将图示中的的“×”改为实验中的实例（见 p17 页）。（5）本文借鉴

已有研究(Coman, Momennejad, Drach, & Geana, 2016)来进行变量命名，因此采用这一变量名

称实际上指的是对话前（pre-conversation）和对话后（post-conversation）这一时间变量，考

虑到实验 1 包括非对话组的情况，因此命名为前测和后测，而非对话前、对话后。（6）已经

对有区别的地方进行详细描述（见 p19、21 页）。 

……………………………………………………………………………………………………… 

 

审稿人 2意见： 

作者通过实验方法，考察了记忆对话、对话中的信息一致性和对话群体身份标记对集体

记忆的影响，实验区分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不同指标，得到了有价值的结论。就整个研

究流程而言，希望作者能进一步厘清部分细节，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整个研究的全貌： 

 

意见 1：（1）研究一被试平均年龄为 24 岁，为何选用的 6 个事件中包括了发生在 1991 年的

苏联解体？这不符合作者所描述的“在其人生中发生的重要的关于集体的大事件”界定。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关于出现苏联解体这一材料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

本研究在材料预选时唯一的限制是他们应尽可能多的列出想到的事件，未要求必须是出生后

发生的事件；2.集体记忆也涉及到本人并未经历却也知晓的内容，这也是集体记忆这一概念

所涵盖的内容，因此并未特别要求参与者仅回忆自己出生以后发生的事件；3.最终选取苏联

解体是根据原始数据筛选得到，具体筛选过程在文中已有描述（见 p16 页）；4.在对公共事

件的集体记忆上，我们认为应根据参与者判断他们是否意识到并提取出该事件来划定，而在

对私人事件的个体记忆上才需要根据它们发生的时间来确定。 

 

意见 2：（2）研究一的实验程序介绍可以更清晰一些，例如，是否所有被试在编码阶段都看

到了所有 6 个事件的文本叙述？在编码阶段，不同事件出现的顺序是否进行了随机化或其他

平衡处理？编码阶段和干扰阶段的组织究竟是如何的——被试是对某个事件记忆 1 分钟后，

即进行干扰任务，随后再记忆新的事件，再进行干扰？还是被试先按顺序观看了 6 个事件的

文本叙述，再进行数分钟的干扰任务？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很抱歉关于实验这部分程序没有介绍的更清晰，已经

在文中做了修改（见 p16、17 页）。在前期预实验的过程中发现长文本记忆负担较重，因此

每个被试在记忆编码阶段只会在 6 个事件中随机学习其中一个事件，顺序进行了平衡处理，

因此每个被试只进行一轮的学习——干扰——对话前回忆——对话（单独）——对话后回忆

流程（见实验 1 总流程图）。 

 

意见 3：（3）研究一的结果符合直觉的预期，考虑到对话小组中包含了两名真被试和两名实

验助手，于是作者可能需要进一步说明：真被试在记忆对话后自由回忆的提升，是否确实来

自于在对话中其他成员（包括另一名真被试和两名假被试）传递的信息？两名实验助手“按

照实验手册与被试进行记忆对话”，这是否意味着两名助手会共同提及同样的记忆内容？如

果是这样，则有没有可能，因为两名假被试总是比较一致地在对话中提到某些信息，导致这

些信息更容易影响真被试的记忆？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在实验流程中首先在学习编码后进行了一次记

忆基线水平的测量（即对话前回忆），然后才进行了记忆对话过程，对话后再进行一次自由

回忆，同时对两名实验助手提及的内容进行控制（其内容略有差异，见附录部分），因此默

认是记忆对话的实验操作带来对记忆的影响。与此同时，实验 2 也进一步讨论了这一问题，

操纵了来自实验助手的信息一致、不一致来解答：当出现其中一个实验助手提及“意义”上不

一致的信息是否会影响记忆结果。 

 

意见 4：（4）目前文章中许多成对出现的图，如图 3 & 4，图 5 & 6 等，均相互调换了横轴

标记和 seperate line，例如图 3 将前后测作为横轴，以组别来区分两条线，但到了图 4，就换

成组别作为横轴，两条线对应前后测了。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文中已经对所有成对出现的图进行了统一（见图 3 

& 4，图 5 & 6）。 

 

意见 5：（5）对于研究二，根据方法部分的介绍，每段文本信息在不匹配条件下均进行了一

处更改，从而与真实情况不一致（这里的方法叙述看得不是很明白，究竟是让两个被试阅读

了两段在某一处信息存在差异的不同文本，从而使两名被试的记忆编码不匹配？还是两名被

试都看到了和真实历史事件存在一处差异的文本，因而都编码了和真实情况不匹配的记

忆？）。研究二报告了信息匹配对个体和集体记忆的影响，建议作者说明——这些影响是包

含了那个被更改的不匹配信息的所有项目上发现的，还是在排除了被更改的不匹配信息之后

的其他所有项目上发现的？换言之，作者是否发现当人们阅读包含了一个与事实不符片段的

事件描述后，记忆对话无法促进被试在其他片段信息上的共同记忆？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很抱歉因实验程序描述不清晰带来的困扰，实际上这

部分研究是在对话讨论环节进行不一致信息的操作，具体是让实验助手来反馈与参与者学习

材料不一致的信息，而非在学习编码阶段给予不一致信息。这样设计是想在实验 1 证明对话

对集体记忆产生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对话中给予不一致信息又会有怎样的影响。针对

第二个问题，参与者也是在对话阶段被输入了不一致信息，并非最初的阅读学习阶段。结果

也显示只有在一致条件下，被试后测的共同记住项目数显著高于前测 F(1,13) = 13.598, p = 

0.003；在不一致组条件下被试前后测的共同记住项目数差异不显著 F(1,13) = 0.824, p = 

0.381。也就是说，当人们讨论了与事实不符的片段描述后，不一致信息并没有使大家的共

同记住部分产生差异，反而是一致信息让参与者共同记住的项目更多。 

 

意见 6：（6）研究三的方法部分叙述需要更清晰一些，根据后续的讨论，作者似乎意在表达

“不一致（不匹配？）信息的来源是内群体还是外群体身份”，但目前从文字上还无法确认。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实验 3 意在讨论不一致信息来自内群体还是外群体的

作用，已经在文中添加了描述（见 p21 页）。为了避免混淆，所有实验已一律采用“不一致、

一致”信息这一描述。 

……………………………………………………………………………………………………… 

 

审稿人 3意见： 

意见 1：《记忆对话及身份标识对集体记忆的影响》一文题目很有吸引力，采用实验研究聚

焦集体记忆这一偏宏观议题，进行跨学科的对话研究很有创新意义，针对集体记忆研究的跨

学科研究梳理也比较丰富，引言部分的文字表达也较顺畅。但非常遗憾的是，从心理学研究

规范、问题提出、假设论证，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对假设的检验，结果讨论等多方面来看，

普遍存在较严重问题，建议拒稿。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编委初审意见中的内容并未解决。



虽然作者在引言部分有补充一些内容，但是对于“没有讲清楚关于这个主题……还有什么问

题，目前的研究在现有的基础上有哪些新的贡献等等”、“再围绕具体研究问题分别介绍以往

研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如何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进行推进”等关键问题，并未解决。详见

下面引言部分的意见。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慎重的对待编委和评审专家提出的这一意见，因

此整体大修了引言部分的行文方式，重新梳理了与本文主题更相关的内容，以便于契合心理

学论文的写作规范。 

 

意见 2：1.摘要、关键词部分：（1）口语化问题比较突出，需要更明确交代每个研究的方法、

结果，而且没有给出研究问题、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关于个体自由回忆，作者在引

言和讨论部分，并有没有关于记忆对话等与个体记忆的关系、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区别等内

容的讨论，从研究结果看，个体自由回忆部分没有差异性结果，对此也没有讨论。“同时从

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的记忆结果来探索对集体记忆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因素”这一创新性贡献

不能成立。建议作者认真考虑纳入个体自由回忆的必要性，是作为研究问题之一，还是仅仅

是记忆对话的对照组操纵方式。（3）“在线记忆”作为关键词，全文并没有相关内容。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依次做了如下修改：（1）对摘要重新进行了打磨，

补充了 3 个实验的研究问题和理论意义等。（2）考虑到以往研究多从个体记忆层面出发，因

此更多的将其作为一种对照方式，个体记忆并不是本文着重要探讨的内容，因此也采纳审稿

专家的意见，在引言中简要说明其与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见 p15 页）。（3）考虑到“在线记

忆”并不是我们真正想着重探讨的内容，因此采纳了审稿专家的意见，将逻辑牵强的内容删

去，并重新梳理了与本研究内容直接相关的内容，不再添加“在线记忆”作为关键词。 

 

意见 3：2.引言部分： 

（1）开篇需要有问题提出的内容，然后再针对研究问题逐个阐述、讨论，提出相应研究假

设，但文稿的前三段，没能体现研究集体记忆的研究问题点、理论或现实上的研究问题，看

不到作者要解决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价值或现实意义。引言第 4 段开始，几乎每

个段落都在讲新的讨论点，有吸引人关注的核心内容，但是导致组合在一起却显得杂糅，绕

来绕去，始终没能提出明确的研究问题，更没有最关键的研究假设提出和推论的过程，导致

最后三个假设非常突兀，不知假设内容从何而来。建议作者考虑分几个小标题，针对想要聚

焦的核心问题，有层次地分别展开阐述和讨论，通过明确的推论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2）

多个段落里用到“因此”、“反之”等逻辑词，但无法看到前后之间的相应逻辑关系。比如 5、7

段，阐述内容无法得出最后一句的结论。第 4 页 33 行，成员需要、成员关系似乎是两个不

同的影响因素，与后续群体成员身份不一致，内外群体的不一致信息等等，存在逻辑上的跳

跃和不对应。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已经重新修改了引言部分的写作方式。之所以选

择从定义梳理出发，是因为前人就影响集体记忆的众多因素已经进行了理论观点上的探讨，

而从其多中心、跨学科的概念定义上可以很好的归纳出值得关注的社会心理学变量。评审专

家的建议非常中肯，我们也采纳了“更清楚的突出问题提出和假设”的意见，因此分成几个小

标题来进行了阐述。针对审稿专家提出的逻辑关系不清问题，确实需要逐句打磨，已经对您

提出的段落部分进行了重新书写（见 p13、14、15 页）。 

（3）关于研究假设，引言中涉三个自变量，特别是与因变量的关系等的既有研究介绍很少。

更重要的是，从作者的逻辑看，是三个独立的研究问题，然后用三个实验分别检验，但这三

者之间有没有内在关系呢？是否有可能整合在一个模型中，与更上位的研究问题对话。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三个实验之间是逐步递进的：通过采用长文本材料学



习，将参与者置于更真实的对话过程来验证记忆对话和对话中的身份标识如何对集体记忆产

生影响。实验 1 操作记忆激活的方式（对话、非对话）、实验 2 在实验 1 记忆对话的基础上

操作信息一致性（一致、不一致）、实验 3 进一步在信息不一致情况下操作身份标识（内群

体、外群体）变量，来逐步考察对话和身份标识对集体记忆的作用，并分别在个体记忆和集

体记忆指标上进行了考察。 

（4）对于参考既有研究计算样本量，一是，查看原文，没有找到 f = 0.503 这一指标。若这

一指标是由原文中的某指标结果转换而来，这里应写清楚 f = 0.503 由何指标结果转换而来。

二是，参照过去的研究，有可能存在出版偏差(publication bias)，因此应该提供出版偏差的分

析结果。本实验设置效应量为 f = 0.4，表明本研究并未使用前人研究使用的效应量，f = 0.4

是理论上的大效量的临界值。如果不参照前人研究，研究者自行确定先验效应量，即感兴趣

的最小效应量(SESOI)，研究结果获得的效应量应在该值之上。但经过效应量转换，发现研

究 3 结果的两个较小效应量并未达到感兴趣的最小效应量，转换值 f<0.4。此外，建议样本

量计算放入每一个具体的研究中，研究 2、3 可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分别计算。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考虑到实验 2、3 和实验 1 的设计相同，参考的也是

同样的前人研究，因此将实验的样本量计算只放在了实验 1 中。f = 0.503 并非从本研究的某

指标转换而来，是基于相关研究中报告的效果量(Congleton & Rajaram, 2014)，本研究在每个

实验结果中也报告了实际得到的效应量。 

（5）如初审意见指出的，目前文稿依然缺少 overview 部分。由于目前三个实验都没有小引

言介绍每个研究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及与前述研究的递进关系，overview 的内容介绍就更加

重要，需要讲清楚作者用什么研究解决什么问题，有何预期结果。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引言的最后添加了概述性文字，简要说明了三

个实验的问题、方法和预期结果。 

 

意见 4：3 实验研究部分 

（1）研究假设的可重复性检验问题。在三个实验中，作者采用了相同的研究范式分别探讨

三个独立的问题，每一个结果的可靠性都有待检验。可重复性问题是心理学研究非常关注的，

因此往往需要选择不同范式、工具、指标类型等对每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系列研究。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采用同样的范式是出于实验设计考虑，实验 2

是基于实验 1 记忆对话的基础上操作信息一致性（一致、不一致）、实验 3 进一步在信息不

一致情况下操作身份标识（内群体、外群体）变量，来逐步考察对话和身份标识对集体记忆

的作用，并非完全独立的 3 个研究。未来研究中可能会进一步改进研究范式、工具和指标等

提高实验的可重复性。 

（2）实验 1 自变量的操纵问题。一是如果是对话回忆方式的话，应该与非对话进行对比研

究更合适，这时候用“名义对话”来作为对照组，是有问题的。为何不直接使用自行阅读、自

由回忆作为对照组？引入假被试、名义对话，必要性是什么？需要在文中更明确交代。二是，

加入时间变量的目的是什么，三个实验都有，但没有说清楚这个变量是为了对应、解决什么

问题。如果仅仅是前后测的需要，使用单因素等组前后测的实验设计更合适，而且前后测实

验，如何排除练习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数据分析来看，作者重点似乎通过时间变量的分析

来反映对话前后的记忆效果差异，而非对于不同激活方式带来结果的比较。四是，引入假被

试与 4 位都是真被试，有何关键区别，实验助手是否知晓实验目的，对假设检验是否会产生

影响？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抱歉我们可能在这里存在表达歧义，让您产生了误解。

我们使用的设计是对话与非对话的形式，具体的操作也是非对话组自行阅读、自行回忆，只

是让非对话组在相同的时间内进行休息。我们已经在论文中进行了描述上的修改，以免引起



歧义。加入时间变量（即前、后测）是实验范式要求（参考已有研究 Congleton & Rajaram, 

2014），因为具体的实验流程需要有一个对话前被试的记忆基线水平来进行参考。具体为：

第一步：学习同样的材料，第二步：干扰，第三步：测量记忆基线水平（合作前的记忆），

第四步：对话，第五步：个体回忆（合作后的记忆）。时间（前、后测）在这一研究范式中

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用于考察集体记忆在对话前后的记忆差异，且回忆过程都是采用自由回

忆，每个人只学习一篇材料，因此不太可能存在学习效应。另外，引入假被试（即实验助手）

是为了进行真实的对话反馈过程，在整个实验流程最后会让被试回答问题：你是否认为是在

与真实的小组成员进行对话。并在最后的分析过程中剔除了怀疑小组成员真实性的被试数

据。 

（3）如前所述，“自由回忆”与“集体记忆”的分析是独立分别进行的，分析这部分对于回答“记

忆对话及身份标识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有何帮助？三个研究假设也完全不涉及自由回忆这个

变量。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为了表明此实验是在个体记忆基础上探讨集体记忆，

因此需要对比个体记忆的变化和集体记忆的变化情况，对实验的操作有时对个体记忆有作用

但不一定会反映在集体记忆结果上，这样分析处理也是为了更清晰的看到对集体记忆的影响

在哪些具体方面。我们也在引言中添加了部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的描述，减少读者

在这方面的疑惑。 

（4）关于集体记忆的测量。从作者给出的定义来看，研究设计中有两种“集体记忆”，一个

是所有被试对这些话题的既有经验，这似乎也与作者进行预研究确定材料有关，但另一个是，

所有被试在实验中阅读“相同的实验材料”，所产生的共同的“集体记忆”。从作者表述看无法

确认是哪一种，也没看到对另一种可能的排除。建议考虑增加无既有经验的共同材料阅读组，

与目前的两组进行比较分析。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非常抱歉因为表述不清带来的问题，首先，因为集体

记忆的概念定义并没有定论（在第一个审稿专家意见的回应中已经说明），本文实际上是在

实验材料选取时采用了已经发生的事件作为学习材料，并在实验操纵过程中采纳心理学操作

定义，并非将其看作两种集体记忆。其次，我们认为采用非既有经验材料作为学习材料有悖

集体记忆“对过去发生事件的集体表征”的意义，如果学习非既有经验的材料就还原到了以往

心理学实验研究的个体记忆机制探讨部分。本研究主要体现“共享往事的过程”如何影响人们

的集体记忆。未来研究或许可以添加无既有经验的材料来进行比较分析，但本实验目前没有

涉及这部分内容。 

（5）关于实验程序。一是，“实验材料与仪器”部分改为预研究，更具体地介绍研究过程和

结果，比如报告“实验助手带来的误差”的具体数值，为材料恰当性确定提供更明确的数据支

撑。二是，作者描述了实验过程，并附上了程序图，但与变量对应的关键操纵介绍不明，无

法达到“读者可重复”的程度。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一是针对实验助手带来的误差问题，本研究采用的是

给实验助手提供实验手册的方式来规避不必要误差，每个被试都面对的是相同的实验助手，

实验助手根据被试随机学习的实验材料来反馈相对应的对话内容，因此未有具体数值的报

告，已经将部分实验手册附在最后方便查阅。二是针对提高“读者可重复”程度的问题，很抱

歉没有更清晰的阐述清楚这部分内容，我们对变量的操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见 p16、

17 页）。 

（6）3.1.3 部分，“本研究的假设如下：”缺少具体假设内容。4.讨论部分。这部分内容也是

非常丰富的，但很遗憾的是，大多数讨论内容与引言中的研究问题、实验研究的相关结果没

有直接对应关系，而三个假设的验证的理论价值又缺少讨论。导致很难找到这篇文章进行实

验研究的意义。对于实验研究未涉及的部分，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点，但也要交代清楚与本研



究的关系，同时点到为止，没必要展开讨论那么多。第 13 页 31-33 行，“熟悉性、情绪性等

关键的控制”在实验设计中未报告。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已将所有的假设在引言部分依次提出，因此删去在实

验部分的假设。最后的讨论部分也根据评审专家的建议，围绕三个实验的假设和结果添加了

更为相关的内容，同时精简了未来研究的展望部分。关于熟悉性等实验材料的选取问题在实

验 1 的实验材料介绍部分已经报告。 

附录：实验手册内容示例： 

Text1-1 英国脱欧投票（实验助手 1） 

（一致版本 1）需要录入对话框的内容：（按每一行录入，主要内容为以下语句，若时间不

足 45 秒，可以说“其余的我不太记得了”凑够时间） 

Line1 我刚才看到的内容是 

Line2 2017 年英国决定向欧盟递交脱欧申请 

Line3 脱欧谈判为期两天 

Line4 在布鲁塞尔结束 

Line5 双方未就分手费取得实质性进展 

Line6 欧盟与英国为后期的过渡条款达成协议 

Line7 协议需要谈判代表和大臣戴维斯签字 

（不一致版本 1） 

Line1 我刚才看到的内容是 

Line2 2017 年英国决定向欧盟递交脱欧申请 

Line3 脱欧谈判为期两天 

Line4 在布鲁塞尔结束 

Line5 双方已经就分手费取得实质性进展 

Line6 但欧盟与英国为后期的过渡条款并未达成协议 

Line7 协议需要谈判代表和大臣戴维斯签字 

 

Text1-1 英国脱欧投票（实验助手 2） 

（一致版本 2） 

Line1 我刚才学习到的内容是 

Line2 英国发言人公布英国将正式脱欧 

Line3 启动了里斯本条约开始谈判 

Line4 首相特蕾莎正式开启程序 

Line5 双方没能就分手费取得进展 

Line6 但他们为后期的过渡条款达成了协议 

Line7 协议最后还需要一个签字仪式 

（不一致版本 2） 

Line1 我刚才学习到的内容是 

Line2 英国发言人公布英国将正式脱欧 

Line3 启动了里斯本条约开始谈判 

Line4 首相特蕾莎正式开启程序 

Line5 双方已经在分手费问题上取得进展 

Line6 但他们在后期的过渡条款上没能达成协议 



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能按照审稿人的修改意见与建议逐条进行了修改，使文章在引言与

实验的方法部分以及实验结果的表述都得到了改善，文章的脉络与实验程序描述得更清晰。

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意见 1：在核心概念方面，什么是集体记忆，怎样测量集体记忆？或者说，实验材料是否真

正测量了被试的“集体记忆”？或是只测量了被试对某些事件的“共同记忆”？这是作者首先

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去掉“集体”两个字，文章是否有差异？集体记忆的事件是否应该包含该

事件对于个体或是一代人的“意义”或影响？还只是单纯的对某一事件的“共同记忆”？本研

究中的实验材料例如“英国脱欧”、“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对于中国被试的“意义”是什么？能否

真正代表中国被试的“集体记忆”？从全文来看，感觉测量的是被试对某些事件的记忆，更像

是“共同记忆”，没有体现出“集体记忆”的实质与内涵。从讨论部分看，作者也主要是站在“记

忆激活”的角度对记忆的机制进行了解释，抛开了“集体”两个字。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关于核心概念部分，以往侧重心理学操作

定义取向的集体记忆研究者提出，集体记忆是指某特定群体对过去事件的共有记忆，也在此

定义基础上采用了心理学操作定义(即：小组成员在合作后的个人记忆中所记得或忘记的重

叠项目的数量；Cue et al., 2006; Congleton & Rajaram, 2014; Stone, Barnier, Sutton, & Hirst, 

2010）来具体探讨（Wang, 2008；Hirst & Manier, 2008）。与此同时，集体记忆的实质在还原

到实验室情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操作化为共同的记忆(例如 Brown, Coman, & Hirst,2009; 

Cue, Koppel. & Hirst, 2007; Cue, Ozuru, Manier, & Hirst,2006; Stone, Barnier, Sutton, & Hirst, 

2010)。因此，本文一方面以已经发生的过去事件做集体记忆的项目指标；另一方面是在记

忆指标的选取上采用了共同记住、共同忘记的项目数，同时在实验操作流程中体现“共享往

事的过程”。实验材料选取的是人们集体记忆的既有经验，而实验操作是探索人们在对既有

集体记忆材料进行分享、共享的过程如何影响集体记忆本身。目前集体记忆一般都是研究社

会大众共同知晓的事件，因此都以人们回想起来的、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作为研究材料。关于

被参与者提及的事件对于中国被试的意义，本研究没有着重探讨这部分的内容，因为这可能

涉及到集体记忆的意义如何在社会、文化中被建构的过程，但这也的确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的一个主题，很具有启发性，未来研究也很需要进一步去探索。 

 

意见 2： 

（1）在行文方面，摘要部分：不要出现“本文”、“来”等字，按照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的要素进行精炼概述。“变少”、“更多”以及最后的“推测”等都不是严谨的量化研究结果的表

达方式，请参照以往心理学报文章的写法，语气表达做到量化研究式表述而不是质性研究式

表述。引言部分，建议在第一自然段或是分成两个段落先抛出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从一个

背景中引出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价值或现实意义是什么，从而能够

吸引读者往下看。然后再解释什么是集体记忆以及本研究要研究的相关问题及研究框架。在

讨论或结论部分再对这个问题首尾呼应一下，这样才算讲好一个故事。“1.1 记忆对话对集体

记忆的作用”建议将作用改为“影响”。其下的第一自然段讲的是“类别-样例词对学习”实验范

式的不足，从而“本研究认为集体记忆研究更应采用长文本材料，而非类别-样例词对。”这

一自然段谈论的是以下实验都需要采用的范式，是一个总括的前提介绍，而不是论述“1.1

记忆对话对集体记忆的影响”，因此，建议将本段前提或是在实验前讲述实验材料时进行介

绍。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进一步的完善了文章的写作（1）已经对摘要部

分出现的“本文”、“来”等字进行删减，同时改变了不严谨的结果表达方式；对引文部分的框

架进行了再梳理，同时在最后的讨论部分增加了呼应引文的内容。（2）需要说明的是，本研

究最初就是从集体记忆概念和定义的多中心、跨学科性，引申出了影响集体记忆的众多因素，

并提出在定义取向转变的过程中集体记忆研究的实验多侧重记忆发展机制，而忽略了人们互

动和分享记忆的过程中身份等因素的作用。因此在引言中做了相应的论述来展开。（3）关于

介绍类别-样例词对学习不足的部分，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介绍“社会共享提取诱发遗忘范式”

可以体现目前研究中涉及的互动带来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单方面记忆输出的形式不能很好

的体现互动，因此在这里继续介绍了关于对话有利于形成共同的记忆表征的内容，并非单纯

介绍实验范式。据此没有将该部分内容专门放在实验材料的介绍中。 

（2）接下来的自然段，本段先是分析了检索中断、认知机制、记忆对话的时间和频率等研

究的不足之处，从而作者自己要“从记忆对话过程入手”，那么，为什么要从“过程”入手呢？

作者的理论和实证依据是什么呢？作者没有举出任何“可立”的依据，即有利于作者本研究的

“记忆对话对集体记忆的影响”的逻辑证据。不能把批判已有研究的不足作为自己研究的依

据，要“破”更要“立”。同时，“假设 1 进行对话回忆(较之非对话)会使人们的集体记忆结果更

好”，“更好”这样的语句表述也不符合心理学量化研究的表述。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非常赞同评审专家提出需要补充为什么“从记忆

对话过程入手”的依据，也在原文中做了补充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依据（见引言部分），在此

也做出阐述：为了在深入了解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同时又能兼顾其社会文化维度，

Wertsch(1997, 2008)曾提出集体回忆 (collective remembering)的概念，也就是关注回忆

（remember）的过程，而非仅仅关注静态的记忆（memory）。将记忆作为一个过程来关注最

早可以追溯到 Bartlett 的想法。对于 Bartlett 来说，记忆是第一和最重要的重建过程：人们在

文化图式的帮助下积极地重构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当集体记忆被转化为没有主体的静态表

征时，集体记忆就成为了一个活跃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群体成员可以对过去进行描述(De 

Saint-Laurent, 2017)，这也就涉及到了记忆对话的过程。再比如 Cuc 等人(2006)在以往实验

中将四人组成一组回忆他们刚刚读过的故事，然后互相讨论，并在几项研究中发现，对话过

程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将不同版本的过去融合成更统一的记忆。同时，我们也对假设中

不符合量化表述的方式进行了修改（见引言部分）。 

参考文献： 

Wertsch, J. (1997). Narrative tools of history and identity. Culture & Psychology, 3, 5–20 

Wertsch, J. (2008). The narrativ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Ethos, 36, 120–135. 

De Saint-Laurent, C. (2017). Memory Acts: A Theory for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31(2), 148–162. 

Cuc, A., Ozuru, Y., Manier, D., and Hirst, W. (2006). On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ies: the 

role of a dominant narrator. Memory. Cognition. 34, 752–762. 

（3）接下来，“实验 2 预在实验 1 基础上探讨一致性信息能否在记忆对话过程中成为一个改

变集体记忆结果的重要变量”，那么信息一致和信息不一致分别会对集体记忆产生怎样的影

响呢？这段只阐述了信息一致的既往证据，却未提信息不一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不能

从以往研究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或是矛盾的地方那增设这项研究意义就不大了，更不能说是

“填补集体记忆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同样，“假设 2 对话信息一致(较之对话信息不一致)

会使人们的集体记忆结果更好”这样的表述也不符合心理学实证论文的假设表述。“1.3 个体

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联系”这部分也应是一个前置性的研究介绍，而不是一个需要单独讨论的

问题，将其作为一个标题部分论述与 1.1 和 1.2 并列，也容易让读者误解放在这里的意义，

建议放在前置性研究介绍中或是实验前说明本研究为什么要从个人记忆来考察集体记忆。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文中提及了“非典型的信息（不一致信息）和

那些与已建立的脚本或模式相一致的信息相比更容易被记住 (Berthold, Steffens, & 

Mummendey, 2019)”，即既往研究认为不一致的信息在短时记忆中因其新异性容易被记住，

但是，我们也提及了“非典型信息的最初记忆优势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因为长期记

忆被认为越来越依赖于既定的刻板知识结构”，即既往研究同时也提出信息不一致带来的新

异性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已经在人们脑海中形成的“共识”取代，因此信息一致性对集

体记忆这种长时记忆的影响可能更大。考虑到“填补集体记忆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确实欠

妥，遂将该描述删去。同时引言中 1.3 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在概述部分交代为什么纳入个体和

集体记忆两种指标，为免引起阅读中的疑虑，我们对 1.3 的小标题做了修改。 

 

意见 3：在实验设计方面，从引言部分的三个研究假设来看，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应该是一

个单因素的实验设计，即一个变量分成两个相对的水平（对话与非对话、一致与不一致、内

群体与外群体），但在以下三个实验中又变成了两个因素的设计，那么时间变量为什么会产

生影响呢？如果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放在实验中，则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以及研究假设中都

要对两个变量的影响阐述清楚，否则让读者不知所云。三个 2×2 的实验设计，第二个变量

都是时间上的前测与后测，从实验流程上看，这与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后测的干预实验有

什么差异？从结果来看，也主要出现了前后测结果上的差异，这与前后测的干预操作实验没

有实质性的差异，难以体现出实验设计和方法的创新性与巧妙性。实际不如用单因素等组前

后测的干预实验设计，并且从实验的结果看，这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前后

测干预实验啊。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慎重的考虑了实验设计的这一问题，并做出以下

阐述：（1）将时间作为一个变量来分析是借鉴了已有的实验范式(Coman, Momennejad, Drach, 

& Geana, 2016; Congleton & Rajaram, 2014)，实际上时间变量指的是对话前（pre-conversation）

和对话后（post-conversation），考虑到实验 1 包括非对话组的情况，因此命名为前测和后测，

而非对话前、对话后。（2）具体的实验流程需要有一个对话前被试的记忆基线水平来进行参

考。具体为：第一步：学习同样的材料，第二步：干扰，第三步：测量记忆基线水平(合作

前的记忆)，第四步：对话，第五步：个体回忆(合作后的记忆)。可能仅从实验设计角度出发，

时间（对话前、对话后）不足以作为一个影响因素，但我们出于统计上的理解，认为其仍旧

是一个主效应来源，并不是只有实验设计中控制、处理的东西才能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被呈现

出来，加之记忆研究中时间变量的重要性，综合以上考虑我们没有对实验设计上的描述进行

改变。 

 

意见 4：4.在讨论部分，对实验结果的解释仍缺乏有效的实证证据的支撑，尤其是对实验 1

和实验 2 的解释，如有效的理论解释、以往的实证研究证据。既然在引言部分对以往研究提

出不足，那么本研究对以往研究有哪些支持或验证，有哪些新的补充或发现？建议作者将讨

论部分按引言部分一样，分别列出几个小标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分析解剖，这样作者的

阐述思路也会更清晰，读者也能更明白。总体上，实验结果的阐述较细致，数据表述也较准

确、详细。主要问题在于这个实验研究并没有击中文章的“集体记忆”这个核心概念；在研究

设计上缺乏新突破，其采用的 2×2 实验设计反倒比单因素前后测实验设计更难理解；在讨

论上缺乏逻辑支撑与连贯，与严谨的心理学量化研究论文相差较大。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文章的细致审阅和宝贵意见。我们对最后结果的解释和讨论进行

了补充，添加了更符合心理学量化研究的证据支持，对讨论部分的逻辑进行了再梳理和重新

写作，并接受评审专家的建议分别列出了小标题来理清思路（见最后结果和讨论部分）。 

 



 

审稿人 2意见： 

修改意见：作者针对此前审稿意见进行了较大篇幅的针对性修改，较好地回应了审稿意见中

的疑问，目前的稿件达到录用发表的要求。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肯定！您详细的审阅和意见帮助我们极大的改善了本文的内容规

范性和逻辑框架合理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1意见： 

本文通过 3 个实验，考察了记忆对话及相关细节因素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整体研究推进

具有较好的逻辑性（对话回忆→信息一致性→群体身份），实验设计较规范可行，采用了多

种因变量指标，也得到了一些积极结论。论文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做进一步的完善： 

 

意见 1：关于样本量计算与确定的问题。本文 3 个实验中，分别采用了 42 个（实验 1：个体

记忆 22 vs. 20 人；集体记忆 11 vs. 10 组）、30 个（实验 2：个体记忆 16 vs. 14 人；集体记忆

8 vs. 7 组）和 30 个（实验 3：个体记忆 15 vs. 15 人；集体记忆 6 vs. 9 组）样本。（1）与审

稿专家 3 一样，本人没能在作者计算样本量时所参考的 Congleton & Rajaram (2014)一文中找

到 f = 0.503 的直接指标，但通过 word 的检索功能以“503”为检索词检索到“effect size (partial 

η2) = .503”，如果这就是作者所说的“相关研究中报告的效应量”，那么需要进一步将此指标

转换成 G*Power 所需要输入的 f 值（G*Power 提供了这一转换功能）。此外，G*Power 先验

分析所给出的仅是最低样本量的一个参考值，研究者还需要根据基本的统计检验要求，并在

参照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具体应采用多大的样本量为宜。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在实验 1 中根据既往研究的 partial η
2
 = 

0.503，我们在 G*power 转换得到 f =1.006，考虑到前人研究采用的实验设计与本文实验设

计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最后我们设置 f = 0.4 作为先验效应量，检验需要样本量达到 16 人。

实验 2 根据实验 1 在集体记忆任务上的效应量（partial η2 = 0.170, 用 G*Power 转换得到 f = 

0.453），用 G*Power 3.1 在统计检验力 1 – β = 0.95, α = 0.05 的前提下对实验计划样本量进行

估算，检验需要样本量为 12 人。实验 3 根据实验 2 在集体记忆任务上的效应量（partial η
2
 = 

0.248, 用 G*Power 转换得到 f = 0.574），用 G*Power 3.1 在统计检验力 1 – β = 0.95, α = 0.05

的前提下对实验计划样本量进行估算，检验需要样本量为 10 人。我们在文中对这部分描述

都分别做了修改。 

（2）研究采用的实验材料（实验 1：6 个；实验 2-3：4 个）是怎么在被试间分配的？是每

个被试都要对所有实验材料进行记忆并测量后取平均值，还是每名被试只需应对单个实验材

料？若每名（小组）被试仅需要记忆单个实验材料并进行因变量测量，那么材料间的一致性

如何保证？几个材料在最终的因变量指标上是否存在差异？实验 3 中内群体组仅 6 个样本

（即 6 个小组）便接受 4 种实验材料的处理？这便更需要确保实验材料间的一致性，否则难

以排除材料差异的混淆。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指出这一问题。我们在实验中采取的是每名被试只对单个实验材料进行

因变量的测量。由于在前期预实验的过程中发现长文本记忆负担较重，因此每个被试在记忆

编码阶段只会在几个事件中随机学习其中一个，顺序进行了平衡处理，每个被试只进行一轮

的学习——干扰——对话前回忆——对话（单独）——对话后回忆流程。针对实验材料一致

性问题在最初的实验材料评定过程中进行了评定，由材料测评人员 21 人(平均年龄 20.48 岁，

男生 15 人)对事件的熟悉程度进行 5 分制打分，最终选取熟悉程度在平均值(M = 4.34)正负



一个标准差(SD = 0.36)之间的 6 个事件，并编制字数为 219~229 字之间的事件叙述内容文本

作为最终实验材料，也因此默认材料之间具有一致性。 

（3）本研究自变量单组样本量全部低于 25，而且存在多处“边缘显著”，再加上 3 个实验的

核心自变量完全不同，故无法提供稳健性检验，这便使得可重复性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尤其

是集体记忆的每个自变量水平仅 6-9 个样本（实验 2、3），此时采用方差分析是否可靠？方

差齐性检验和正态分布检验结果如何？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指出了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和正态分布检验，结果见下

表。我们也发现数据通过了方差齐性检验（表 1），但实验 3 的正态性检验结果不是很好（表

2），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更换了适用于小样本、非正态数据的置换检验，并且将置换

检验得到的结果与原始结果放在一起进行了比对（表 3），方便评审专家进行查验。工具采

用 Wheeler 和 Torchiano（2016）编写的，基于 R 平台的 lmPerm 包（包版本 2.1.0）对数据

进行置换检验，R 版本为 3.6.3。对应的参考文献： 

Bob Wheeler and Marco Torchiano (2016). lmPerm: Permutation Tests for Linear Models. R 

package version 2.1.0. https://CRAN.R-project.org/package=lmPerm 

吕小康, & 付英涛. (2019). 实验数据的随机化检验及 r 语言实现. 心理技术与应用, 7(05), 

266–275. 

 

表 1 方差齐性检验（Levene 检验） 

实验 因变量 p 

实验 1 
共同记住 RR 0.582672 

共同忘记 FF 0.536816 

实验 2 
共同记住 RR 0.210987 

共同忘记 FF 0.366746 

实验 3 
共同记住 RR 0.291296 

共同忘记 FF 0.439998 

 

表 2 正态性检验（Shapiro-Wilk 检验） 

因变量 处理组 前后测 Pre- Post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共同记住

RR 

对照组 
前测 Pre 0.193 0.082 0.415 

后测 Post 0.746 0.269 0.167 

实验组 
前测 Pre 0.436 0.133 0.006 

后测 Post 0.015 0.457 0.031 

共同忘记

FF 

对照组 
前测 Pre 0.443 0.168 0.166 

后测 Post 0.025 0.346 0.069 

实验组 
前测 Pre 0.370 0.086 0.025 

后测 Post 0.317 0.948 0.000 

 

https://cran.r-project.org/package=lmPerm


表 3 置换 F 检验的结果对比 

实验 因变量 变异来源 处理自由度 误差自由度 p ANOVA p 

实验 1 

共同记住 

处理组 1 19 0.091 0.129 

前后测 1 19 0.047 0.007 

处理组*前后测 1 19 0.029 0.114 

共同忘记 

处理组 1 19 0.622 0.651 

前后测 1 19 0.273 0.136 

处理组*前后测 1 19 0.035 0.063 

实验 2 

共同记住 

处理组 1 13 0.259 0.341 

前后测 1 13 0.002 0.006 

处理组*前后测 1 13 0.046 0.059 

共同忘记 

处理组 1 13 0.765 0.563 

前后测 1 13 0.037 0.001 

处理组*前后测 1 13 0.563 0.600 

实验 3 

共同记住 

处理组 1 13 0.307 1.000 

前后测 1 13 0.005 0.001 

处理组*前后测 1 13 0.039 0.037 

共同忘记 

处理组 1 13 0.660 0.771 

前后测 1 13 0.037 0.010 

处理组*前后测 1 13 0.745 0.269 

 

意见 2：关于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的问题。前-后测在本研究中并不足以作为一个自变量进

行呈现。（1）如作者回应所言，前测只是作为记忆基线水平的测量。这一测量是为了在后续

统计分析中排除被试固有特征（如记忆力）的组间差异对自变量的混淆，从而将因变量的差

异归因到自变量的操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作用？（2）换个角度来看，前测得分是

独立于自变量的，后测得分才是受自变量操纵影响的因变量，前测得分凭什么也在方差分析

中作为因变量的一部分进行自变量的主效应分析？根据干预类研究的数据处理，本研究的前

测得分应作为协变量进行各实验核心自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赞同并接受您对实验设计提出的

意见，因此不再将前-后测单独作为一种被操纵的自变量，而是把实验设计修改为单因素前-

后测实验设计，这样确实能减少阅读中的疑惑，对核心自变量的讨论也更明确。 

 

意见 3：其他细节问题。（1）请作者校对实验 1 简单效应分析中的自由度标注是否准确。（2）

“3.2.1 自由回忆结果”中说“该结果从个体记忆差异上体现出信息一致与不一致都会使得个体

层面的记忆水平更高”，这一表述画蛇添足，也没能突出交互作用。（3）文中多处结果汇报

中出现的“主效应极显著”如何体现？p < .001 就是极显著？（4）图 8 和图 9 的“内外群体”

和“前测后测”的位置建议互相调换。（5）引言和讨论部分的文字表达逻辑性和学术规范性还

需要进一步推敲，如在提出假设 2 的论证一段中，至少第一句就应该有重要参考文献，这一

段中“虽然……但是……”的逻辑推进也没什么意义。（6）根据《心理学报》的文章结构，结

论应在文章正文最后一部分呈现，而不是混杂到讨论中。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针对问题（1）我们已经对实验 1 的自由度标注进行

了校对；针对问题（2），我们将不必要的描述进行了删减，并对引言部分不恰当的地方进行

了进一步修改；针对问题（3），我们对文中主效应“极显著”的不恰当描述进行了修正；针对

问题（4）中提到的图片 8、9 的“内外群体”和“前测后测”位置进行了调换，以便于更好的展



示结果；（5）对引言和讨论部分的文字表达规范性进行了进一步打磨，对假设 2 的提出部分

进行了再修改，详细见文章中标记蓝色的部分（p21 页）；（6）我们按照学报的文章结构对

讨论部分进行了划分，将结论单独放在论文最后的部分（见 p31 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审稿人 1意见： 

作者对相关意见进行了详细的修改与回应，但仍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意见 1：本研究中采取的 6 个实验材料：英国脱欧、苏联解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上海世

博会、青海玉树地震、澳大利亚森林大火，虽然在实验前根据熟悉度、字数进行一致性评定，

但仍无法“默认”实验材料的一致性。似宜在每一轮实验中，评定该轮实验参与者在材料熟悉

性等是否具有差异性/同质性，提高该实验的可重复性。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实际上我们在每个实验流程的最后让参与

者对材料内容的熟悉度、重要性、情绪感受（积极、消极程度）进行了 5 级评分。遵循您的

建议，在这里补充对于每个实验中实验参与者材料评定的结果。结果发现：在实验 1 中，对

应的 t 值、p 值、95%置信区间分别为：针对材料的熟悉性(t(40) = 0.953, p = 0.347, [−0.209, 

0.582])、情绪(t(40) = −0.553, p = 0.583, [−0.846, 0.482])、重要性(t(40) = −1.313, p = 0.197, 

[−0.750, 0.159])，显示参与者之间差异均不显著；在实验2中，熟悉性(t(28) = −0.951, p = 0.350, 

[−1.070, 0.391])、情绪(t(28) = 0.657, p = 0.516, [−0.416, 0.809])、重要性(t(28) = −1.357, p = 

0.186, [−1.412, 0.287])差异均不显著。在实验 3 中，针对材料的熟悉性(t(28) = 0.370, p = 0.714, 

[−0.606, 0.872])、情绪(t(28) = −1.134, p = 0.266, [−0.935, 0.269])、重要性(t(28) = 0.789, p = 

0.437, [−0.531, 1.199])差异均不显著。我们也将该结果添加在了每个实验材料说明的部分（详

见每一个实验材料部分）。 

 

意见 2：关于本研究自变量单组样本量全部低于 25 的问题，研究者在实验 3 更换了适用于

小样本、非正态数据的置换检验，其结果与原参数检验的结果稍有差异，如实验 1 中的边缘

显著变为了显著(p = 0.029)，作者可考虑在正文中以何种处理方式与结果为主进行展示与陈

述，避免歧义。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出于以下考虑，我们决定在正文中仍旧以

原有的传统结果处理方式进行通篇结果的报告：首先，3 个实验都通过了方差齐性检验，且

实验 1 和实验 2 均通过了正态性检验，而通篇采用相同的处理方式更为流畅，因此对实验 3

的检验方式也与实验 1、2 保持一致；其次，采用原有的传统方法检验，其结果更为保守，

置换新的检验方法只是提高了结果的精确性，我们在本研究中慎重考虑，最后选择了报告比

较保守的结果，同时置换检验的结果也放在该部分方便读者在需要时进行查验。 

 

意见 3：在实验结果部分，建议作者考虑是否汇报实验处理的主效应。若交互作用显著，就

说明实验处理是有效的，此时的主效应似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使结果看起来较乱。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听取评审专家的意见，为了使结果看起来更清晰

明了，对交互作用显著的实验结果部分都删除了关于主效应的结果的汇报（详见每个实验结

果的部分）。 

 

意见 4：实验设计仅一句话，可以被试研究方法部分的“样本”陈述综合陈述，无需另起一节。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实验设计陈述部分做了修改，将其与研究方法



样本介绍部分进行了综合陈述（详见实验 1、2 中实验方法的“被试”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轮 

 

审稿人 1意见： 

作者针对先前的修改意见已做了较好的修改与回复，另有一些格式细节请作者再进行仔

细核对： 

 

意见 1：1.前言部分 1.2 的第 2 段、3 段是否可以考虑合并？让整个引言部分看起来更加规整

有序；2.P22 页参考文献标点符号进行更正；3.P25 页实验流程图中的字体格式应与正文保

持一致，如中文皆宋体，英文皆罗马字体；4.图表的标题格式（字号大小、字体）也需保持

一致，并需按照学报的要求进行统一；5.注意核对文章中的错别字，如 P21 倒数第四行：趋

近与（于）；6.表 1 的表格按照要求是否需要用三线表，请作者核查；表中的字体、字号等

保持一致；7.表 2 与表 3 的行间距有所差别，保持一致最佳；8.图 5 & 6 横轴宜与图 3 & 4

相统一。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我们根据建议对文章进行了格式细节上的

核对：1.根据建议已对前言 1.2 部分 2、3 段进行合并；2.对全文的参考文献和符号进行了核

对和修改；3.对所有实验流程图的字体与格式进行了修改，使其与正文保持一致；4.对全文

所有图标的字体格式按照学报《投稿指南》进行了修改并统一；5.对全文的错别字进行了查

找和修改；6.将表 1 修改为三线表，表中字体与符号也进行了核对；7.将表 2、3 的行间距修

改为一致；8.听取专家的建议，将图 5 & 6 的横轴与图 3 & 4 的横轴相统一。 

 

意见 2：9.讨论部分可再予以扩充，增加证据与论述，尤其是该研究是否扩充了以往的理论，

或是否构建新的理论，或是否与以往理论有相左的观点？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我们在最后的讨论部分添加了关于“是否

扩充了以往理论”、“是否与以往理论相左”等论述，具体见文章讨论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轮 

 

审稿人 1 意见：记忆具有社会属性，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记忆，并非群体成员个

体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他们基于共同的文化工具所建构的关于群体过去的共同记忆，因此

它不是关于过去的客观重现，而是基于当下对过去的重构。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探讨记忆

对话及身份标识对集体记忆的影响，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修改多次，相比

之前稿件，质量有了较大提升。通读全文后，尚有如下问题供作者参考。 

 

意见 1：一、摘要部分存在的问题 1.在介绍研究背景时，文中表述如下：“以往集体记忆研

究侧重于理解集体记忆机制而忽视身份变量”，本文的研究主题是“记忆对话及身份标识对集

体记忆的影响”，这里只谈了身份变量，忽视了本文的重要题眼“记忆对话”，建议补充完整。

2.摘要中对结果、结论的表述易产生歧义。以结论的表述为例，“这表明，对话主要是通过

影响集体记忆中共同忘记部分、而对话中的信息一致性和群体身份标识主要通过影响人们集

体记忆中共同记住部分来影响集体记忆。”整体而言，“对话中的信息一致性和群体身份标识”

均包含在“对话”主题下，对话到底影响“共同忘记”还是“共同记住”，读者易产生困惑。3.关



键词中，“记忆对话”宜置于“群体身份”之前，因为“记忆对话”贯穿全文三个实验，“群体身

份”只在实验 3 中涉及。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1.我们将摘要中相关的描述进行了补充（具

体改为“以往集体记忆研究侧重于理解集体记忆机制而忽视了记忆对话过程及身份变量的作

用”）。2.针对摘要中的结果、结论表述确实存在表述不明确的问题，忽略了整体和部分的重

叠给读者造成的困扰。我们根据建议进行了一些修改（具体改为：结果显示：(1)对话作为

单独变量可使集体记忆共同忘记的部分显著减少；(2)在对话基础上，一致性信息可使集体

记忆共同记住的部分显著增加；(3)在对话基础上，当不一致信息来自外群体成员时可使人

们集体记忆共同记住的部分显著增加，不一致信息来自内群体成员则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这

表明，对话作为单独变量主要是通过影响集体记忆中共同忘记部分、而对话过程中的信息一

致性和群体身份标识则主要通过影响人们集体记忆中共同记住部分来影响集体记忆。）。3.

我们依据建议将关键词中的记忆对话置于群体身份之前。 

 

意见 2：二、引言部分存在的问题 1.整体而言，引言部分文献综述仍显薄弱，内在逻辑和段

落安排宜再斟酌。如，引言部分第一段宜直接点题谈“对话”和“身份”；p.2 第二段最后一句“这

些研究更关注集体记忆的认知结构和机制，忽略了集体记忆概念包含的‘社会’属性”，这里

的“社会属性”指代是什么？宜稍展开论述；p.2 第三段“因此，当集体记忆被转化为没有主体

的静态表征时，集体记忆就成为了一个活跃的过程……”，表述不清晰，“当……时”易被读

者看作是结果而非过程；p.2 第四段“信息一致性也会影响人们在记忆任务上的表现”，该段

落主题的出现非常突兀，没有任何的过渡；p.3 第三段“与此同时，在集体记忆研究中是否应

该关涉集体和个体两种层面的记忆指标？”若要谈“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建议在引出的

时候也要有适当的过渡，且这一段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关于单薄，因为二者“在根本上是相互

作用的”（Barnier & Sutton, 2008），建议更加深入探讨；等等。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我们对引言第一段稍作修改，点题“对话”

和身份的作用再逐步展开。具体如下：“差别化的个人记忆在社会交往与对话互动中相互融

合，通过这种融合逐步形成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进而建立起群体身份(Brown, et al., 

2012)。对话互动和群体身份是集体记忆研究中一直以来受到关注的变量。首先，在心理学

研究领域之外，更关注群体身份的作用。例如，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指出“尽

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

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哈布瓦赫, 2002. p.40)，基于此，后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倾向于

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Nicolas, 2006)，强调集体记

忆的社会属性。其次，在实验心理学研究中更强调与他人互动、对话对集体记忆形成的作用。

例如，集体记忆经常被操作化定义为小组成员在合作后的个人记忆中所记得或忘记的重叠项

目的数量(Cue et al., 2006; Stone et al., 2010; Congleton & Rajaram, 2014)。至此，集体记忆心

理学研究逐渐与身份变量无关，而侧重于理解集体记忆发展的机制，不免忽略了最初群体身

份对集体记忆的重要性。” 

我们对引言第二段“社会属性”部分也稍作补充，见第二段红色字部分；对第三段表述不清

晰的地方也进行了修改，见第三段红色字部分；对过渡显突兀的地方进行了修改；根据建议

我们对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进行了补充。详见引言最后红色字体部分。 

 

意见 3：2.假设的提出理论阐释不够，且假设的表述过于笼统。如，“假设 1：进行记忆对话

会使人们的集体记忆水平高于非对话情境”（p. 2 第三段），这里的问题至少有三：其一，已

有研究已经证实，对话有助于提升集体记忆(Coman & Hirst, 2012; Coman & Hirst, 2015; Cuc 

et al., 2006)，按照作者现在假设 1 的表述，体现不出与以往研究的不同；其二，作者提及“实



验 1 从记忆对话的过程入手”（p. 2 第三段），如果作者能做到真正关注过程，也称得上是研

究的亮点，但实际上后面对实验 1 的分析仍然是“结果层面”的分析，不涉及“过程”；其三，

所谓“真实的记忆对话情景”（p. 2 第三段），存在夸大的成分，事实上被试进行的是模拟线

上交流，且有研究者助手充当的被试在内，已有被试怀疑交流的真实性，所以，研究设计距

离真正的“真实的记忆对话情景”尚远，需要考虑研究的生态效度。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针对假设 1 的表达准确性我们进行了修改。

1.已有研究虽然探讨了对话对集体记忆的作用，但大都采用单独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模式（例

如 Coman & Hirst, 2012; Coman & Hirst, 2015），本研究采用的是每个人都是说话者和听话者

的模式，更接近于互动；以往研究的对话总是在熟人之间进行（例如，家人之间；Cuc et al., 

2006）；另外，为了体现出与以往研究的不同我们也补充了相应的论述，具体如下：“Cuc 等

(2006)曾在实验中将 4 人组成 1 组回忆刚读过的故事，发现对话可以将不同版本的过去融合

成更统一的记忆。但 Cuc 也指出，对话对集体记忆的影响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非共

享的对话前回忆出现在对话中；(2)这些非共享的对话前回忆“污染”了其他群体成员的对话

后回忆。以往关于记忆对话的作用研究大都采用单独的说者和听者模式（例如，Coman & 

Hirst, 2012; Coman & Hirst, 2015），或记忆对话总是在熟人之间进行（例如，家人之间；Cuc 

et al., 2006）。因此，实验 1 将人们置于线上模拟记忆对话情景（每个人都是说者与听者，且

彼此陌生），并以单独组为对照（即记忆内容不受对话“污染”组），初步探讨对话对集体记忆

产生的作用。据此提出假设 1：相比于非对话情境，对话组的集体记忆内容将保留更多。” 

2.我们确实没能达到在结果上体现出对于过程的关注，这是出于我们想表达“对话过程”这个

整体作为一种互动过程，可能与评审专家所说的记忆过程有所出入。评审专家提出的这一意

见非常具有启发性，我们在后续研究中会继续改进这一问题，也将这一问题补充在讨论的研

究不足与展望中。3.我们根据建议将“真实的记忆对话”修改为“线上模拟记忆对话情境”，这

样的描述可能更为准确。 

 

意见 4：假设 2 的提出亦存在类似问题，文中提及“假设 2：对话信息一致会使人们的集体记

忆水平高于对话信息不一致的情况”（p. 2 第四段），这一假设的提出相当武断，因为作者在

本段综述“信息一致性也会影响人们在记忆任务上的表现”时明确提及已有研究存在两种截

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信息一致性有助于记忆”，另一种是“不一致信息有助于记忆”。作者

没有对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有效的比较和分析，直接引出假设 2，未免显得唐突。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我们对假设 2 的引出进行了进一步修改。

具体如下：“集体记忆在认知层面更像是一种动态的共享信息系统，这个系统从根本上有赖

于对信息的沟通于交流。那么在记忆对话过程中，信息内容本身的特征就十分重要。Moores

等(2003)研究发现，信息内容一致性有助于人们记忆过程中的注意捕获；其他记忆研究发现

信息编码与文化中主导的阅读方向信息相一致，也会影响人们与环境信息的日常互动和记忆

(McCrink & Shaki, 2016)。这类研究提示信息一致性会影响人们在记忆任务上的表现。类似

于现实生活中人们讨论关于某事件的相似记忆，对话交流也常伴随不断被重复的信息，这种

重复意味着一致性信息被多次强化，也更可能让人们倾向于认为不断被重复的一致性信息是

更真实的，进而又巩固了这类记忆。集体记忆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概括、抽象化、符号

化。然而，有研究指出不一致信息的非典型特征与已建立的脚本或模式相一致的信息相比，

更容易被记住(Berthold et al., 2019)。但是，长时记忆研究也发现，其记忆保留更依赖于既定

的刻板知识结构(Schmidt & Sherman, 1984)，因此不一致信息最初的记忆优势可能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消失。考虑到集体记忆常与人们既有的文化图式、叙事模板相关联，记忆优势则更

有可能依赖于与已建立的“脚本”相一致的信息，据此认为信息一致性对其的作用可能是更为

显著的。综上，实验 2 将在实验 1 基础上探讨在对话的基础上，一致性信息能否成为一个影



响集体记忆结果的重要变量。据此提出假设 2：相比于不一致信息组，对话中的一致性信息

会使集体记忆得到更多保留。” 

 

意见 5：3.“表 1 集体记忆各类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是放在此处合适，还是放在附录或其它

位置合适，建议再斟酌。另，p.1 引言第一段文中引用的文献顺序有误(Cue et al., 2006; 

Congleton & Rajaram, 2014; Stone et al., 2010)，p.2 第二段第六行亦存在同样问题(Rajaram & 

Pereira-Pasarin, 2010; Rajaram, 2011)，建议通读全文，一并修改。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经过讨论，我们还是认为将计算公式放在

此处更为合适，因为可以较为直观的看到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转换过程。而这一段也是用

于论述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后续的实验也用到了这几个指标，放在

此处更利于阅读者去查看定义。我们也对文中引文的顺序有错误的地方进行了改正。 

 

意见 6：三、实验 1 中存在的问题 1.实验 1 的研究设计问题。实验 1 采用单因素(激活方式：

对话回忆 VS 单独回忆)前后测实验设计（p. 4 “2.1.1 被试”部分）。这里存在的问题有二：一

方面，如果实验 1 使用对话回忆和单独回忆仅是为了验证“进行记忆对话会使人们的集体记

忆水平高于非对话情境”，那该实验的意义不大，因为该结论前人已有验证，即便是换了新

材料意义也不是很大；另一方面，即便使用该实验设计，对话回忆组和单独回忆组在步骤 4

的设计上存在问题（图 2 实验 1 总流程图），对话回忆组在步骤 4 每一名真被试有 4 次机会

复习学习材料（1 次自己复述+3 次他人复述），单独回忆组在步骤 4 没有任何机会复习学习

材料。按照之前假设，如果结果有差异，则主要体现在步骤 4 上。而实际上，如果有差异，

此差异到底是因为“对话”（特指互动对话，非说话者-倾听者式对话）产生，还是因为 4 次

复习学习材料机会产生？这里便无法区分。若要进行区分，可尝试给单独回忆组 4 次复习学

习材料机会，被试只需要单独看呈现给他的材料 4 次（内容应与对话回忆组 4 人复述的内容

相同）；或按照社会共享提取诱发遗忘范式，设计说话者-倾听者。如按照如上设计，结果有

差异，方可以推论是因为“互动对话”这一形式产生的差异。这也可以与经典研究范式社会共

享提取诱发遗忘范式的结果作对比，真正体现对话的互动性这一集体记忆的社会属性。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针对评审专家提出的实验 1 研究设计的必

要性问题：1.首先考虑到实验 2、3 都是要建立在对话对集体记忆有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

认为有必要验证对话的作用。其次，即使已有研究已有类似结论，但前人研究的对话大都是

单独的一人说话一人作为听众的模式，而本研究采用的是每个被试都可以作为说话者和听众

的对话模式，因此我们认为实验 1 是有必要的。这一部分原因我们也在回答假设 1 存在的问

题时进行了回答。2.针对实验流程的步骤 4，对话回忆组并非简单的 3 次他人复述。步骤 1、

2、3 对话组和回忆组都是一致的，只是步骤 4 对话组参与对话，这个对话过程不是对内容

的 1 次自己复述，3 次他人复述这一流程，是轮到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想起来什么说什么，

轮到第二个人的时候可以补充也可以重复，实验助手所说的内容也是简单的对话句子，是有

框架的（尽量模拟人们的闲谈模式）。并且单独组也很难做到呈现 4 次材料与对话组复述内

容相同，因为实验中有两个是真实被试，另一个被试会说什么内容并不能控制。再者，集体

记忆的形成过程中也存在本研究这样的单独模式和对话模式：有一部分记忆内容是不被人们

讨论和言说的，也有一部分记忆内容是经常在人们的日常讨论中出现的。本研究实际上就是

想模拟这样两种记忆模式（单独和对话）的差异。 

 

意见 7：2.实验 1 的研究结果问题。根据“2.2.2 集体记忆结果”得知，对话组和单独组条件下

的记忆收敛、共同记住、共同忘记成绩等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事实上已经无法验证假设 1。

尽管后面通过分析发现，“只有在对话组条件下，被试后测的共同忘记项目数显著低于前测”



（2.2.2 集体记忆结果），但该结果是因为“互动对话”产生，还是因为复述 4 次产生，在本实

验里无法分离这两个变量，故“对话”在这里的影响作用无法直接推出。而依据此，作者在讨

论部分直接使用“5.1 记忆对话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的标题来呈现结论，显然存在过

度推论的问题，结果并不可靠。3.实验 2 和实验 3 中存在的问题 实验 2 和实验 3 的问题与

实验 1 相类似，按照作者的研究逻辑，实验 2 和实验 3 是在实验 1 的基础上层层递进的，实

际上实验 2 和实验 3 均未做出之前假设的结果。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针对实验 1 的结果问题，我们在第三轮审

稿意见中进行了回复，由于我们的样本量较小，因此存在边缘显著的问题。在第四轮审稿意

见中我们也认为考虑到采用原有的传统方法检验，其结果更为保守，置换新的检验方法只是

提高了结果的精确性，因此最后选择了报告比较保守的结果（见表 1）。另外，实验 1 中检

验了对话作为单独变量对集体记忆的作用，也发现了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使其共同忘记的部分

显著减少。实验 2 在对话基础上，发现了一致性信息可使集体记忆共同记住的部分显著增加

（由于集体记忆指标包括共同记住和共同忘记，因此部分验证假设 2）；实验 3 发现在对话

基础上，当不一致信息来自外群体成员时可使人们集体记忆共同记住的部分显著增加，不一

致信息来自内群体成员则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只有实验 3 未验证假设，在讨论中也做出了可

能性解释）。 

表 1 置换 F 检验的结果对比 

实验 因变量 变异来源 处理自由度 误差自由度 p ANOVA p 

实验 1 

共同记

住 

处理组 1 19 0.091 0.129 

前后测 1 19 0.047 0.007 

处理组*前后测 1 19 0.029 0.114 

共同忘

记 

处理组 1 19 0.622 0.651 

前后测 1 19 0.273 0.136 

处理组*前后测 1 19 0.035 0.063 

 

意见 8：四、讨论部分存在的问题 讨论部分 5.1、5.2 和 5.3 标题同样存在过度推论的问题，

前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述。在“5.4 研究不足及展望”部分，建议作者可考虑如下问题：

如何在未来的研究中真正体现集体记忆的对话过程？如何体现集体记忆是基于当下对过去

的重构而非单纯的重现？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如何在研究中进行分离和整合？等等。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针对讨论部分的标题我们做了一些修改来

改善可能过度推论的问题（详见讨论部分标题）。在研究不足部分我们也补充讨论了未来研

究应该着重关注如何体现集体记忆的对话过程，这也是集体记忆的心理学研究非常具有挑战

性的部分。关于集体记忆如何体现记忆的重构以及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也一并做

了相关补充（详见讨论红色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轮 

审稿人 1意见： 

经过多轮修改，作者对相关意见进行了详细的修改与回应，文章质量有了质的提升，但

仍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意见 1：有关“记忆对话”的界定和操作。文中提及，社会互动主义将集体记忆视为一种互

动行为，基于互动主义的“记忆对话”至少应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对话中的个体既是倾听者

又是讲述者；二是对话是交互式，双向或多向互动，有来有往，不是单线传递给下一人。本



研究做到了其一，未做到其二，故该“记忆对话”仍然体现不出真正的双向互动。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感谢审稿专家指出这一问题，我们在实验

过程中确实为了控制诸多因素未能体现出真正的双向互动，只能默认既是倾听者又是讲述者

即达到记忆对话的标准。在设计聊天室的过程中确实能够实现双向或多向互动，但落在实验

设计时又不得不舍弃了完全的双向互动。再者，考虑到在集体记忆形成的过程中，这种既是

倾听者又是讲述者的单线传递模式也是其中一条途径，因此选择了有顺序的让参与者进行交

流。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一问题对我们很有启发，未来研究确实可以再进一步实现四个人之间

分别两两都有相互交流的双向甚至多向模式，这确实也是记忆研究值得去深入的点。为此，

我们在最后的讨论中也增加了对该部分不足的阐述。 

 

意见 2：有关实验 1。实验 1 将自变量“激活方式”分为“对话回忆”和“单独回忆”两个水平。

“2.1.3 实验程序”的“步骤 4”，“对话回忆”组的被试成组进行记忆对话，而“单独回忆”组的被

试成组休息（不进行任何活动）。此处，“单独回忆”组的被试应在此步骤“两两随机组成名义

小组，并在相同时间内自行回忆”更为合理。如此，若结果有差异，可以推测是由“对话”所

致。另外，“图 2 实验 1 总流程图（颜色深浅代表对话顺序）”图题表述含糊，深浅是如何代

表顺序的？读者并不清楚对话始于哪种颜色，终于哪种颜色。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我们认为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将步骤 4

的描述进行修改的确更为合理。在步骤 4 描述“单独回忆”组在该阶段不进行任何活动只是为

了说明参与者没有跟其他人进行交流，也没有干扰任务等，反而忽略了记忆对话的对照组应

当描述为“自行回忆”更为合理，因此我们对此描述进行了修改。另外，我们也根据建议对实

验 1 的总流程图的图题进行了修改和优化，以数字作为对话顺序，方便读者阅读。 

 

意见 3：有关结果的表述。以实验 1 为例，行文最后部分“该结果部分证实了假设 1：进行对

话回忆会使人们的集体记忆水平高于非对话情境，但只是在共同忘记这一指标上发现该结果

（共同忘记项目数减少）”，建议直接表述为“对话作为单独变量可使集体记忆共同忘记的部

分显著减少”，因为“进行对话回忆会使人们的集体记忆水平高于非对话情境”的表述方式仍

有误导读者之嫌。实验 2 也是如此。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我们已将每个实验最后结果的表述进行了

修正，详见红色字体部分。 

 

意见 4：有关细节、格式等问题。文中存在多处细节、格式方面的问题，建议通读全文，一

一修订。如，文中引(Brown, et al., 2012) (McCrink & Shaki 2016) (Cuc, et al., 2006; Cue et al., 

2007; Barnier & Sutton, 2008; Brown et al., 2009; Stone et al., 2010) 等均存在不符合 APA（第

七版）规范的地方；文中提及“对线上对话互动的网络结构进行了操作，如图 3.1 所示”，但

文内并未找到该图；“本研究认为探讨记忆对话这一社会互过程如……”存在漏字现象；参考

文献部分第三条 Barber 的那一篇标题不规范；等等。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建议。我们根据 APA（第七版）规范对全文格

式进行了校对和修改，详见文中红色字体部分。 

 

编委复审：该文经过多轮评审和修改，基本达到学报发表要求，建议发表。 

 

主编终审：本论文通过三个具有递进关系的实验，系统考察了记忆激活方式、信息一致性、

身份标识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本论文的选题具有一定新颖性，研究框架清晰，研究范式选择

恰当，数据处理过程科学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