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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性对汉语隐喻义与本义加工机制的影响*
郭晶晶 **

赵婧超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陕西省行为与认知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西安，710062）
摘 要 采用句子违反范式考察汉语隐喻义与本义加工机制的差异及隐喻熟悉性的调节作用。要求被试阅读不同熟悉性的隐喻和本
义句子并判断句子正确性，记录其行为与脑电反应。结果显示，熟悉句子隐喻义的加工显著快于本义的加工，而新奇句子则本义
的加工更快；脑电水平上，对于熟悉句子，隐喻义违反比本义违反诱发增强的 N400 和降低的 P600 效应，而对于新奇句子，隐喻
义和本义违反诱发出基本类似的 ERP 反应。这些结果表明隐喻义和本义加工存在差异，熟悉性显著影响隐喻义的加工，这种影响
在较早语义分析和较晚的语义整合阶段均有体现。
关键词 隐喻义 本义 ERP 熟悉性

１

问题提出

工的，人们可以在恰当的语境中不需要先分析语句

隐喻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同

的组成结构，就能够理解讲话者所要表述的句子意

时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思维方法 (Lakoff & Johnson,

义，此即为平行假设。吴念阳、陈俊卿、居银、白

1980) 。那么隐喻义究竟是如何被加工的？人们对于

洁和马子凤 (2012) 也发现被试加工隐喻句和本义句

隐喻义的加工是基于句子本义的通达还是可以独立

的行为反应和 ERP 效应类似，故认为在加工本义的

于本义的理解而优先进行？哪些变量会影响人们对

同时隐喻义也能被自动获取，而在加工隐喻义时也

隐喻义的加工？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并不一定要先否定本义再加工隐喻意义。

关于隐喻义的加工机制存在着标准模型与直接

与平行假设相似，Giora (2003) 提出的语义显著

通达假设的争议 ( 疏德明 , 刘电芝 , 2009; Olkoniemi,

性优先加工假说 (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GSH) 也

Ranta, & Kaakinen, 2016) 。Searle (1993) 的 标 准 模

认为隐喻义可以直接通达，并且强调不论是本义还

型 (standard pragmatic view) 主张所有的隐喻加工需

是隐喻义，两者加工的顺序是由语义的显著性程度

要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步阅读者需提取句子的本

决定的。当句子的本义明显时首先处理本义，而当

义，第二步结合语境来加工句子本义，如果监测到

隐喻义更显著时则先处理隐喻意义。
钟毅平、
周海波、

句子本义与语境不相符，则进行第三步加工，即进

周路平、陈芸和范伟 (2011) 采用双词范式考察汉语

一步考虑句子的隐喻义。该模型得到一定的数据支

隐喻的加工机制，通过比较高、低熟悉度的隐喻和

持，例如有实验发现读者对讽刺意义句的加工时间

本义材料诱发的脑电成分，发现低显性度条件下隐

显著长于本义加工 (Filik & Moxey, 2010; Kaakinen,

喻比本义材料诱发更负的 N400，而高显性度条件下

Olkoniemi, Kinnari, & Hyönä 2014) 。按照标准模型，

两者无差异。最近一项有关科学语言隐喻加工的研

如果句子字面意义符合语境的话，人们可以忽略

究也获得支持 GSH 的证据 ( 唐雪梅 , 任维 , 胡卫平 ,

其隐喻义，这与一些研究结果不符。Glucksberg，

2016) 。

Gildea 和 Bookin (1982) 发现当被试判断“工作是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更多的研究支持隐

监狱”为错误本义句的反应时会大大延长，研究者

喻加工的直接通达假设，尤其是充分考虑语料特性

认为这是受到句子隐喻义自动激活的影响。据此

的语义显著性优先假设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

Glucksberg 等人认为句子的本义和隐喻义是平行加

注。然而由于在实验范式及任务、语料设置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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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研究结果并不能完美的支持该假设，使得

根据这些句子的主语各编写 50 个熟悉本义和新奇本

人们对隐喻的加工机制尚不清楚。例如，一些研究

义句，然后再编写上述句子相应的错误版本，这样

采用双词范式 ( 唐雪梅等 , 2016; 钟毅平等 , 2011) ，

共形成 400 个句子。要求不参加正式实验的 30 名在

要求被试判断前后呈现的两个词汇之间的隐喻关联

校大学生对句子的可接受性进行评估，选择可接受

性，这种外显的隐喻导向任务使得被试对隐喻信息

程度高于 85% 的正确句子和低于 15% 的错误句子

更敏感，而弱化本义的加工，这样实验结果中出现

作为实验材料，最终筛选出 56 组句子，其中熟悉句

的隐喻加工效应既可能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材料驱

28 组，新奇句 28 组，每组包括 4 个句子，即熟悉、

动效应也可能来自于注意导向偏差引起的自上而

新奇隐喻句或本义句及相应的错误隐喻句或本义句。

下的效应。鉴于此，本研究拟采用对句子加工的信

另外选择 20 名在校大学生对最终入选的句子进行

息分析更为敏感的违反范式及对隐喻义和本义加

熟悉度评定，结果发现熟悉句子熟悉性程度 (5.93

工相对公平的句义正确性判断任务 (Hagoort, Hald,

± 1.94) 和新奇句子的差异显著 (2.97 ± 1.26) ，F (1,

Bastiaansen, & Petersson, 2004; Kutas & Federmeier,

19) = 20.23，p < .01，η 2 = .52。为了避免被试在实

2000, 2003; Kutas & Hillyard, 1980) ，设置可比较的

验中多次看到同一句子主语，我们将实验材料分成

正确和错误隐喻句以及正确和错误本义句，并系统

4 个平行的 list，每个 list 均包含 56 组句子中的一个

控制句子的熟悉度，考察熟悉性对隐喻和本义加工

版本，并且所有实验条件的项目数目一致。4 个 list

进程的调节机制。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和前人研究结

按照拉丁方顺序分配给被试，保证每个 list 分配的

果，我们预期被试对句子隐喻和本义加工受到语义

被试数目相同。

的熟悉性的调节，在行为上，被试对熟悉隐喻的加

２.２.３ 实验设计

工优于熟悉本义加工，对新奇隐喻的加工则会弱于

2 ( 熟悉性：熟悉、新奇 ) × 2 ( 句子类型：隐喻句、

新奇本义加工；在电生理机制上也会表现出相应的

本义句 ) × 2 ( 正确性：正确、错误 ) 三因素被试内

脑电反应。

设计。

２

２.２.４ 实验程序

实验 １ 反应时实验

通过 E-prime 1.1 软件呈现刺激，刺激颜色为白

２.１ 目的

色，背景为黑色。句子按照主、谓、宾句子结构在

研究汉语隐喻义和本义加工是否存在差异，并

显示屏幕中央上依次呈现。在一个 trial 中，首先呈

探讨熟悉性是否会对隐喻义和本义的加工造成影响。

现 500ms“+”注视点，间隔 300ms 开始呈现词汇

２.２ 研究方法

单元，每个词汇单元呈现时间为 500ms，间隔时间

２.２.１ 被试

为 500ms，最后一个词汇出现后，会出现“？”，

随机招募 32 名在校大学生，其中男生 12 名，

提示被试按键判断句子是否有意义，有意义按“J”

年龄 17~26 周岁 ( 平均年龄 21 岁 ) ，均为右利手，

或“F”键，没有意义按 “F”或“J”键，按键与

母语为汉语，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被试反应之间的关系在被试之间进行平衡。Trial 与

２.２.２ 实验材料

trial 之间的时间间隔在 500~1500ms 之间随机。

实验材料为“A 是 B”形式的句子，从居银 (2010)
研究中的选出 50 个熟悉隐喻句和 50 个新奇隐喻句，

２.３ 实验 １ 结果及讨论
对被试反应的正确率和反应时进行分析。反应

表 １ 不同条件下句子判断的反应时 （Ｍ （ＳＤ ） ）

表 ２ 不同条件下句子判断的正确率 （Ｍ （Ｓ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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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目的
在行为实验的基础上，采用 ERP 技术实时在线

除数据约占总数据的 1.7%。被试在各种条件下的反
应时和正确率见表 1 和表 2。

考察隐喻义和本义加工的时间进程，以及熟悉性的

分别对反应时和正确率数据进行三因素 ( 熟悉

调节作用。

性 × 句子类型 × 正确性 )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反

３.２

应时分析显示，熟悉性主效应显著，F (1, 31) = 5.14，

３.２.１ 被试

2

p < .05，η = .14。句子类型与熟悉性交互作用显著，
F (1, 31) = 9.77，p < .01，η 2 = .24；进一步的简单效
应分析发现，对于熟悉句子，隐喻加工的反应时显
著快于本义句，F (1, 31) = 17.10，p < .01。对于新奇
句来说，本义加工的反应时显著快于隐喻句，F (1,
31) = 4.34，p < .05。正确率结果显示，熟悉性主效
应显著，F (1, 31) = 5.25，p < .05，η 2 = .15。句子类
型与熟悉性交互作用显著，F (1, 31) = 8.95，p < .01，
η 2 = .22；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于熟悉句
子来说，隐喻加工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本义句，F (1,
31) = 13.68，p < .01。而对于新奇句本义句和隐喻句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实验 1 结果表明隐喻句和本义句的加工存在差
异，且句子的熟悉性调节着二者之间的差异情况。
然而由于行为学方法的局限，我们只能探察熟悉性
对句子加工整体的影响，而难以考量这种影响发生
在句子加工中的哪些进程，因此，实验 2 中我们将
采用可以实时分析句子加工进程的 ERP 技术，进一
步揭示熟悉性对隐喻义和本义加工的调节机制。

３

研究方法
选取 16 名在校大学生 ( 男生 9 名 ) ，年龄在 18

岁到 25 岁之间，平均年龄 21.5 岁。所有被试母语
均为汉语，身体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
右利手，实验结束后可以获得一定现金报酬。
３.２.２ 实验材料
为了提高脑电信号的信噪比，在实验 1 材料的
基础上相应增加每个条件下的实验材料，使得每个
条件下的项目数达到 50 个句子。新加入材料的编写
方法同实验 1，并通过材料评定控制句子的熟悉及
可接受程度。经 20 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被试评定，
熟悉句子和新奇句子的熟悉度评定值差异显著，F (1,
19) = 18.50，p < .01，η 2 =.49。
３.２.３ 实验设计和实验程序
同实验 1。
３.２.４

ERP 数据采集与脑电记录

３.２.４.１ 脑电记录
采用德国 BrainProduct 系统和 64 导 Ag/AgC1 电
极帽及相配套的 BP 转接设备记录与分析脑电信号。
将参考电极置于左侧乳突，离线分析数据参考电极
为双侧乳突。
垂直眼电记录电极置于右眼上下眼眶，

实验 ２ ＥＲＰ 实验

图１

ＥＲＰ 结果的总平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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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眼电记录电极置于双眼外侧记录。滤波带通

件包对 N400 和 P600 的平均波幅进行 2 ( 熟悉性：

为 .01~30HZ, 采样频率为 500Hz，头皮阻抗至少小

熟悉、新奇 ) × 2 ( 句子类型：隐喻句、本义句 ) ×

于 10 kΩ。

2 ( 正确性：正确句、错误句 ) × 电极点位置的重复

３.２.４.２ ERP 数据处理和分析

测量方差分析，并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在必

对连续记录的数据采用离线式叠加处理，自动

要时对 p 值进行校正。

矫正眼动伪迹，并自动剔除掉在叠加过程中波幅超

３.３ 实验结果及讨论

过 ±75μν 的脑电事件。分析宾语呈现前的 200 到呈

３.３.１ 行为实验结果

现后的 1000ms 的脑电波段，对这一时段进行分段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剔除

和基线矫正，刺激呈现前的 200ms 作为脑电的基线。

反应时超过正负 2.5 个标准差及反应错误的数据。

根据以往研究和 ERP 总平均图的波形特征 ( 见图 1) ，

被试在各个实验条件下按键反应时和正确率见表 3

确定 N400 时窗为刺激呈现后 300~500ms，P600 时

和表 4。

窗为刺激呈现后 600~800ms。使用 SPSS 17.0 统计软

对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 2 ( 熟悉性：熟

表 ３ 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反应时 （Ｍ （ＳＤ ））

表 ４ 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正确率 （Ｍ （ＳＤ ））

悉、新奇 ) × 2 ( 句子类型：隐喻、新奇 ) ×2 ( 正确

C3、C4、FC6、FC4) 四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

性：正确、错误 ) 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反

果显示，
熟悉性、
句子类型和正确性主效应均不显著，

应时分析结果显示，熟悉性主效应显著，F (1, 15) =

而三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 15) = 6.02，p < .05，

2

9.60，p < .01，η = .39。句子类型与熟悉性交互作
用显著，F (1, 15) = 10.51，p < .01，η 2 = .41；进一
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于熟悉句子来说，句子
类型差异显著，F (1, 15) = 17.67，p < .01，熟悉隐喻
加工的反应时显著快于熟悉本义句；但对于新奇句
子来说并没有发现显著的句子类型效应，F (1, 15) <
1。正确率分析结果显示：熟悉性主效应显著，F (1,
15) = 15.88，p < .01，η 2 = .51。句子类型主效应显著，

F (1, 15) = 9.27，p < .01，η 2 = .38。正确性主效应显
著，F (1, 15) = 5.03，p < .05，η 2 = .25。句子类型与
熟悉性交互作用显著，F (1, 15) = 4.63，p < .05，η 2
= .24；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于新奇句子
来说隐喻义加工正确率显著低于本义，F (1, 15) =
23.92，p < .01，而在熟悉句子上，隐喻义和本义加
工的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
３.３.２ 脑电结果
N400 分析：对平均波幅进行 2 ( 熟悉性 ) × 2 ( 句
子 类 型 ) × 2 ( 正 确 性 ) × 6 ( 电 极 点：FZ、CZ、

η 2 = .63。进一步的简单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对于熟
悉隐喻句，错误句 (-2.62 ± .80) 比正确句 (-1.51 ±
.67) 诱发更负的波形偏转，F (1, 15) = 3.34，p < .05，
而对于熟悉本义句，错误句 (-1.73 ± .83) 与正确句
(-1.89 ± .72)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F (1, 15) < 1。对于
新奇隐喻句，错误句 (-.67 ± .89) 与正确句 (-1.88 ±
.96) 之间差异不显著，F (1, 15) = 1.37，p = .25，值
得注意的是，尽管从总平均图上看，新奇本义错误
句（-2.45±0.92）比正确句（-2.01±1.08）引发更为
明显的波形偏转，
但是在统计上二者并未达到显著，
F (1, 15) = 1.92，p = .18，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差异较大，
而我们采集的样本较少引起的。
P600 分析：对该时间窗口平均波幅进行 2 ( 熟
悉性 ) × 2 ( 句子类型 ) × 2 ( 正确性 ) × 6 ( 电极点：
CP2、P4、CP6、CP4、CP3、P2) 四 因 素 重 复 测 量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句子类型主效应显著，F (1,
15) = 7.22，p = .02，η 2 = .33，本义句比隐喻句诱发
更大的波形。熟悉性、句子类型和正确性三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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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 (1, 15) = 3.44，p = .08，η 2

Bambini, Bertini, Schaeken, Stella, & Di Russo, 2016) 。

= .19。进一步的简单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对于熟悉

N400 通常反映情境相关的语义预期和提取困难，本

隐喻句，错误句 (2.00 ± .68) 比正确句 (2.61 ± .58)

研究中只有熟悉隐喻义违反相较于正确句子引发更

引发显著降低的波形，F (1, 15) = 10.48，p < .01，

负的 N400 效应，这一方面反映被试在加工熟悉隐

而对于熟悉本义句，错误句 (3.32 ± .97) 与正确句

喻违反时存在困难，另一方面也表明被试可以较快

(2.48 ± .79)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F (1, 15) = 1.43，p =

意识到熟悉隐喻违反的情况，从而调用认知资源对

.25。对于新奇隐喻句，错误句 (2.28 ± .74) 比正确

其进行加工。P600 成分往往反映被试对句子语义再

句 (2.69 ± .66) 引发较低的波形，F (1, 15) = 5.87，p

分析、整合及反思的加工过程 (Holcomb, 1988; Kotz

= .03，对于新奇本义句，错误句 (3.36 ± 1.09) 和正

& Friederici, 2003) 。本研究结果发现熟悉隐喻违反

确句 (2.76 ± .86)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F (1, 15) < 1。

不仅诱发增强的 N400 效应，也诱发了显著降低的

本实验行为数据的结果与实验 1 基本类似。

P600 效应，这表明被试对隐喻错误句子的进一步整

ERP 分析的结果显示，对于熟悉句子，隐喻义违反

合分析受到阻碍，而对于正常句子或本义句子的深

比正确句子引发了增强的 N400 和降低的 P600 效应，

层次分析可以继续进行。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

而本义违反则没有引发显著的 ERP 效应。对于新奇

P600 效应的减弱是因为隐喻义加工引发晚期的负

句子，本义违反趋向引发增强的 N400 效应，但统

成分，这种负成分与对隐喻义的二次加工有关，它

计上并未达到显著，而隐喻违反比正确版本诱发了

抵消了句子加工整合阶段的 P600 效应 ( 唐雪梅等 ,

降低的 P600 效应。总之，实验结果表明熟悉性不仅

2016; Arzouan et al., 2007; Coulson & van Petten, 2002;

影响了隐喻义和本义的加工效率，并且在电生理上

2007) 。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熟悉性对隐喻义和本

也表现出重要的影响。

义加工的影响不仅出现在较早期的语义分析阶段也

４

总讨论

反映在较晚期的整合阶段中。
在前言中提到，研究者围绕隐喻与本义加工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当句子较为熟悉时，隐喻义加

差异提出标准模型和平行假设 (Glucksberg，Gildea,

工的反应时更快，正确率更高，在脑电水平上，隐

& Bookin, 1982; Searle, 1993) ，这两种理论争论的焦

喻义违反比正确句子诱发增强的 N400 效应和降低

点在于隐喻加工是否比本义加工耗费额外的认知资

的 P600 效应，而本义违反则没有表现出类似的效

源。尽管这些理论获得了一些实验结果支持，但是

应；当句子较为新奇时，本义加工的反应时更快，

他们都没有充分考虑语料本身特性的影响。隐喻义

正确率也较高，在脑电水平上，隐喻义和本义违反

的熟悉性正是一个重要的语料特征。当新奇隐喻随

在 N400 时窗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而在 P600 时窗，

时间变化以及使用频率的增加，由不熟悉的隐喻逐

隐喻违反诱发减小的波形变化。

渐转变为熟悉隐喻，甚至成为一种习俗隐喻，这时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句子违反范式

人们对隐喻的加工会越来越高效，甚至比本义具有

(Kutas & Hillyard, 1980) ，要求被试判断句子的正确

更强的加工优势。Giora (2003) 的语义显著性优先

性，而非判断两个词汇之间的隐喻性关联 ( 唐雪梅

假说正是考虑了语料本身特性对语言加工的影响，

等 , 2016; 钟毅平等 , 2011) ，使句子的隐喻义和本义

故其可以更好的反映隐喻义加工的内在机制。根据

处于较为公平的加工地位，这样可以更好的判断被

GSH，新奇隐喻的意义较本义来讲则不够显著，故

试对句子中哪种信息更为敏感。Guo, Guo, Yan, Jiang

新奇隐喻义不容易被理解。本研究发现被试对熟悉

和 Peng (2009) 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句子加工过程中可

隐喻句比熟悉本义句的加工效率更高，脑电反应更

以灵活地采用适宜的策略，利用可得性强的信息理

敏感，这正是由于熟悉隐喻义对他们来说意义更为

解句子。本研究的结果发现，随着熟悉性的不同，

显著，其加工不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至少可

被试对隐喻义和本义的加工优势发生变化，这反映

以和句子本义一样得以快速加工。而新奇隐喻句加

了被试对于熟悉句子，对隐喻信息错误更敏感，而

工需耗费人们更多的认知资源，被试需要通过本义

对于新奇句子，则对本义信息错误更敏感。

的通达或中介才能理解隐喻义。

以往大量研究结果显示隐喻理解可以诱发 N400

总之，本研究表明在句子加工过程中，被试对

和 P600 两个波形 (Arzouan, Goldstein, & Faust, 2007;

隐喻义和本义的加工受到熟悉性的调节，较好的支

郭晶晶等 ： 熟悉性对汉语隐喻义与本义加工机制的影响

持了语义显著性优先假设。然而由于实验采用的是
句子成分系列呈现的方式，这与自然的阅读方式存
在区别，未来可以采用眼动技术考察自然阅读状态
下隐喻义的加工机制。此外，本研究也提示实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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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可能是影响隐喻加工的重要变量，后续实验可以

Glucksberg, S., Gildea, P., & Bookin, H. B. (1982). On understanding nonliteral

更为系统地控制任务和刺激因素，从而更为深入的

speech: Can people ignore metaphors?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揭示自上而下任务状态与自下而上刺激信息对于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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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agoort, P., Hald, L., Bastiaansen, M., & Petersson, K. M. (2004). Integration of

汉语隐喻义的加工不同于本义的加工，句子熟
悉性因素对隐喻义与本义加工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具体表现为：对于熟悉句子，隐喻义相较于本义具
有一定的加工优势，而对于新奇句子，隐喻义的加
工优势消失。

word meaning and world knowledge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Science,

304 (5669), 438-441.
Holcomb, P. J. (1988). Automatic and attentional processing: 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analysis of semantic priming. Brain and Language, 35(1), 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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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emantic Familiarity on Metaphorical and
Literal Meanings’ Access in Sentenc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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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In everyday life we always try to go beyond the literal meanings of sentences and see the metaphorical ones. Metaphors are a kind of

frequently used language expression, also a basic way of thinking for human surviving. So how are metaphors processed? Whether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s can be accessed independent from the literal meanings or they are based on the access of the literal meanings. Different from Searle’s
Hierarchical Hypothesis (1993) and Glucksberg et al.’ Parallel Hypothesis (1982), Giora’s 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 (2003)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semantic salience in metaphor comprehension, if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s were salient or familiar to readers, they can be
comprehended prior to literal meanings and vice versa.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emantic familiarity of sentences on the
metaphor processing and tried to resolve the theoretical disputes using behavioral and ERPs methods.
Experiment 1 employed a sentential violation paradigm to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familiarity on metaphor processing. We selected
28 nouns as the subjects of familiar sentences, and the other 28 nouns as the subjects of novel sentences. Then we made a metaphorical and a literal
sentence for each noun, and a related incorrect metaphorical or literal version. So we made 224 sentences in total, which were screened and split into
4 lists. Each list contained the same number of sentences for each condition and was presented to a participant to counterbalance the sequence effect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judge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sentences by key press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T to judge the metaphorical sentences
was faster and the ACC was higher for the familiar sentences, but for the novel sentences, the RT to process the literal sentences was faster and the
ACC was higher.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miliarity could modulate the processing of metaphorical meanings,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s could
be accessed prior to the literal processing.
To further explore which processes of sentence processing the semantic familiarity can modulate, experiment 2 used high time-resolution
ERPs with the similar experimental design to examine if the familiarity would influence the deflection of N400 or P60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aphorical and literal processing elicited comparable N400 and P600 effects for novel sentences, while metaphorical processing induced enhanced
N400 and reduced P600 effects for familiar sentences relative to literal processing. N400 is concerned to be correlated with the efforts of semantic
retrieval, analysis, the enhanced N400 for novel metaphorical sentences processing means difficulty of analyzing the semantic information. P600 tends
to reflect the sentential reanalysis, integration or reflection, so the reduced P600 in familiar metaphorical processing might suggest that participants fail
to deepen the processing of metaphors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abnormal sentences since they have difficulty in earlier sematic processing stage.
Taken together,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participants can access metaphorical meanings efficiently when the metaphor is familiar to
them. While the metaphor is novel, the processing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may be based on the access of literal meanings. These results provide clear
evidence for Giora’s 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
Key words metaphorical meanings, literal meanings, 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 familia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