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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约束还是句法约束
——汉语简单和复合反身代词的母语加工研究*
汪玉霞 **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跨语言处理与语言认知基地，上海，200240）
摘 要 本研究使用两个自控步速阅读实验和两个问卷测试，探讨句法约束原则和先行词有生性语义特征对汉语母语者简单和复合
反身代词指代消解的在线影响。研究发现，有生性语义信息能够调节反身代词指代消解的加工进程，当只有一个有生性先行词，
两类反身代词都优先指向该有生名词；当有两个有生性先行词，简单反身代词倾向于近距离先行词，复合反身代词倾向于远距离
先行词。该结论支持以特征约束为基础、句法和语义等因素竞争的内容可及性加工机制。
关键词 简单反身代词 复合反身代词 指代消解 内容可及性加工机制 有生性

１

问题的提出

（1）句中 himself 只能指代从句主语 Tom，接

语言理解要求人们能够准确而迅速地建立起代

受近距离约束先行词（local binding, 简称 Local）；

词和他们所指先行词之间的依存关系；反身代词的

而不能指代主句主语 John，接受远距离约束先行词

指代消解指反身代词和先行词一致性依存关系的确

（distant binding，简称 Dist）。句法约束指反身代

立过程。该依存关系可能跨越多个句子成分，其核

词在约束原则 A 的作用下，优先提取近距离先行词。

心问题是语言处理器的记忆机制如何提取正确的先

非句法约束指，除句法规则外，反身代词必须和先

行词。相关记忆研究证实，大脑的注意力焦点是

行词在性、数、格等形态特征和有生性等语义特征

非常有限的，一般不超过四个记忆单位（Cowan，

上保持一致，还包括先行词的话题地位等语用、语

2001），而活跃的注意力焦点单位可能只有一个

篇因素（Nicol & Swinney，2003），统称特征约束。

（McElree, 2001）。大量研究提出内容可及性记忆

在内容可及性记忆机制框架下，不同提取线索

机制（content-addressable memory mechanism）假说，

如何影响指代消解，权重有无不同，是近年来争论

认为目标成分的提取是借助一些提取线索（retrieval

的焦点。句法优先加工假说（van Dyke, 2007; van

cues）直接通达（direct access）内容可及性成分，

Dyke, & McElree, 2011）认为，句法约束原则的作用

忽略内容不可及成分（Lewis, Vasishth, & van Dyke,

绝对优先于其他提取线索，主导依存关系的建立。

2006; van Dyke, 2007）。当句中几个成分都和提取

Nicol 和 Swinney（1989）最先提出句法绝对优先加

线索相匹配，会带来同质干扰效应 （similarity-based

工假说，认为只有句法可及（符合句法约束原则）

interference）（Oberauer & Kliegl, 2006）。

的先行词才能够被激活，句法不可及先行词不会

反身代词的指代消解主要涉及两类提取线

被激活，也不会产生干扰效应。Sturt（2003）修正

索： 句 法 约 束 和 特 征 约 束。 句 法 约 束 原 则 A

该假说，提出句法相对优先加工假说，认为句法

（Chomsky,1986）规定，反身代词必须在局部辖域

约束原则在早期加工阶段主导先行词的提取，而

内（用方括号表示）受约束。

在晚期加工进程中，句法不可及先行词也被激活，

（1） John said [Tom liked himself].

产生干扰效应。该假说得到近年来一系列研究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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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Cunnings & Sturt, 2014; Xiang, Dillon, & Pillips,

行词加工则引发了 P300 和 P600 的效应，其原因在

2009）。

于远距离约束因违反了约束原则 A 而导致更多的加

英文文献主要支持句法优先加工假说，但仍受

工负荷。Dillon 等人（2014）在一项脑电实验中，

到一些研究的挑战。不同于以上的句法优先假说

发现和近距离约束相比，远距离约束在反身代词区

（Cunnings & Sturt, 2014; Nicol & Swinney, 1989; Sturt,
2003; Xiang et al., 2009），以特征约束为基础的加
工假说（constraint-based account）认为所有提取信
息起同等作用，没有优先等级（Lewis & Vasishth，

域诱发了前负波效应效应。
（4）报童宣称 [ 订户会喜欢自己今天订阅 / 送
达的报纸 ]。
然而，Lu 和 Garnsey（2008）在一项自控步速

2005）。在代词指代消解中，除语法规则外，先行

阅读实验中，指出“自己”倾向于指代远距离先行词。

成分的语义特征（如有生性，Jager, Engelmann, &

研究发现，（4）句中消歧动词 “订阅”的阅读时

Vasishth, 2015; Lu & Garnsey, 2008）
和形态特征
（如性、

间比“送达”长。但该实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随机

数、格的形态特征 , Badecker & Staub, 2002）等提取

变量，即不同动词由于语义、频率、语法等方面的

信息，都会影响指代消解的进程。Kaiser 等（2009）

不同可能会带来阅读时间的不同，进而混淆实验结

找到英语反身代词的早期加工受到动词语义信息影

果。鉴于此，回答反身代词远、近先行词倾向性问

响的眼动证据。句法约束和特征约束二者争论的焦

题需要更严密的实验设计。

点在于：（1）句法约束是否主导反身代词理解；（2）

此外，有生性语义信息是在词汇指示物是否具

句法不可及的干扰项对反身代词理解是否产生干扰

有生命度，是词汇固有的语义特征；大量研究讨论

效应。

有生性对代词加工的影响（Yamamoto，1999）。有

同样，汉语反身代词研究也充满了争论。简单

生性语义特征能否干预汉语反身代词指代消解的进

反身代词“自己”（bare reflexive，简称 Bare）在

程，最近也引起学界的关注（Dillon et al., 2014; Jager

（2a）充当宾语时可以近距离指代“李四”，也可

et al., 2015）。最新研究表明，有生性语义信息能够

以远距离指代“张三”；在（2b）中充当从句主

显著影响汉语反身代词的提取（Jager et al., 2015）.

语，也可以指代上述两个先行词（胡建华 , 潘海华，
2002）。
（2a） 张三说 [ 李四不喜欢自己 ]。（2b） 张
三说 [ 李四不喜欢自己昨天表演的节目 ]。
（3a） 张三说 [ 李四不喜欢他自己 ]。（3b）
张三说 [ 李四不喜欢他自己昨天表演的节目 ]。

综上，关于汉语简单反身代词先行词倾向性的
结论不尽一致，而复合反身代词（特别是两类反身
代词对比）的加工研究非常缺乏。基于英语研究结
论的内容可及性加工机制认为，反身代词优先提取
近距离反身代词。那么，汉语中远近先行词都能成
为指称对象时，近距离先行词是否仍被优先提取，

复合反身代词能否进行远距离指代，是有争议的

该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深入认识句法约束在依存性关

问题。一般认为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compound

系加工中所起的作用，反哺目前内容可及性加工机

reflexive，简称 Comp）在（3a）充当动词宾语时只能

制中有关句法约束和特征约束的争论。具体来说，

指代近距离先行词
“李四”
，
不能指代远距离先行词
“张

汉语指代消解是否仍受到约束原则 A 的指引直接提

三”（Cole & Sung, 1994）。Pan（1995）指出复合反

取近距离先行词，还是受到有生性语义特征的指引

身代词可以远距离指称，当其充当主语（如 3b）时，

直接提取具有生命度的先行词，即句法线索和语义

可以指代远、近两个先行词，表达对比和强调的意义，

线索如何影响反身代词理解。

类似于“他 + 自己”。徐烈炯（1999）更近一步指出，
复合反身代词分弱读和重读两种，前者接受近距离
约束一般做宾语，后者接受远距离约束一般做主语，
相当于“他本人”。

２ 实验 １
本实验采用双因素被试内设计：变量一为反身
代词类型，有简单和复杂反身代词两个水平。变

由于汉语反身代词能够指代远、近先行词时，

量二为反身代词指代的先行词，通过消歧动词的语

约束原则 A 规定的近距离先行词是否仍然会被优先

义指向也有两个水平，近距离先行词（即近距离约

加工，是重要的研究课题。Li 和 Zhou（2010）指出

束）和远距离先行词（即远距离约束）。在 Lu 和

汉语简单反身代词倾向于近距离先行词，远距离先

Garnsey（2008）目标句基础上，优化测试句，参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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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简单反身代词 - 近距离先行词（BareLocal） 读者称 [ 记者喜欢自己今天撰写的报道 ]。
（5b）简单反身代词 - 远距离先行词（Bare-Dist）
记者称 [ 读者喜欢自己今天撰写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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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子逐词呈现，参见例（6）。
（6）读者 NP1 / 称 VP1 / 记者 NP2 / 喜欢 VP2 /
自己 REF / 今天 ADV / 撰写的 DISV / 报道 FINAL。
数据分析 本研究运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使用

（5c） 复合反身代词 - 近距离先行词（CompLocal）读者称 [ 记者喜欢他自己今天撰写的报道 ]。

R 语言 lme4 数据包的 lmer 函数来建立线性混合效
应模型。
统计中，
以各目标区域的阅读时间为因变量，

（5d） 复合反身代词 - 远距离先行词（Comp-

以代词类型和约束类型为自变量，以被试和项目作

Dist） 记者称 [ 读者喜欢他自己今天撰写的报道 ]。

为随机变量带入模型进行计算。
当出现交互效应时，

２.１ 实验方法

进一步使用 lsmeans 和 multcomp 数据包进行简单主

被试 36 位汉语为母语的大学生参与实验，其中
女生 20 名，平均年龄为 22.7 岁。实验时长约三十
分钟。

效应计算。
离线问卷测试 为明确被试对目标句中反身代词
先行词的解读以及测试目标句是否符合母语使用者

实验材料及实验程序 共有 40 套目标测试句，

的语感，在线测试八周后进行问卷测试。问卷采用

按照拉丁方的方法编排成四个实验版本。另外还有

40 套目标测试句，采用拉丁方的方法编排，使用单

60 句干扰句，用于混淆实验的目的。采用 Linger 软

项选择题，
要求被试选择代词究竟指代哪个先行词。

件编程，本实验是一个自控步速、移动窗口的句子

例句如下：

阅读理解实验。在实验中，被试按照自己的阅读速

（7）读者说记者喜欢自己今天撰写的报告。

度，使用空格键下翻，阅读所有测试句。句子结束后，

A 读者（NP1） B 记者（NP2） C 两个都可以

紧接着会出现一道阅读理解判断题。提问的内容涉
及句子的各个区域信息，但是避免提问代词具体指

（Either） D 两个都不可以（Neither）
在选择题以后，被试需要接着完成句子通顺程

谁。问题一半答案为正确（“F”键），一半为错误（“J”

度判断任务，在五级里克特量表中选择各句的通顺

键）。如果回答正确，没有任何提示，直接进入下

程度。共有 18 个学生完成问卷，统计如下：

一题；如果回答错误，屏幕提示 “你答错了”。所
表１

单项选择题结果表明，被试倾向于选择消歧动

实验 １ 问卷测试结果

词语义所分配的名词短语作为先行词；两类反身代

5000ms 的异常值，共 47 例（0.68%）。同时，删除

词不存在差异。在通顺程度中，混合线性统计模型

答错句子共 66 句（8.53%）。阅读时间取对数进入

显示代词类型和约束类型都没有主效应，但二者有

统计模型计算。各区域的平均阅读时间见图一。

2

交 互 效 应（b =-.33, R = .72, t =-2.45, p <.05）： 在 复

统计结果显示，在句子的前四个非关键区域

合代词中，远距离约束句比近距离约束句更加通顺

（NP1, VP1, NP2, VP2），实验各句没有效应。在

2

（b =.20, R = .56, t =2.02, p <.05）；在简单代词中，二

反身代词区域，也没有效应。在副词区域，代词类

者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复合反身代词倾向远距离

型产生主效应（b =.09, R 2 = .54, t =3.48，p <.001）, 复

约束句，简单反身代词没有显著偏好。

合反身代词句比简单反身代词句耗时更长（平均长

２.２ 实验结果

46ms）。在消歧动词区域，代词类型持续主效应

在线阅读结果显示，干扰句和目标据的阅读准

（b =.05, R 2 = .46, t =2.12, p <.05）, 复合反身代词耗时

确率分别为 89.64% 和 91.63%。所有被试答题正确

较长（长 31.5ms）。同时，该区域发现交互效应显

率都超过 80%。删除阅读时间中小于 80ms 和大于

著（b =.09, R 2 = .32, t =1.95，p <.05）。简单主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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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需阅读时间短 31ms，差异显著（b =-.01, R = .36, t =1.95，p <.05）；复合反身代词句中，近距离约束比远
距离约束阅读耗时长 22ms，呈边际显著效应（b =.06,

R 2 = .41, t =1.83，p =.068）。在句末区域，代词类型
和约束类型产生交互效应（b =-.21, R 2 = .53, t =-2.91，
p <.01）：在简单反身代词句中，近距离约束比远距
离约束所需阅读时间短 185ms，差异显著（b =-.11, R 2
= .65, t =-2.18，p <.05）；然而，在复合反身代词句中，
近距离约束比远距离约束所需阅读时间长约 45ms，
呈现边际显著效应（b =.09, R 2 = .29, t =1.92, p =.056）。
实验 1 说明，简单反身代词倾向近距离先行词
（出现在消歧动词和句末位置），复合反身代词倾
向远距离先行词（出现在消歧动词和句末位置，呈
现边际显著效应），二者呈现出不同的远、近先行
表２

３.１

图 １ 实验 １ 各区域平均阅读时间

３

实验 ２
实验 2 旨在考察先行词的有生性语义特征对指

代消解的影响。测试目标句在实验 1 的基础上，将
其中的一个先行词改作没有生命特征名词，如例（5）
中用无生命性的名词“报社”替代的“读者”。

实验 ２ 问卷测试结果

实验方法
被试 36 位汉语为母语的大学生参与实验（没人

反身代词区域，只有约束类型对阅读时间产生主效
应（b =.04, R 2 = .32, t =2.52，p <.05），远距离约束比

参与过实验 1），其中女生 17 名，平均年龄为 21.1 岁，

近距离约束需要更长的阅读时间（长约 27.5ms）。

测试持续时间大约为三十分钟。

在副词区域，代词类型对阅读时间有主效应（b =.06，

实验程序和材料、
数据分析 皆与实验1保持类似。
离线问卷测试 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离线问卷测
试，24 人参加测试，结果参见表 2。
结果表明，汉语使用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把
有生性名词当做先行词（也即消歧动词语义指向的
先行词）
；简单和复杂反身代词表现没有不同。同时，
各操控条件下句子通顺程度之间没有差异。
３.２ 实验结果

R 2 = .69, t =3.00，p <.001）， 复 合 反 身 代 词 比 简 单
反身代词所需阅读时间长 35ms。同时，该区域发
现约束类型的边际性显著（b =.03, R 2 = .17, t =1.68，
p <.1）。该区域没有发现交互效应。在消歧动词
区域（DISV），代词类型和交互效应都没有显著
性，约束类型显示主效应（b =.05, R 2 = .28, t =1.95，
p <.05），远距离约束比近距离约束所需阅读时间长
40.5ms。在句末位置，实验操控没有统计效应。

在线阅读结果显示，填充句目标句问题回答平
均正确率为 87.32%，填充句为 88.13%。所有被试答
题正确率都超过 80%。各操控条件下，问题回答正
确率没有显著差异。删除小于 80ms 和大于 5000ms
的数据共 37 例（0.54%），删除问题回答错误的句
子共 100 句（12.93%）。
混合线性模型结果显示，在句子的前四个非关
键区域（NP1,VP1,NP2,VP2），没有统计差异。在

图２

实验 ２ 各区域平均阅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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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也即本文中主句主语位置的先行词加工容易。

充当先行词的时候，远距离的指代依存关系加工困

要直接论证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开展“他”和“他

难，该结论适用于简单和复合反身代词。

自己”的对比研究。最后，实验 1、2 在副词区域都

４

讨论

４.１

简单和复合反身代词对远、近先行词的指代倾

向性

发现了复合反身代词比简单反身代词加工困难，该
效应可能是复合反身代词双重解读的复杂性带来的。
以（5c）为例，复合反身代词首先被理解成谓语动
词的宾语，是非强调式用法；随着副词区域的出现，

简单和复合反身代词对远、近先行词的加工有

被试意识到复合反身代词可能不是宾语而是其他句

没有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答案是肯定的，实验 1

子成分，语言处理器必须要抑制非强调式解读（反

中，简单反身代词倾向于近距离先行词，复合代词

身代词解读）
而选择强调式解读
（第三人称代词解读）

倾向于远距离先行词，二者的约束类型效应皆出现

（徐烈炯，1999; Pan, 1995），从而导致加工负荷的

在消歧动词和句末位置。这说明，简单反身代词倾

增加。

向于近距离先行词，当消歧动词把先行词分配给远

４.２ 有生性对代词理解的作用

距离先行词时，导致加工困难。同时，复合反身代

有生性语义特征对反身代词的指代消解有没有

词倾向于远距离先行词，
这和问卷测试的结果一致，

影响？综合两个实验结果，说明汉语语言处理器能

远距离约束句的通顺程度更高。这说明，汉语不同

够非常敏锐的将有生性特征作为重要的提取信息，

反身代词类型，其指代消解的加工机制不同。此外，

影响反身代词的理解。首先、有生性语义特征能够

要排除消歧动词的作用。消歧动词的语义指向有没

调节反身代词的指代加工。当前面名词短语中只有

有可能混淆反身代词的远、近距离倾向性。假设消

一个是有生性名词时（实验 2），反身代词（不论类型）

歧动词的语义指向是关键因素，那么代词类型应该

直接指代有生性先行词，有生性先行词距离远比距

没有不同，两类代词的远、近约束倾向性应该是一

离近加工困难。当前面名词短语是两个有生性名词

致的，这和我们的结论不一致。

时（实验 1），简单和复合反身代词表现出不同的

简单反身代词的近距离约束倾向性和以汉语为

指代倾向性。其次、有生性特征能够调节指代加工

研究对象的研究结论一致（Dillon et al., 2014; Li &

的时间进程。实验 2 中一个有生名词，距离约束作

Zhou, 2010）。虽然汉语简单反身代词可以同时指代

用起作用较早，出现在代词区域。实验 1 中，两个

远、近距离先行词，近距离先行词仍然优先被提取。

有生性名词互相竞争，使得有生性不能成为有价值

跟以往文献一致，近距离约束的倾向性归因于句法

的先行词提取线索，形成一个经典的同质干扰效应

约束原则 A 指引下的句法优先加工机制。当然，另

（Lewis et al., 2006）。两类反身代词指代的倾向性

一种可能是因遗忘导致的近因（recency）效应（Lewis

通过和消歧动词语义的互动，出现在稍后的消歧动

et al., 2006），即提取和“自己”越近的先行词越容

词区域和溢出区域。简言之，反身代词的指代消解

易，提取和“自己”越远的先行词越困难。要做进

受到先行词有生性语义特征的调节。

一步区分，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其次，复合反身代

进一步解释实验 2 中近距离约束句加工容易，

词倾向于远距离先行词，结果呈现边际显著。为什

远距离约束句加工困难。存在两种可能性：1）两类

么复合反身代词没有受到句法优先加工的影响？可

反身代词都倾向于指代近距离先行词，语言处理器

能的解释是，“他自己”在目标句型中承担主语作

首先提取近距离先行词，当近距离先行词匹配失败

用，其本质是强调式反身代词用法，相当于第三人

（不符合有生性语义特征要求或者和消歧动词语义

称代词“他 + 自己”或“他本人”（徐烈炯，1999;

不匹配），再次提取远距离的先行词，重新分析而

Pan, 1995）。理论上，句法约束原则 B 明确规定第

导致加工的困难。该解释认为在指代消解过程中，

三人称代词必须在管辖域（小句）内自由，指向管

句法约束信息是仍是优先被提取的信息（Cunnings

辖域外先行词（Chomsky, 1986）。已有实证研究中，

& Sturt，2014；Sturt，2003；Xiang et al., 2009）。

代词的先行词一般倾向于指向语篇中最显著的先行

2）反身代词指代消解过程中，语言处理器能够越

词，如焦点位置（Foraker & McElree, 2007）或主语

过句法约束，直接使用有生性语义信息，将反身代

位置的先行词（Gernsbacher, Hargreaves, & Beeman,

词直接关联到唯一的有生性名词短语上，直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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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远、近距离两种依存关系。由于远距离依存关系要
消耗更多的工作记忆资源，使得阅读时间增加。两
种解释都符合可及性内容直接提取的加工机制（van
Dyke & McElree，2011），争论的关键在于信息提

科

学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75, 117-139.

Dillon, B., Chow, W. Y., Wagers M., Guo, T., Liu, F., & Phillips, C. (2014). The
structure-sensitivity of memory access: Evidence from Mandarin Chines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1025.
Foraker, S. & McElree, B. (2007). The role of prominence in pronoun resolution:

取的优先等级。基于以下理由，我们更倾向于第二

Active versus passive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种解释：（1）句法理论研究表明，汉语反身代词（简

56(3), 357-383.

单和复合）并不完全遵循句法原则 A，二者都可以
指向局部辖域外的远距离先行词（胡建华 , 潘海华 ,
2002；徐烈炯，1999; Pan, 1995）；也即，句法原则

Gernsbacher, M. A., Hargreaves, D. J., & Beeman, M. (1989). Building and
accessing clausal representations: The advantage of first mention versus the
advantage of clause recency.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8(6), 735755.

A 不能提供排他性的提取线索。（2）本文提供的间

Jager, L. A., Engelmann, F., & Vasishth, S. (2015). Retrieval interference

接证据如下，实验 1 证明，简单反身代词倾向于近

in reflexive processing: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Mandarin, and

距离约束，而复合反身代词倾向于远距离约束，二

computational model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617.

者并没有一致的倾向性。实验 2 发现两类代词指代
的一致性，并没有重复不同类型代词的指代不对称
性。这间接说明，实验 2 中优先提取的线索是有生
性语义特征，而并非句法约束。

Kaiser, E., Runner, J. T., Sussman, R. S., & Tanenhaus, M. K. (2009). Structural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the resolution of pronouns and reflexives.

Cognition, 112, 55-80.
Lewis, R. L., & Vasishth, S. (2005). An activation-based model of sentence
processing as skilled memory retrieval. Cognitive Science, 29(3), 375-419.
Lewis, R. L., Vasishth, S., & van Dyke, J. A. (2006). Computational principles of

５

总结

working memory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0(10), 447-454.

在汉语反身代词的指代消解中，语义信息（如

Li, X. Q., & Zhou, X. L. (2010). Who is ziji? ERP responses to the Chinese

名词短语的有生性特征）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对

reflexive pronoun during sentence comprehension. Brain Research, 1331, 96-

代词理解有着全局性的影响。当只有一个有生性先
行词时，有生性是最显著提取线索，两类反身代词
都直接指代唯一有生性名词。当有两个有生性、潜
在先行词时，两类反身代词呈现出不同的加工特点：
简单反身代词倾向于近距离先行词，受到句法原则
A 的约束；复合反身代词作为强调式代词解读，倾向
于远距离先行词。本文支持以特征约束为基础的内
容可及性记忆机制的直接通达假说，认为句法、语义、
语篇等提取信息在动态的竞争中获取语言处理器的
认知加工资源，共同影响反身代词的指代消解进程。
参考文献
胡建华 , 潘海华 . (2002). NP 显著性的计算与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指称 .

当代语言学 , 4(1), 46-60.
徐烈炯 . (1999). 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 . 北京 : 北京语言文
化大学出版社 .
Badecker, W., & Straub, K. (2002). The processing role of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interpretation of pronouns and anapho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8(4), 748-769.
Chomsky, N. (1986).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New York,
USA: Praeger.
Cole, P., & Sung, L. M. (1994). Head movement and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Linguistic Inquiry, 25(3), 355-406.
Cowan, N. (2001). The magical number 4 in short-term memory: A reconsideration
of mental storage capacit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4(1), 87-185.
Cunnings, I., & Sturt, P. (2014). Coargumenthood and the processing of reflexives.

104.
Lu, D. H. Y., & Garnsey, S. M. (2008). Whose self do you mean? --processing
mandarin Chinese reflexive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1th Conference on

Human Sentence Processing,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SA.
McElree, B. (2001). Working memory and focal atten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7(3), 817-835.
Nicol, J., & Swinney, D. (1989). The role of structure in coreference assignment
during sentence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18(1),
5-19.
Nicol, J. L., & Swinney, D. A. (2003). The psycholinguistics of anaphora. In A.
Barss (Ed.), Anaphora: A Reference Guide (pp. 72-104). Oxford: Blackwell.
Oberauer, K., & Kliegl, R. (2006). A formal model of capacity limits in working
memory.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5(4), 601-626.
Pan, H. H. (1995). Locality, self-ascription, discourse prominence, and mandarin

reflexives. Doctor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turt, P. (2003). The time-course of the application of binding constraints in
reference resolu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8(3), 542-562.
van Dyke, J. A. (2007). Interference effects from grammatically unavailable
constituents during sentence process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3(2), 407-430.
van Dyke, J. A., & McElree, B. (2011). Cue-dependent interference in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65(3), 247-263.
Xiang, M., Dillon, B., & Phillips, C. (2009). Illusory licensing effects across
dependency types: ERP evidence. Brain and Language, 108(1), 40-55.
Yamamoto, M. (1999). Animacy and reference: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corpus

linguistics. Amsterdam,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汪玉霞 ： 语义约束还是句法约束——汉语简单和复合反身代词的母语加工研究

533

Semantic-Constrained or Syntactic-Constrained?
——Processing Chinese Bare and Compound Reflexives
Wang Yuxia
(Institute for Cross-Linguistic Processing & Cognitio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Resolving an antecedent-reflexive dependency relation is a core issue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Most recent theories

argue a content-addressable memory mechanism (Lewis, Vasishth & Van Dyke, 2006), assuming retrieval cues guide the human parser to the target
item directly. Further dispute concerns whether different sources of retrieval cues (syntactic, semantic, pragmatic) weigh equally or unequally in the
resolution process. Particularly, some argue that syntactic constraints (e.g., the Binding Principle) prioritize over other cues in locating the antecedent
of a reflexive (Van Dyke & McElree, 2011), while others argue that different retrieval cues, whether morphological, syntactic, semantic or pragmatic
in nature, plays an equal role in the resolution process (Lewis & Vasishth, 2007).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ddress (1) Whether Chinese bare
and compound reflexives behave symmetrically in antecedent resolution, and (2) How the animacy-agreement feature and locality constraints affect
antecedent resolution with both types of reflexives.
The current study adopted two self-paced reading experiments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bare and compound reflexives. Study One
and Study Two examined two animate noun phrases and one animate antecedent, respectively. In each study, we conducted a reflexive type (bare v.s.
compound) X locality type (local-binding v.s. long-distance binding) within-subject design. In each study, 32 target sentences together with 64 fillers
were tested and 36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to finish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ask. The linear mixed-effect model was used in data analysis.
Study One suggested a main effect with the difficulty to process compound reflexive sentences at the post-reflexive region (i.e., adverb region).
More interestingly, interaction effects were observed between locality types and reflexive types at disambiguity and the final region. For bare reflexives,
the local binding condition was faster to read than the long-distance condition; a reversed situation appeared for compound reflexives, where the local
one was marginally more difficult to read than the long-distant one. Study Two also reported the difficulty to process compound reflexives compared
to its bare counterpart. Moreover, study 2 suggeste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reflexive types, long-distance conditions were observed with longer reading
time than the local conditions at an earlier region (namely the reflexive region). This revealed that when and how the locality factor affected antecedent
resolution was constrained by the antecedents’ animacy feature.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Different reflexive types behave asymmetrically in their antecedent preference, with the bare reflexive selecting
the local antecedent and the compound one choosing the long-distance one; (2) The animacy-agreement feature proves to be a prominent retrieval
cu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yntactic, locality constrain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was constrained by the former. In general, our results
support the direct-access content-addressable memory mechanism and, in particular, the feature-constrained processing account. More importantly, our
study shows that all sources of retrieval cues weigh equally and compete for their prominence to attract focal attention in reflexive resolution..
Key words mandarin bare reflexive, mandarin compound reflexive, reflexive resolution, content-addressable memory mechanism, anim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