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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素语义在三、五年级儿童汉语词汇识别中的作用*
吴 岩 **

李天虹

（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长春，130024）
摘 要 采用 3（年级）×2（启动词类型）×2（目标词类型）三因素混合设计，在汉语词汇识别过程中探讨了三、五年级儿童对
词素语义的加工。结果发现启动词类型和目标词类型交互作用显著，当词形相关时，儿童对透明词判断的正确率更高；词形无关时，
儿童对不透明词判断的正确率更高，反应时更快。说明三五年级儿童在汉语词汇阅读过程中，词素语义可以被激活并影响到当前
词汇的加工，词形相似性会对这种词素语义效应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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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词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单位，是能够

Bozic, Marslen-Wilson, Stamatakis, Davis, & Tyler,
2007)。

区别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Marslen-Wilson & Tyler,

在儿童方面，关于词素加工的研究也取得了相

2007）。在拼音文字系统中，主要涉及到两种词素

当程度的进展。稳定的结果来自于启动范式，通过

变化，分别是曲折词和派生词，即在数、时态及

操纵启动和目标刺激在词素上的关系，研究者在母

词根等方面的变化（如 act-action），合成词素较

语为法语的二年级儿童中 (Marec-Breton, Gombert,

少，合成词是由两个及以上的词或词根组成（如

& Colé, 2005)，希伯来语为母语的三、七年级儿童

playground）。汉语中的词素又称语素，语素通常为

中 (Schiff, Raveh, & Kahta, 2008)，以及意大利语为母

一个单字。汉语中大部分词为合成词。无论是在拼

语的三、五年级儿童中 (Burani, Marcolini, & Stella,

音文字还是汉语言加工中，词素一直起着至关重要

2002) 都发现了显著的词素启动效应。因此，在儿

的作用。在过去的近 30 年，研究者关注了词素在词

童词汇阅读中，词素可以激活并影响词汇的识别。

汇识别中的作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是词素是如何被激活的？是单纯地依靠词素间词

在成人被试中无论是来自拼音文字 ( Feldman,

形的切分还是也存在词素语义的作用？针对这一问

Kostić, Gvozdenovićvoz, O' Connor, & del Prado Martín,

题，一些研究者采用启动范式将词素语义从词形中

2012; Marelli, Amenta, Morone, & Crepaldi, 2013;
Rastle, Davis, & New, 2004)，还是来自汉语言加工

分离出来，从而探讨词素语义的作用。例如 Giraudo
(1999) 设置了四种启动条件，同词汇启动、词根启动、

(Tsang & Chen, 2013a, 2013b, 2014; Zhang, Jin, & Tian,

词素启动和无关控制条件。结果在 8 岁正常儿童中

2013)，研究结果都肯定了词素语义在词汇识别中

发现了区别于词形加工的词素语义启动效应，但在

的作用。来自电生理学的研究也证实了和词素语义

同年龄段阅读障碍儿童中，以及和阅读障碍儿童具

加工相关的脑机制。词素语义一般会引发脑电成分

有相同词汇量的低年级儿童中并没有发现这种效应。

N250 和 N400 的变化（赵思敏，吴岩，李天虹，郭

此结果说明对于三年级儿童来说，在词汇识别中词

庆童，2017; Rastle & Davis, 2008; Wu, Tsang, Wong, &

素语义可以激活并发挥作用，但是在阅读水平低于

Chen, 2017)。核磁研究还发现，在词素相关条件下

三年级的儿童身上，词素语义不发挥作用。那么在

左侧额下回、额中回激活水平下降，且这种效应不

三年级以上各年龄段儿童对词素语义的加工情况又

受语义透明度的影响 (Bick, Frost, & Goelman, 2010;

如何？一项来自法国的研究在三、五和七年级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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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发现了稳定的词素语义启动效应。但该词素语

承接以往研究，本研究采用启动范式，但和以

义启动效应在不同年龄段表现不同，三个年龄段呈

往透明度范式稍有出入，本实验中语义透明词和不

现梯队变化 (Quémart, Casalis, & Colé，2011)。另有

透明词互为启动和目标刺激，如语义透明词“雷雨”

研究在小学五年级儿童中也发现了区别于词形的词

启动不透明词“雷达”；反之“雷达”启动“雷雨”。

素 语 义 效 应 (Feldman, Rueckl, Diliberto, Pastizzo, &

此设计的优点在于严格控制了两条件间启动词和目

Vellutino, 2002; Rabin & Deacon, 2008)。可见在西文

标词在词形和语音上的关系，因而两条件之间的任

加工中，和单纯的词素效应不同，词素语义效应和

何差异都应归功于词素语义效应，如果不透明词对

儿童的阅读发展有关，只有当儿童的阅读水平发展

透明词的启动大于透明词对不透明词的启动，说明

到一定程度，词素语义才能激活，而三年级似乎是

词素语义发挥作用，因为两条件的唯一差别在于单

重要的分水岭。

个词素与整词在语义关系上不同。另外，为了更好

相比于西文研究，在以母语为汉语的儿童中探

地探讨词形对语素语义加工的作用，存在两种词形

讨词素加工的研究较少，相关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词

无关条件，透明词和不透明词分别与无关启动词“饭

素结构和位置效应的探讨上，儿童方面缺乏来自汉

盒”配对。研究采用 3×2×2 混合设计，自变量为

语词素语义加工方面的证据。采用启动范式，Liu

年级（三五年级儿童和成人）、启动词类型（词形

和 McBride-Chang (2014) 通过操纵启动和目标词刺

相关和无关）和目标词类型（透明词和不透明词）。

激在词素结构上的关系，在三年级儿童中考察了词

其中，语义透明词和不透明词互为启动和目标刺激

素结构启动效应。结果发现当启动词和目标词结构

为词形相关条件，其他两个条件为词形无关条件。

相同时，儿童对目标词的识别更快。此外，Liu 等

通过比较四种实验条件产生的启动效应，我们可以

也探讨了词素位置效应，
被试为小学二三年级儿童，

推断词素语义和词形在词素加工中的作用。如果词

实验中要求儿童对真词（图书）、颠倒假词（气空）、

素语义可以被激活并发挥作用，那么和不透明词相

随机组合的假词（书空）进行识别，结果发现词素

比，被试对透明目标词的反应更快。如果词形可以

位置颠倒会抑制词汇识别，并且这种效应在二三年

影响语素语义的激活，那么启动词和目标词类型之

级间没有区别 (Liu, Chung, Zhang, & Lu, 2014)。这些

间将存在交互作用。

结果为本研究打下了基础，说明小学阶段儿童可以
利用相关词素信息进行加工。
但是，词素结构和位置不能代表词素语义，这

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是因为两者属于词素边缘信息，不是儿童语言习得

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 42 人（男 20

的核心内容，词素语义才是。例如小学阶段儿童的

人），五年级学生 40 人（男 19 人），东北师范大

一个主要任务是认字，认识并识别汉字的含义，而

学在校学生 27 名（男 8 人）。平均年龄分别为 9.1 岁、

绝大部分汉字都可以作为词素。因而，在对儿童词

11.1 岁和 24.4 岁。所有被试母语均为汉语，视力或

素效应的探讨上，
研究词素语义的加工才更有意义，

矫正视力正常，事后回访时老师和家长均报告无多

更能反映教学中的重点内容，反过来对教学也更有

动症、阅读障碍和自闭症等行为问题。

指导意义。此外，词素语义加工的探讨可以促进词

２.２ 实验设计和材料

素加工理论模型的发展。在词素加工领域，比较相

实验材料由三类词语组成，语义透明词，不透

关的模型为 Taft 的 lemma 模型 (Taft & Nguyen-Hoan,

明词和无关词。首先，基于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

2010)。该模型认为词素语义存在独立表征，存储

以及 2009 年 Feldman 等对透明词和不透明词的界

于 lemma 层中。因此，词素语义可以脱离词形对多

定，挑选 50 个汉语词素，利用这些词素编写材料。

词素词或歧义词的加工产生作用。在中文加工中，

编制透明度调查问卷（1- 非常模糊，6- 非常透明）。

Lemma 模型也得到了证实，但更多是来自成人的加

要求 40 名在校大学生对所选词汇的语义透明度（目

工证据（Tsang & Chen, 2013a, 2013b）。因此，本研

标词素是否可以推断整词含义）进行评价，确保实

究计划在发展中的儿童中探讨汉语词素语义加工，

验材料在语义透明度上具有区分度。此外，为保证

一方面为实践教学提供指导，另一方面为 Lemma 模

儿童认识所有词汇，请 4 名长期从事小学语文教学

型提供来自发展中阅读者的研究证据。

的教师对“三五年级学生对材料的认识程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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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剔除儿童不认识的词汇，最终确定 40 组材料。

三种词汇在词频 (F (2, 78) = 0.48, p > .05)、两字平均

实验材料属性见表 1。首先，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

字频 ( F (2, 78) = 0.59, p > .5)、笔画 (F (2, 78) = 0.66, p

明透明和不透明词的透明程度差异显著 (t (39) = 7.33,

> .4) 上均相互匹配。因为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另编

p < .05)。另选取 40 个无关词，作为词形不相关条件。

制 80 个假词。假词由目标词中的两个汉字随机组合

表 １ 实验材料样例和属性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log 指以 10 为底取对数后再算平均数。词频库来自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

而成（如“雷雨”和“危险”组成“雨危”）。

个版本呈现，但保证同一版本中目标词不重复。每

２.３ 实验程序

个版本中 160 trials（其中真词 80 trials）。为了让

在每个试次开始前，首先呈现一个 500ms 的注
视点，然后是 200ms 的启动词，紧接着是目标词，
呈现时间为 2000ms。要求被试判断目标刺激的真
假，并按“L”或“A”键反应。其中一半被试，

儿童熟练实验任务及程序，正式实验前有练习程序，
整个实验约需 15 分钟。

３

结果

真词时按“L”键，另一半被试真词按“A”键。

删除错误率超过 40% 的被试（6 个）, 剔除错误

被试一旦按键或 2000 ms 后，目标刺激消失。两个

反应及反应时在平均数 ±2.5 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

试次间隔 1000 ~ 1300 ms。所有刺激均为黑底白字。

（三、五年级及成人分别为 11.24%、9.22% 和 7.10%）。

启动刺激 46 号楷体，目标刺激 48 号宋体。这样可

各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正确率见表 2。此外，以

以最大程度上消除两者在基本特征上的相似性带来

年级、目标词类型和启动词类型为自变量，以反应

的干扰，此外，字号相近可以保证两者和被试所形

时或正确率为因变量，我们进行两次方差分析，一

成的视角相同。由于实验材料有限，所有词汇分两

次基于被试（记作 F 1）；一次基于项目 ( 记作 F 2)。

表２

各条件下的反应时 （ｍｓ） 和正确率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目的在于保证所选择的被试结果可以推广到其他儿

互作用显著，F 1 (1, 108) = 11.76, p < .01, η 2= .100; F 2

童中，所选用的项目结果可以推广到其他材料中。

(1, 119) = 7.66, p < .05, η 2 = .061。简单效应分析发

３.１ 反应时结果

现当词形无关时，被试对不透明词的反应更快 (ps <

启动词类型主效应显著，F 1 (1, 108) = 14.94, p <
2

2

.001)。当词形相关时两者差异不显著 (ps > .05)。可见，

.01，η = .124; F 2 (1, 119) = 4.37, p < .05, η = .036，

在词汇加工中词素语义可以被激活，但会受到词形

词形相关快于词形无关。年级主效应显著 F 1 (2, 107)

相关性的调节。

2

= 44.48，p < .001, η = .456; F 2 (2, 118) = 735.44, p <
2

此外，尽管年级和其他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不

.001, η = .926，成年人和三、五年级儿童反应时

显著，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年级儿童词素语义效应

呈梯队变化 (ps < .05)。目标词类型与启动词类型交

的激活情况。我们仍然分开三五年级儿童进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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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儿童的词素语义效应程度相当。

五年级儿童来说，启动词与目标词类型交互作用显
著，F 1 (1, 39) = 7.693，p < .05, η 2 = .165; F 2 (1, 39) =
4.526, p < .05, η 2 = .104。在词形无关时，五年级儿
童对不透明词的反应更快 (ps < .001)；但当词形相关
时两者差异不显著 (ps > .05)。对于三年级儿童来说，
两者交互作用不再显著 (ps > .05)，目标词类型和启
动词类型的主效应也不显著 (ps > .05)。可见，当强
行分开年级分析时，以反应时为指标，五年级儿童
表现出了词素语义效应。
图２

以正确率 （１００％） 为指标时各年级四种条件下的差异

４ 讨论
本研究通过操纵语义透明度，结合启动范式，
探讨了词素语义在汉语词汇识别中的作用。结果发
现词素语义和词形存在交互作用，当词形相关时，
不透明词对透明目标词的启动效应大于透明词对不
透明词的启动效应。但当词形无关时，被试对不透
图 １ 以反应时 （ｍｓ） 为指标时各年级四种条件下的差异

明目标词识别的反应更快，正确率更高。也就是说，
词形相关性可以调节词素语义透明度效应，词形相
关时，
词素语义透明度表现为促进效应；词形无关时，

３.２ 正确率结果
年 级 主 效 应 显 著 F 1 (2, 107) = 26.19, p < .001 ,
2

2

η = .331; F 2(2, 118) = 74.17 , p < .001, η =.559，
成人、
五年级和三年级儿童正确率依次递减 (ps < .05)。启
动词类型和目标词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 1 (1, 108) =
38.85, p < .001，η 2= .268; F 2 (1, 119) = 7.35, p < .05,
η 2 = .059。词形相关时，透明目标词的正确率更高
(ps < .001)；词形无关时，不透明目标词的正确率更
高 (ps < .001)。可见词形相关时语义透明度促进了整
词语义的提取，不相关时抑制了整词的识别。
同样，为探讨儿童词素语义的发展情况，分三、
五年级儿童进行方差分析。对于五年级儿童来说，
目标词类型与启动词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 1 (1, 39)
= 26.11, p < .001, η 2 = .401; F 2 (1, 39) = 2.866, p >
.05, η 2 = .068。词形相关时，五年级儿童对透明目
标词的正确率更高 (p < .05)；词形无关时，不透明
目标词的正确率更高 (ps < .05)。对于三年级儿童来
说，两者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 1 (1, 41) = 13.75, p <
.001, η 2 = .251; F 2(1, 39) = 1.649, p > .05, η 2 = .041。
词形相关时，透明目标词的正确率更高 (ps < .05)；
词形无关时，两者无显著差异 (ps > .05)。由此可见，
以正确率为指标时，在词汇识别过程中，三、五年

词素语义透明度表现为抑制作用。但这种词素语义
透明度效应在年级间保持稳定。此外，本研究还发
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水平的提高，儿童对词汇
识别的速度越快。
首先，本研究在三五年级儿童中发现了词素语
义透明度效应，而且不同年级之间没有差异。说明
三年级儿童就已经具备对汉语词素分解加工的能力，
而且在汉语词汇阅读过程中对词形和词素语义的敏
感程度和操作能力几乎与五年级儿童同步。此结果
与 Giraudo (1999) 的发现类似，该研究在三年级儿童
中也发现了显著的词素语义启动效应。但是三五年
级儿童词素语义效应相当，和 Quémart 等 (2011) 的
研究结果稍有不同，Quémart 等发现三、五和七年
级儿童在词素语义加工速度上存在不同，三年级慢
于五年级，而五年级慢于七年级。这可能要归因于
中西文的差异，中文词汇的构词方式相对简单，以
合成词为主，几乎没有曲折词和派生词。而西文多
词素词构词复杂，几种类型的多词素词都存在，加
工起来也更为复杂。对于中国儿童来说，词汇构词
简单，儿童对词汇的驾驭能力更强。因此，对于中
国儿童来说，词素语义作用发展更快也更容易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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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所以三年级儿童已经表现出了和五年级儿童

国儿童对汉语言词素语义的加工情况。但是可以肯

相当的词素语义效应。

定的是对中国儿童来说，汉语词素语义和字形不是

此外，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当启动词和目标词共

简单地先后激活，在非掩蔽启动范式下，两者更可

享词素时，儿童对透明词的反应时更快；但是当启

能的方式是同时激活，而且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词

动词和目标词不共享词素时，儿童对语义不透明词

形相似性会影响到词素语义的激活。因此，未来研

的反应更快。本实验结果可以用 Taft 的 lemma 模

究有必要考虑词形和词素语义的交互作用，在掩蔽

型 (Taft & Nguyen-Hoan, 2010) 进行解释。Taft 等认

启动范式下进一步探讨此问题。

为词素启动既依赖于词形也依赖于语义，而这里确

可以说，以往支持儿童词素语义激活的研究证

实发现了词素语义和词形的交互作用。此外，Taft

据多来自拼音文字，缺少汉语言加工的证据。因此

认为词素语义存在独立表征 lemma 层，lemma 层和

本研究结果为词素语义在儿童语言发展中的作用提

整词语义表征相连接。所以当启动词包含关键词素

供了来自汉语儿童加工的证据。
结合以往研究结果，

时，词素语义 lemma 层首先被激活，促进与其语

我们发现在汉语词汇阅读过程中，词素信息（语义、

义相关的整词语义的提取。而当启动词不包含关键

词形、结构、位置）可以被自动激活并发挥作用。

词素时，词素语义表征层并没有率先被激活。在没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汉语词素加工方面，来自儿

有词素语义先行激活的情况下，整词语义很可能是

童的研究证据还比较单一，包括本研究在内，多集

整体被激活，这也和本研究所使用的词汇频率以及

中在对行为指标的探讨上，尚缺乏来自电生理学等

儿童对词汇的加工方式有关。本研究选用的双字词

神经基础的研究证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

是儿童熟悉的高频词汇（每百万词中出现的频率为

合认知神经科学手段，深入探讨儿童对词素加工的

10906），儿童识别高频词最可能的方式为整体优先

机制。

加工，即直接提取整个词汇语义。事实上，以往研
究也有类似发现，对于高频字词，人们可以直接提

５ 结论

取整词含义 ( 彭聃龄，王春茂 , 1997；佘贤君 , 张必隐 ,

三、五年级儿童在汉语词汇阅读过程中，词素

1997)。因此在没有词素启动情况下，透明词和不透

语义可以激活并影响当前词汇的识别。这种词素语

明词都是整体语义优先激活。而激活后的透明词反

义启动效应在三、五年级间保持稳定。说明三年级

过来又引发了和其语义相关的词素语义 lemma 层的

儿童就已经具备对汉语词素分解加工的能力，而且

激活，而不透明词不涉及此过程。因此，不透明词

在汉语词汇阅读过程中，对词形和词素语义的操作

的反应时快于透明词。

能力几乎与五年级儿童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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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Semantic Processing during Word Recognition
among Third and Fifth Grade Chinese Children
Wu Yan, Li Tianhong
(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Although studies with priming paradigm have confirmed the activation of morpho-semantics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compound
words in adult readers, little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 processing of the morpho-semantics when children are involved. Most prior research in children
has focused on the roles of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and positional information in Chinese compound word recognition. However, morpho-semantics,
rather than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and position, is the core information of a morpheme. Besides, achieving the meaning of a morpheme, instead of
knowing the structure and positions, is the necessary process for a child learning to read. Thu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orpho-semantics among developing readers.
A three (grade: third vs. fifth vs. adult) × two (target type: transparent vs. opaque) × two (prime type: form-related vs. form-unrelated) triple
factors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adopted. Four conditions were formed by crossing target types and prime types. When transparent words were
the targets, opaque words served as the form-related primes; similarly, for opaque targets, transparent words served as the form-related primes. As
refer to the two form-unrelated conditions, the unrelated words served as the primes of opaque words or transparent words. Therefore, there were three
types of critical stimuli: transparent, opaque and unrelated control words. The mean character frequency, stroke number and word transparency were
balanced across these three types of words. Eprime1.1 software was used for programming. Each trial began with a fixation cross in the center of the
screen for 500 ms, which was then replaced by the prime word (in KaiTi font) presented for 200 ms. The target (in SongTi font) appear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prime and stayed on the screen until participants responded, or for 2000 ms when no responses were made.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judge whether the targets presented on the screen were real words by pressing the corresponding keys as quickly and accurately as possible.
Firstly, adults showed faster reaction time and more accurate responses than grade 5 children on the lexical decision task, who were then better
than grade 3 students. Besides, the main effect of prime relatedness was significant, with form-related condition showing the faster reaction tim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prime type and target type were also found for both reaction time and accuracy. The effect of semantic transparency
was greater when the prime is form-related to the targets, which revealed that form-relatedness could further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semantic activation. However, any interaction including grades was not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e effects of semantic transparency and form similarity
were stable across different grades.
In conclusion, morpho-semantics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word recognition among grade 3 and grade 5 children. Besides, the
students in two grades showed the same ability in the processing of morphemes as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among grades and other two factors
were found. The present results provided the evidence for Taft’s Lemma model, in which researchers argued the morpho-semantics was presented
independently in one’s mental representation.
Key words children, morpheme, morpho-semantics, Chinese word recogn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