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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双语者
 美国的双语人口比例正在逐渐增加：

11%(1980) -> 14%(1990) -> 18%(2007)

 欧洲的双语人口比例为56%(2006)。

 加拿大有17.5%(2011)的人口为双语者。

 中国有3-4亿人正在学习英语。



各种各样的双语者

 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时间：

early bilingual vs. late bilingual

 学习第二语言的环境：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 vs. second-language learner

 使用第二语言的频率：

L2 learner vs. L2 user

 第一与第二语言水平的比较：

balanced bilingual vs. dominant bilingual



语言学习关键期
 人在特定年龄窗口内，学习语言的效果比较好。目前
关于语言学习是否有关键期仍存在争议。

 Genie的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H2POnmvbPo



Johnson, & Newport, 1989

二语语法学习





Birdsong, & Molis, 2001



DeKeyser, et al., 2010

俄裔在美国学英语 俄裔在以色列学希伯来语



母语语音敏感性

 婴儿在八个月时，可以区分来自所有语言的音。然而
在九到十个月时，婴儿开始失去来自非母语的音的能
力。在十至十二个月时，婴儿无法区分来自非母语的
特殊音素差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5-
xbc1HMk&feature=relat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4NhmY5bK0
11:30-14:5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5-xbc1HMk&feature=relat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4NhmY5bK0


Kuhl, & Rivera-Gaxiola , 2008



成年后丧失学习语言的能力？

 在印度，一组不识字的平均年龄为31.6岁的女性接受

了六个月的印地语阅读和书写训练。训练结束后，她
们的阅读能力达到了小学一年级水平。脑成像研究研
究发现，六个月的读写训练，导致了她们的神经可塑
性变化。

Skeide, et al., 2017



双语者的语言能力：
优势还是劣势？

Hoff, et al., 2012





Hoff, et al., 2014



词汇流畅性

Bialystok, Craik, & Luk, 2008 



语义流畅性

 请在一分钟内，尽量多地写出动物类的英语单词。



字母流畅性

 请在一分钟内，尽量多地写出‘b’打头的英语单词。

 不能使用缩写，数字以及同一单词的变体。



语义切换流畅性

 请在一分钟内，写下尽量多的食物类词语。

 请以您的一种语言开始，然后写下一个词语时，切换
成另一种语言。

 词语不能重复，同一语言不能重复两次。



词汇流畅性

Bialystok, Craik, & Luk, 2008 



超越语言：
双语经验能否影响认知？

 双语者患各类失智症的平均年龄高于单语者。

 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目前尚不明确。
Alladi, et al., 2013 



执行功能

 基于Simon和Stroop等认知任务的证据，支持双语者
可能在执行功能上存在优势。

 执行功能，一种认知系统。控制和管理：

o认知抑制

o调控注意

o工作记忆

o认知流畅性

o前瞻记忆



Simon任务

 您将看到红色或蓝色的方块。如果您看到红色方块，
请动一下右手，看到蓝色方块，则动左手。



Bialystok , et al., 2004

一致条件 不一致条件



Flanker任务

 您将看到一列箭头。如果处在中央的箭头朝右，请动
一下右手，如果处在中央的箭头朝左，则动左手。



Bialystok , et al., 2009

一致条件 不一致条件



双语者认知优势是否真实存在？

 有大量研究报告未能重复出双语者认知优势。

 如果双语者真的在执行功能上存在优势，那么究竟是
那部分功能有优势？抑制控制，认知流利度，还是注
意？

 当前研究趋势：
o 扩大样本量与多样性

o 更严格的双语者类型划分

o 更精细地讨论研究结果背后的认知机制。区分清各个范式究
竟测量的是什么心理功能。



Mielicki, Kacinik, & Wiley, 2017

双语者可能在抽象符号加工和代数学习上存在优势。



Mielicki, Kacinik, & Wiley, 2017

双语者可能在抽象符号加工和代数学习上存在优势。



双语者的概念表征

 我们通过语言来习得大部分的概念。那么，当同一概
念在两种语言间有差异，甚至矛盾时，双语者的特殊
语言经验，会如何影响其认知加工呢？



时空隐喻：
 Lakoff和Johnson(1980)提出隐喻通过源概念与从

表面上看不相似的目标概念间的概念映射运作。
通过这种概念映射，人们能够利用源域概念的部
分知识做为结构框架对目标概念的相关信息进行
推论、解释和评估。

 时空隐喻即通过空间经验（具象的源域）建构及理解
时间概念（抽象的目标域）。

 三条源域维度：
 上-下（例如：下周）

 前-后（例如：前一天）

 左-右



上-下

前-后

Fuhrman, et al., 2011

汉英双语者的时空隐喻倾向，受语境和语言水平调节。

汉英隐喻的在双语者认知中的激活是非此即彼的吗？



双语者是否存在两个灵魂？
双语者的情绪加工

 情绪是否独立于语言和认知，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问
题。而通过研究双语者的情绪加工，可以帮助我们回
答这个问题。



情绪Stroop效应
 您将看到一些词语。请在心中默念所看到词语的字色。
不用在意这些词语的具体意思。



情绪Stroop效应
 当我们判断一些词语的字色时，如果这些词语具有消
极意义，那么相比中性词，我们的判断速度会变慢。

 这一现象涉及了对于词语情绪信息的选择性注意。



早期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

Sutton, et al., 2007



 Eilola, Havelka, 和 Sharma (2007) 在芬兰语–英语双语
者；Grabovac和 Pléh (2014) 在早期匈牙利语-塞尔维
亚语双语者中也发现了类似结果。

 后期或不平衡双语者？



晚期泰语-英语双语者

Winskel, 2013

仅在第一语言中检测到情绪Stroop效应。



后期双语者在进行在线情绪加工时，可能存在不平衡性
（Pavlenko, 2012）：

 L1语境：自动化程度更高，更“情绪化”

 L2语境：自动化程度较低，“情绪”可能受到抑制



情绪Stroop效应用于双语者研究的局限

 相对于中性词，之前研究中使用的情绪词词长更长，
词频更低（Larsen, et al., 2006）。这可能会加重非母
语者加工时的认知负担。

 情绪Stroop任务的效应量较弱，大部分双语者研究样
本量较小。



外语者效应
Switch Footbridge

 功利决策：保证最大利益，牺牲一人，救五人

 道义决策：遵守道德准则，不牺牲无辜，放任五人死去。



Costa, et al., 2014

 在使用外语时，人们更倾向于做出功利的道德决策。这
可能是因为使用外语时，与自我的心理距离较远。



框架效应
对一个客观上同质的问题使用的不同描述方式，可以导
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当以获利为参照点进行提问时，
人们会倾向于避免风险；当以损失的方式进行提问时，
人们会倾向于冒风险（Tversky， & Kahneman， 1981）。

框架 疗法A 疗法B

积极/获得 "Saves 20, 000 lives"

"A 33% chance of 

saving all 60,000 

people, 66% 

possibility of saving 

no one."

消极/失去
"40,000 people will 

die"

"A 33% chance that 

no people will die, 

66% probability that 

all 60,000 will die."



Keysar, Hayakawa, & An, 2012

Late English-Japanese bilingual Late Korean-English bilingual

 在使用外语时，框架效应带来的认知偏差被削弱。这可
能是因为使用外语时，有更远的认知和情绪距离。

选择疗法A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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