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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的记忆并不是完全准确无误的,当一个人错误地声明一个新词或一个新的事件他以前见
过时,错误记忆现象就发生了。在错误记忆中包括对记忆的错构和虚构。其中错误记忆的范式主要有两
种,集中联想程序范式和类别联想程序范式。错误记忆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内隐激活反应假设(IAR)和
模糊痕迹理论(FTT),本文主要是结合电影《记忆碎片》对错误记忆的错构和虚构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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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memory is not completely accurate. When a person wrongly declares a new word or a new
event that he has seen before, false memory occurs. False memory includes false and fictional memory. There are
mainly two paradigms of false memory, namely, centralized association procedure paradigm and category
association procedure paradigm. The theoretical models of false memory mainly include implicit activation
response hypothesis (IAR) and fuzzy trace theory (FTT).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misconstruction and
fiction of false memory combined with the film Memory fra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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