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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

的学科 ,如果从亚里斯多德算起 ,那就有二千五

百多年的历史 ,如果从列维兹(于 1952年发表

了 《音乐心理学引论 》,系统地把作为物理的音

响和作为生理听觉功能之间的关系作了阐述 ,

并且从遗传学的角度研究音乐才能)的著作算

起 ,才半个多世纪。因此 ,这门学科和其他学科

相比 ,仍然是很不成熟的 ,但是 ,它的发展可谓

日新月异 、流派纷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

大心理学阵营的重要流派———诸如构造心理

学 、行为主义心理学 、格式塔心理学 、发展心理

学 、信息论心理学 、精神分析心理学 、认知心理

学等———都对音乐心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

且均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代表性的人物和成果。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音乐心理学学科

研究空前活跃 、成果纷呈 ,西方心理学在国内的

广泛传播与影响 ,国内心理学研究的热潮 ,让音

乐学界对心理学的发展倍加关注 ,使音乐心理

学的学科建设发展迅速。 2002年 8月 ,中国音

乐心理学学会的成立 ,且第一届全国音乐心理

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更是这一学科在我国建

设初见成效的标志:学科队伍的形成 ,大批高质

量研究成果的出现 ,学科研究范围 、性质 、对象 、

方法的确定等等。

刚刚落下帷幕的 “第三届全国音乐心理学

学术研讨会 ”(以下简称 “研讨会 ”),可谓该学

科的一次空前盛会 ,不论从出席人数 、人员结构

层次 ,还是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上 ,都表现出空

前可喜的景象:有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代表共

一百五十余人与会 ,收到参会论文摘要近百篇;

论文谈及的论域已经覆盖了音乐心理学研究的

大部分范围。这次会议 ,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我

国音乐心理学研究现状的一个缩影 ,既反映出

这一学科蓬勃的生机 、繁荣的景象 ,也反映出现

存的问题和缺憾 ,更展现出它势不可挡的发展

潜力和光明灿烂的美好前景。

一 、 研究方法

任何一个学科 ,其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学科

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也是学科独立的必备条

件。从 “研讨会 ”提交成果来看 ,在研究方法上

较之从前更加多样化 、更加注意心理学的学科

特点 ,从内省与经验研究更多地转向实证研究;

从传统的实证研究部分地转向脑电、脑成像等

与国际最新研究相接轨的实验研究。

音乐心理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

的学科性质 ,使其应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选

择不同的研究方法。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可分

为量化法(Quantitativemethod)和质化法(Qual-

itativemethod)两大类。

DOI :10.19359/j.cn31-1004/j.2009.01.015



178　　 心坛论道话宏图 2009年第 1期

定量研究是 “用数字计量表达对心理和行

为进行研究的取向。”①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庄钟

春晓的 《音乐与情绪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北

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

室侯建成等的 《音乐诱发情绪的脑电实验研

究 》和 《调式和速度组成的不同音乐类型诱发

情绪活动的脑电研究 》、天津音乐学院艺术心

理研究室解鸿雁的 《不同类型音乐对于人的生

理反应指标的实验研究 》等 ,采用观察 、实验 、

测验等量化研究方法 ,涉及认知神经科学领域 ,

进行音乐情绪 、认知等方面的研究;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系任也韵的 《“创造性 ”

音乐欣赏心理的理论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李英玉的 《音乐欣赏对大学生审美心理发展

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王子婴

的 《戏曲教学中音乐审美心理要素的初探 》、山

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唐艺的 《对排斥现代音乐

欣赏者的心理分析 》等采用问卷 、访谈 、个案分

析等量化研究方法 ,对不同人群的审美心理进

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中 ,或通过感官和仪器 ,

有计划地观察被试者的言行 、表情 ,由表及里地

了解其心理活动;或运用仪器 、设备 ,操纵控制

变量以观测被试反应 ,进而揭示变量间因果关

系;或利用被调查者对问卷的答案 ,寻求其心理

活动的轨迹;通过与被访者口头交谈 ,了解其心

理与行为的特征……这些量化研究的方式 ,通

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 ,使用标准化的工

具和程序收集资料和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统计

学的分析 ,以数字和量度来呈现其研究结果 ,寻

求普适性的因果关系和结论 ,使学科构建的科

学性大大增强。

质化方法 “是指与量化研究方法相对应的

研究方法 ,它较不依赖量化的资料与方法;而是

对于现象的性质直接进行描述与分析的方

法 ” ,它的理论基础与现象学 、诠释学 、扎根法 、

象征互动论等相关。其主要目的为定性研究 ,

即 “以解释性的理解 、描述为主对心理和行为

进行研究的取向。”②上海音乐学院林华的 《音

乐文化艺术中的民族审美心理 》、中央音乐学

院周海宏的 《对音高运动审美原则的心理学研

究——— “共振激活 ”假说与 “音势 ”理论 》、上海

音乐学院李小诺的 《音乐治疗的审美心理机

制 》、山东鲁东大学音乐学院邵桂兰的 《试谈音

乐欣赏类型及其心理特点 》、上海音乐学院周

华生的 《音乐活动中意向性心理过程 》、首都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张静的 《我看中国古代音乐心

理学思想 》等 ,采用文献与视听材料收集与分

析 、实地体验 、参与性和非参与性观察 、深入访

谈 、焦点团体访谈等方式 ,对音乐心理活动的过

程与变化 、音乐心理的文化特性和社会特性等

问题进行深入地阐述。

星海音乐学院黄虹的 《关于音乐心理学研

究方法体系的构思 》一文 ,通过对莫雷研究方

法的介绍 ,阐述了自己对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

的构想 ,她认为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可分为

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研究设计方法 ,分三大

类 ,首先是传统的理论或思辨的方法 ,然后是在

近现代科学心理学研究中产生的质的研究方法

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第二层次是变量数据的获

得方法 ,主要有质的研究方法下属的观察法 、访

谈法 、个案法等;以及实证的研究方法下属的测

评法 、实验法等。她提出的这一跨学科综合性

的方法体系 ,想必会成为本学科研究方法的有

力借鉴。

二 、 研究领域

“研讨会 ”将参会论文分为 “音乐心理实验

研究 ”、“音乐审美心理研究 ”、“音乐教学心理

研究 ”、“音乐发展心理研究 ”、“音乐治疗与音

乐创作心理研究 ”及 “音乐教育心理研究 ”六个

中心议题分别展开了广泛 、深入的讨论。涉及

了音乐的感知和认知;音乐情绪 、情感反应;音

乐创作 、表演 、审美接受心理;音乐才能 、音乐发

展心理;音乐家个性和音乐社会心理;音乐神经

心理学等研究领域 ,论域几乎覆盖音乐心理学

研究的全部范围。

1.音乐心理实验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 ,大多采用了电生理仪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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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数据 ,来说明音乐的感官刺激对神经系统

所产生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将音乐专业与非音

乐专业的比较 、不同音乐类型的比较以及被试

者性别的比较 ,得出相应的有效数据和结论。

侯建成 《音乐诱发情绪的脑电实验研究 》,选取

32名被试者(音乐专业与非音乐专业各半 、男

女各半)参加实验 ,呈现由慢 、中 、快速度组成

的小调和大调音乐(共 6种类型),用多导生理

仪的脑电 EEG功能记录各项脑电指标 ,探讨了

不同音乐类型诱发情绪的脑电反应;王樱朴

《对音乐与非音乐专业大学生音高差别感觉能

力的研究 》以 “音高差别感觉能力 ”为具体研究

对象 ,通过对音乐与非音乐专业大学生的比较

研究 ,考察音乐训练对音高听觉能力的影响所

在;解鸿雁等 《不同类型音乐对于人的生理反

应指标的实验研究 》,选取 61名被试者(分音

乐专业与非音乐专业两组),采用美国 BIOPAC

十六导生理记录仪 (MP150wsw)的信号探测

器 、转换器 、放大器系统进行数据采集记录 ,连

接电脑进行分析 ,同时采用 VIEWSONIC电脑

音响播放器通过耳机向被试者播放试验用音

乐 ,寻求调节心理的选曲规律。宋蓓 《音乐与

大脑可塑性研究 》表明 ,音乐学习与经验对脑

皮层厚度 、树突结构 、树突棘数量和形状以及脑

的功能代表区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有一部分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结合

社会现实 、教育教学等方面 ,强调音乐心理学研

究的重要性及应用性 ,从而对音乐教育的目标

和方法提供更多的指导性理论。宋蓓 、李红菊

《音乐课改背景下高中音乐教师职业压力状况

研究 》,以黑龙江地区为例 ,对基础教育音乐课

程改革背景下 ,普通高中音乐教师工作压力状

况进行调查研究 ,为音乐教育改革中有关教师

压力研究提供实践依据;乜成 《选择音乐教育

专业师资的心理素质的测试 》,介绍了上海音

乐学院音乐教育系 ,从音乐认知心理学着手设

计面试考卷 ,考察学生完形整理能力;孙佳宾

《论智力质能在音乐心理认知中的意义 》,从音

乐心理认知的角度 ,研究音乐智力因素 、智力性

质 、智力结构和智力质能在音乐心理认智中的

体现方式和作用;洪韵 《我国经济转型期音乐

艺术教育的社会责任 》,阐明我国经济转型期

审美教育对精神文明建设所起的作用 ,以及艺

术教育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另外 ,对音乐类大学生心理 、人格状况的调

查研究 ,将为该领域提供有力咨询。潘轶群

《音乐与非音乐专业大学生人格特质及自尊的

比较研究 》,采用 “文献综述 ”与 “量表测量 ”相

结合的方法 ,得出 “音乐专业大学生的乐群性 、

敢为性 、敏感性 、世故性 、自律性 、内向与外向得

分显著高于非音乐专业大学生;但其恃强性 、怀

疑性 、忧虑性 、独立性 、适应与焦虑 、怯懦与果断

得分显著低于非音乐专业大学生 ”等结论。陈

凌 《音乐专业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焦虑水

平的研究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与状态 -特质焦虑问卷(STAI)对 100名音乐

专业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探查了音乐专业

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及

其在性别 、年级 、生源地方面的差异;曲宁 《北

京音乐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初步研究 》,将成

就目标定向理论引入到音乐领域 ,采用自编量

表对北京 267名音乐专业大学生进行成就目标

状况的研究。

2.音乐审美心理研究

音乐心理学中的审美心理研究 ,是以心理

学的视角探讨与音乐美学相关的审美感性问

题 ,体现了一定的学科交叉性。 “研讨会 ”的主

题发言中 ,林华 、周海宏 、李小诺等的文章 ,以及

许多分组发言的代表 ,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

一类问题。

审美的民族性问题 ,是结合民族学 、社会

学 、民俗学等学科的综合 、复杂问题。林华的课

题 《音乐文化艺术中的民族审美心理 》,把中华

民族音乐审美心理机制放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

下进行研究 ,通过与世界不同文化模式下的各

民族音乐审美心理的比较 ,对民族的音乐集体

表象与民族的审美心理定势 、民族的音乐感知

觉的差异及可变发展 、音乐审美范畴的民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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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差异等问题进行论述 ,该项目的研究对阐述

中华民族音乐审美心理和观念 ,从而构建中华

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学科具有较大意义;朱

连理 《原生态音乐在现代舞台上的审美意义 》,

提出原生态音乐反映了自然与文明的关系 、是

对人类文明秩序的反思 ,以及是人类集体无意

识的显现 、人性的复归等存在价值意义;贾威

《呼麦现状的心理学探究 》,提出要想对民族音

乐的发展现状做出一个解释 ,就必须从他们的

社会 、文化 、民族共同心理以及民族音乐审美心

理出发。追寻民族音乐文化的生命之源 ,探寻

民族原始文化与传统生活之间的意义联系 ,从

根本上探究民族音乐文化的本质特征 ,为我们

了解民族音乐 、保护民族音乐 、传承民族音乐 ,

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从某一角度讨论审美心理的研究中 ,李小

诺 《音乐治疗的审美心理机制 》,从符号学理论

角度分析了音乐符号结构体系与人类心理层次

结构及意识水平的对应关系 ,论述不同层面的

音乐符号 ,对听觉 、生理 、心理所形成的审美心

理机制和效应 ,为音乐治疗学提供基础理论研

究;周海宏 《对音高运动审美原则的心理学研

究 》,从音地位的心理学实质 、期待的心理学实

质等方面来解释乐音组织的审美规则问题 ,进

而提出 “共振激活理论 ”的假说与 “音势 ”的概

念 ,结合经验因素 、情绪活动的影响 ,及其他随

机性的不可测变化等因素 ,综合描述乐音音高

运动中的规律与现象 ,揭示音高运动的审美规

律和乐音组织的审美规则问题。以上研究 ,对

于审美心理的形成 、属性及机制等该学科中的

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周华生 《音乐活

动中意向性心理过程 》,把心理现象的意向性

的 “先验存在 ”和 “经验存在 ”两种存在落实到

具体的音乐问题中 ,研究音乐活动中意向性心

理的过程 ,解答 “非音乐因素 ”是怎样置入音乐

之中;郝亚南 《略论音乐心理的特殊性 》,论述

了音乐艺术的非语义性 、非具象性 、超时空性 、

非实在性等特性;张静则对我国古代音乐心理

学思想进行树立和分析 ,她的文章 《我看中国

古代音乐心理学思想 》把中国古代音乐心理学

思想大致划分成起始阶段 -先秦时期 、承袭阶

段 -两汉时期 、转续阶段 -魏晋隋唐时期 、合拢

阶段 -宋元时期 、转承阶段 -明清时期五个阶

段 ,并从宏观角度探究各阶段的思想特征。

从教学和实践中进行思考 ,进而探讨审美

心理的理论问题 ,是实现理论的应用 、完善理论

体系的重要途经。成露霞 《色彩联觉现象与音

乐审美教育 》通过对旋律 、节奏 、和声 、音色等

产生的情感 、意象 、色彩 、嗅觉 、听视觉等联觉现

象 ,论述色彩联觉现象在音乐审美教育中的应

用;任也韵 《“创造性 ”音乐欣赏心理的理论 》,

提出 “创造性 ”音乐欣赏心理理论 ,并对其现实

需求 、理论内涵 、教学策略等几个方面展开论

述;李英玉 《音乐欣赏对大学生审美心理发展

的影响 》,探讨了大学生对音乐欣赏课的认识

及其内隐性作用 ,主要表现为有益于提高智力

活动和审美偏好 ,以及引导学生运用自己获得

的 、富有创造性的资源进行挑战性的学习。值

得注意的是 ,有些研究讲戏曲和现代音乐的审

美纳入专门研究的视野:王子婴 《戏曲教学中

音乐审美心理要素的初探 》,通过大学生对昆

曲艺术感知状况的调查 ,论述了审美心理学引

入戏曲教学 ,这将对教师在学生的戏曲音响感

知 、情感体验 、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有着更为

有效的指导作用;唐艺 《对排斥现代音乐欣赏

者的心理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表明 ,对现代音

乐的排斥主要为其音乐音响感知和音乐情感体

验的排斥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建议;马卫

星 、韩巍 《试析大学生音乐审美教育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 》,探讨了利用音乐审美教育来促进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完善和发展的方案;以上从

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总结音乐审美心理和

教育问题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次研讨会中 ,运用 “他 ”学科理论视角探

讨音乐心理学问题的研究 ,引起与会者的关注。

萧梅 《信仰仪式音乐中的意识变化状态 》,从音

乐人类学视角讨论音乐与 “意识变化状态 ”

(ASCs, alteredstatesofconsciousness),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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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类意识变化状态及其研究的梳理 ,结合作

者对中国民间信仰仪式的考察与研究 ,对法国学

者吉尔伯特·罗杰(GilbertRouget)所著 《音乐与

恍惚 》(MusicandTrance)一书做深度书评。

对国外审美理论成果的介译 ,为我们提供

了研究启示。杨燕宜对 WolfgangMastnak的文

章 《台上的疯狂———在一个失去理性的世界中

产生理智 》进行了介绍 ,该文对 《沃采克 》、《卡

第雅克 》、《格朗第埃 》、《莎乐美 》和 《鲍里斯·

戈杜诺夫 》五部歌剧中变态人物从精神病理

学 、社会学和音乐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

解读 ,论述了:情景性的诠释是欣赏现代歌剧理

想的方法 ,而欣赏后引起的思考更是作曲家创

作的真正目的所在。

3.音乐教学心理研究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 ,及时进行实践与

理论的总结 ,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前提。刘沛负

责的课题 《音乐教育 -音乐心理研究的历史视

野和前沿课题 -理论背景与研究个案 》以音乐

教育和音乐心理学的国际前沿研究为核心 ,详

细梳理了音乐记忆 、音乐情绪反应和心理反应 、

音乐创造力 、音乐表演焦虑及其测量 ,这四个分

支学科的发展概况 ,较全面地总结了近现代音

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在各专题范畴所取得的成

就和经验 ,这对于把握两学科最新的研究动向

和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从心理现象入手 ,探讨表演技能训练问题 ,

拓宽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思路和范围 ,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徐行效 《声乐技能形

成的心理基础 》,从声乐技术学习的环节 、阶

段 、途径 、迁移和干扰等方面 ,对形成声乐技能

的心理基础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论述;王随

平 《声乐教学中感知觉运用之我见 》从培养学

生技能技巧 、乐感 、心理素质三个方面 ,借鉴中

国传统中医 “望 、闻 、问 、切 ”的四诊疗法 ,论述

感知觉在声乐教学中运用;解鸿雁 《气质类型

特征与歌唱学习行为评价的相关研究 》,在定

性 、定量研究的基础上 ,探索不同气质类型对声

乐学习及赛试活动的影响;赵扬 《音乐表演中

运动心理学的应用研究 》,将运动心理学的最

新成果应用于对音乐表演的研究 ,运动心理学

的角度分析了音乐家的成功表演经历 ,从而为

这一领域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音乐心理学在我国的开端 、发展过程中 ,始

终把引介国外先进研究方法和成果作为一项重

要的工作来做 ,这些成果成为我们在该领域研

究的有力借镜。 “研讨会 ”中 ,有一些学者交流

了他们了解到的国际音乐心理学最新发展动态

和重要学术会议的研究议题 ,使与会者耳目一

新。谢嘉幸 、孔晓明对 2008年 ISME圆桌会议

课题 “Childrensmotivationtostudyschoolmusic:

Evidenceandperspectivesfrom eightdifferent

countries”进行了简介分析与评价:该课题以

MartinFishbein期望价值论和 Eccles期望价值

动机理论模型作为理论依据 ,通过问卷调查与

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问卷内容涉

及到 Eccles期望价值动机理论模型所强调的六

个方面:兴趣 ,重要性 ,能力感知 ,困难认识 ,实

用性 ,信心。郑茂平 《国外音乐心理学研究方

法的最新趋向及其反思———从传统实验到

EEG、ERP、FMRI》,介绍了国外的音乐心理学

研究借助的现代脑机制研究的高科技手段 ,神

经生理与心理研究的范式 ,直观 、精密的 EEG、

ERP和 FMRI的研究技术 ,音乐基本要素 (音

高 、和弦 、音程等)及其结构所表现意义和风格

的脑机制的研究领域等 ,并论证了国外音乐心

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及其最新成果将对音乐教

育和音乐表演理念带来的冲击 ,同时也会促使

我们对传统的音乐认知方式和教育方式进行深

入的反思。蒋聪 《德国音乐心理学研究进程与

研究方向 》,介绍德国采用认知心理学的注意

研究中注意分配多重容量理论 ,利用 Presenta-

tion软件自行设计程序进行测试的研究。

4.音乐发展心理研究

对主体在不同年龄阶段音乐能力发展的特

征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训练 、教育的方法的探究

是这一领域的核心主题。尤其是儿童早期音乐

发展的行为 、心理现象是相当多心理学家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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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门话题。陈泽铭 《儿童音乐教育的非音乐

价值 》,阐述了儿童音乐教育非音乐价值 ,在于

听觉记忆 、听觉辨别 、听觉信息还原 、听觉筛选 、

听觉广度 、视听动统合 、冲动和控制能力 、反应

迅敏度 、专注力 、形象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 、

自然知识认知渗透 、社会性认知渗透 、语言能力

等等。孟梦 《音乐对培养儿童非智力因素的影

响 》,论述了音乐学习不仅能够让儿童在注意

力 、想象力 、记忆力 、创造力等方面得到开发和

提高 ,而且对培养儿童的情感 、意志 、兴趣 、完善

的性格 ,积极的目标信念 ,乃至正确的世界观等

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恺 《音乐会让

你更聪明吗 》,强调必须重视用全新的视角和

方法 ,结合现代研究技术 ,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

研究方法来进行创新性的音乐本体研究;杨燕

宜 《音乐心理教育在中小学的应用 》,提出音乐

进行心理教育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语言教育不

能完全达及之时 ,可以通过音乐教师来进行 ,这

就需要教师认识和把握音乐心理教育的目的 、

手段及学生心理发展情况。

对大学生音乐心理状况的研究 ,将为高校

的美育教育工作提供重要参考。陆小玲 《普通

高校音乐教学中教育契机与情境 》提出审美教

育的契机则是感受生活 、感受世界;杨欢 《普通

高校音乐艺术特长生心理状况测量与分析 》,

笔者通过对天津大学艺术特长生为期两年的实

地调研 ,为全国大学生中艺术特长生这一特殊

群体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素质水平提供了第一

手资料 ,也为我们开展高校美育的实证性研究

做了较为有益的探索。

5.音乐治疗与音乐创作心理研究

音乐治疗学在我国是一门初步建立的崭新

的学科。随着我国科技 、经济的飞速发展 ,文化

事业的日益繁荣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音乐是

通过艺术审美 ,强化生命的积极体验 ,获得生命

动力 、审美超越 ,促进高尚 、完善人格的有力良

药。因此 ,音乐治疗学虽是新兴开拓的学科 ,但

已显示出强大的蓬勃发展之势。

在震惊中外的“5.12”大地震中 ,音乐治疗尝

试在灾后帮助群众稳定情绪 ,提供积极 、安全的

心理环境 ,恢复身体意识 ,解除生理障碍 ,探索积

极认知 ,以及缓解创伤症状等多个领域做出努力

和尝试 ,并有突破性的进展。 “研讨会 ”中 ,有许

多学者介绍了他们奔赴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经

过。首都师范大学周世斌教授的报告《让音乐激

发出生命的动力 》,介绍了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心

理治疗志愿者团队 ,几赴地震灾区心理救援工作

的经历:这支志愿者队在灾后第四天赶赴灾区 ,

直奔损失最为惨重的北川中学 ,队员们用美妙的

歌声 、极具感染力的音乐 、舞蹈 ,与孩子们心灵相

通的桥梁……他们为北川中学组建了合唱团 、行

进管乐团 、舞蹈团 、钢琴班 ,为 15位肢残学生组

建了轮椅吉他队……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也仿

佛接受了一场爱心的洗礼。张卓 、周平 、徐艺等

也介绍了他们对灾难幸存者(成人 、青少年与儿

童)进行心理干预的情况。

将音乐治疗的推广运用 ,及将音乐作为疾

病治疗的辅助手段 ,也是近年来发展的重要方

面。鲁新华 《音乐治疗在中医心身疾病诊疗中

的作用 》探索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心身疾病音乐

辅助诊疗程序;杜青青 《音乐治疗实施过程中

对来访者音乐感知的研究 》从音乐治疗的实践

出发 ,对音乐感觉的差异性进行系统分析;任婷

婷 《通过节奏训练改善智障患者的交际能力的

实验研究 》,介绍了以定性的实验方法对丰台

利智中心 5名 14岁到 18岁的轻中度智障患者

的 6次实验研究;陈硕 《音乐训练对聋哑儿童康

复作用的调查与探究 》,说明了音乐可以补偿

聋儿残存听力 ,提出中国聋人特殊教育应该重

视音乐训练对聋哑儿童的康复作用;姚聪燕

《针对大学生团体的音乐心理治疗 》,提出针对

大学生团体采用的音乐治疗方式主要有音乐心

理剧 、音乐引导想象 、即兴演奏 、娱乐式音乐活

动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侯建成 、董奇的 《音乐行为

与基因 》探讨了不同音乐类型诱发情绪活动的

脑电特征。

音乐创作心理研究涉及的论题有音乐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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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心理现象 ,如音乐灵感获得的条件 、形

式 ,作曲家感知 、记忆的心理特征 ,情绪 、情感与

想象 、联想在创作中的体现和作用 ,作曲者心理

结构的中介功能等。日本留学生丰田佳代子

《日本传统艺术对法国印象音乐创作的影响 》,

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出发 ,通过日本艺术对法国

印象派的影响 ,来探讨不同民族审美心理下的

艺术交流与融合的意义。刘燕婷 《音乐中的圣

像效应 》论述了艺术作品中借用圣象崇拜的内

容 ,其内涵已超脱宗教的意义 ,显示了人们对光

明彼岸的追求 ,对神圣境界的向往 ,因此它所产

生的力量使人类向着整体的精神自我完成而发

展;张卓 《影响音乐听觉时距判断的主客体因

素———以和声为例 》心理感知的时间和客观时

间的差异出发 ,考察和声对被试音乐听觉时距

判断的影响 ,以及主体因素在其中的参与。

6.音乐教育心理研究

从感知 、认知 、情绪反应等心理状况的考察

入手 ,研究音乐教育中的心理特征 ,在本次研讨

会中也呈现出较多可喜成果。

视唱练耳课是音乐专业的必修课 ,它的教

学过程与音乐心理学的多项研究相关 ,包括人

对音乐的注意与意识 ,人对音乐的知觉 ,人的音

乐记忆能力 ,音乐分析能力 (即对音乐元素的

组织能力 ),人对乐音中暂时不能识别的元素

进行推理的能力 ,人的音乐创造力 ,更深层次的

研究可以延伸到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模拟教

学 ,甚或如何利用计算机技术模仿人的音乐创

作等等。上海音乐学院的张晖 、马扬芝分别在

音乐认知心理学视野下对视唱练耳的教学和学

习环节做了深入研究:提出常规的视唱练耳教

学存在忽略完型背景而孤立地认识音 ,忽略音

高 、时值以外的 “音 ”的其他构成要素 ,对 “乐 ”

的认知极少 ,以及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没

有针对性的听觉训练等等问题 ,因此应该在音

乐认知心理学的视野下重新审视视唱练耳课程

的教学与学习;并提出在 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

下 ,如果以音乐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导向 ,

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 ,针对具备音乐才能

的人群进行更科学有效的视唱练耳教学 ,不仅

针对提高这个特定人群的音乐素质有一定的意

义 ,对于提高普通人群的音乐素质也将有所帮

助。任志琴 《让理论武装感觉 、在感觉中直觉

理论 》,分析了听觉 、理论的相互渗透 、统一性

为听音视唱教学提供有效的指导建议。石蔚

《试论音乐听觉的积极性 》,从音乐听觉的心理

特性(记忆 、听觉表象 、联想与想象 、情绪与情

感)出发 ,阐述提高音乐听觉的积极性 (能动

性 、意会性 、感性体验)的方法和意义。

从心理学角度对演奏技法的研究 ,也有可喜

成果。徐志斌《和声感知觉与钢琴基础教学 》从

审美心理学的角度 ,结合符号学的理论 ,通过对

在钢琴演奏中 ,听知觉 、视知觉 、运动知觉的心理

机制进行理论描述和经验分析 ,探讨培养学生的

音乐和声感知觉 ,以提高基础钢琴教学效率和教

学水平的方法。许音旋 《元认知与钢琴学习 》将

元认知理论与钢琴学习相结合 ,阐述了培养和发

展元认知能力在钢琴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并结合

钢琴学习特点提出对学生进行“钢琴元认知训练

方案 ”;梁丽红 《谈钢琴艺术教育中的批判性思

维素质培养 》认为通过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能提

高学生的认识学习思维方法 ,从而促进学生在学

习中的分析性、策略性 、全面性 、独立性等能力的

发展 ,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使钢琴教学

真正成为培养学生思维素质的良好手段。张新

林 《歌唱与铜管演奏基本要素与审美特征的比较

研究 》从口腔、呼吸、共鸣腔体以及声音位置的掌

控等方面将二者进行比较 ,有助于我们把握其表

演与练习的规律性。

对国外新兴理论的引介 ,对我们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启示。鲁东大学音乐学院的崔学对荣

斯滕伯格三元智力理论 、成功智力理论和智慧

平衡理论 ,从情境 、经验和成分三个层面进行了

分析介绍 ,并阐述其对音乐教学论研究生培养

的启示;杜丽丽从表演和教学的角度 ,阐述作为

音乐教师的音乐学生的理念和经历;梁小娟介

绍了埃德温·格登 (EdwinEGordon)设置的各

种音乐资质(MusicAptitude)测量:初级音乐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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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能力测量 (PMMA)、中级音乐听想能力测量

(IMMA)、高级音乐听想能力测量(AMMA)、音

乐资质画像(MAP),并深入分析测验在教学中

为教师针对学生个体音乐的不同提供合适的教

育等方面具备的音乐教育学意义和价值;

另外 ,石兰天 《以人文精神来进行音乐教

学 》提出 ,用人文精神去激起学生对审美能力

的提高的需要和兴趣是教学中的主要环节;唐

畅 《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心理学实践个案———

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 》,从音乐心理学角度对

少数民族学生和少数民族教师在音乐教育的过

程中行为展开分析 ,并对民族音乐教育实践中

的教育心理问题提出新的思路。

三 、 发展趋势

虽然 , “研讨会 ”以空前的规模和范围 ,呈

现了我国音乐心理学研究的繁荣景象 ,但是 ,我

们也应该对 “研讨会 ”中反映出的问题有清醒

的认识:如方法意识强烈与方法运用稚嫩的不

协和 ,怎样使方法运用的得当 、准确 、合理 ,确实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再如 ,结论意识不

足 ,也就是说 ,结论的不严谨与高度的方法论之

间还不能形成相应的匹配 ,这一点充分显示了

我们学科研究的稚嫩;还有 ,研究中把音乐的效

果如养生效果 、治疗效果等等夸大到一个没有

达到的程度 ,过分地夸大音乐所可能起到的作

用 ,反而有害于我们事业的发展 ,等等。因此 ,

只有站在一种学科的高度自觉和对整个音乐事

业高度负责的立场上 ,才能使音乐心理学学科

健康快速地发展。

正如会长张前教授(自本届会议后任名誉

会长)开幕词中所讲的:“我们的一些老一辈知

名学者 ,在把精力更多地转向培养新生代的同

时 ,仍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 ,不断做出新的业绩 ,

为后辈学人做出了表率;也有一些风华正茂、新

一代的学术领军人才正在崭露头角 ,在一些研究

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还有一些音乐心理学

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本科生等年轻一辈学子正在

成长 ,他们的虎虎生气 ,他们的一些新思维 、新作

风 ,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些都标志着音乐

心理学的队伍正在成长 ,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

队正在结成;它也表明 ,音乐心理学在我国作为

一门新兴学科 ,正处于方兴未艾的茁壮生长期 ,

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音

乐心理学在我国可喜的发展势头:

从研究方法上 ,呈现出多样并存 、综合运用

的趋势:量和质的研究方法共存 ,最先进的计算

机技术 、脑科学技术的辅助 ,理论性 、思辨性方

法也依然占有一席重要之地。同时 ,也呈现出

在研究方法选择上的理性思考:一方面 ,采用何

种研究方法 ,由研究的对象和性质而定;另一

面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时 ,都注意到在借鉴大心

理学和引进西方新型方法的同时 ,结合我国的

实际情况和具体研究目的加以调整和修改。

从研究领域上 ,逐渐涉及心理过程更为宽

广 、纵深的领域。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巨大影

响将逐步渗透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把

认知心理学的观点 、方法与其他心理学结合起

来应用的作法将更为普遍。如在探索音乐技巧

的习得时 ,结合发展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情绪

心理学 、个性心理学和动机心理学等多学科的

研究 ,可使问题的分析更全面 、深入。

在研究过程中 ,国际化 、本土化并进 ,跨学

科 、多视角共存;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 ,更

加积极参与社会性干预活动。我们相信 ,凭借

音乐心理学学科独具的生命力与辐射力 ,音乐

心理学工作者澎湃的激情 、睿智的奋进和不畏

艰辛的精神 ,在今后的发展中 ,将为人类身心健

康 、社会发展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注 ] 　本文由 “上海市高校知识创新工程建设

项目(音乐教育)”资助 。

注释:

① 黄希庭:《简明心理学辞典 》 ,安徽人民出版社 ,

2004 ,第 68页 。

② 黄希庭:《简明心理学辞典 》 ,安徽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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