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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
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

　　 [内容提要 ] 本文系提交“中国音乐美学研讨会”(香港ö1994. 12) 论文。现发表者

为删节稿。本文根据近年来中国 (大陆) 音乐美学研究的发展现状, 以及学科建设将成为

新的历史发展重心的迹象, 认为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问题是为关键。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

性与复杂性, 以及受到世界性学理推论与人文叙事相冲突的挑战, 当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

实际处于一种话语系统无序 (失语)、意识形态非位 (无语)、叙事结构失范 (空语) 的状

态。因而, 必须通过新的人文话语启蒙与新的人文叙事建构来进行重建。这种重建包括:

音乐美学家的人格 (统制) 话语, 驾驭学科运转的观念意识形态 (运作) 话语, 不同专题

研究的专门型态 (操作) 话语。

[作者简介 ] 韩钟恩, 男, 1955 年生, 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通讯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新源里西 1 楼。邮编: 100027。

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重心的位移

　　可以预测, 跨越世纪线前的最后一个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 , 对中国 (大陆) 的

音乐美学来说, 将是一个全面的学科建设时段; 并将继续延续下去, 成为下个世纪中

国音乐美学的历史发展重心。作此预测, 一在于, 当下音乐美学的发展与整个音乐学

的发展进程基本一致; 即进入 90 年代之后, 由于总体人文自省意识的日益成熟与局部

学科自生意向的日益上升, 使得音乐基础建设、音乐思想建设、音乐学科建设三极互

相支撑, 并行不悖的相对平衡局面被打破, 从而开始逐渐向音乐学科建设这一极位移

或倾斜。二在于, 近年来已有不少与之有共识的见解。

然而, 在上述进展与共识中, 几乎有一个问题是被忽略了的。这就是音乐美学研

究与话语系统一叙事结构之间的互向关系。于是, 问题就显示出, 在当代中国音乐美

学学科建设将成为重心, 并正在进行历史性位移的过程中, 其理论研究的话语系统与

叙事结构将如何对此作用? 即如何支撑与推助学科建设重心的历史性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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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研究与话语系统—叙事结构的互向关系及其人文背景

设问: 当下中国音乐美学有没有自在的话语系统? 答曰: 没有。再问: 那么当下

作业是靠什么来支撑的呢? 答曰: 非自在方式。进而, 处于具体作业层面的、作为非

自在方式的话语系统是如何布局的? 现实地看, 首先是处于框架层面, 即借用哲学、史

学、文化学的话语, 仅针对不同的音乐现象; 其次是处于分析层面, 即借用文艺学、音

乐学的话语, 仅针对不同的音乐功能; 再次是处于批评层面, 即借用文学、音响技术

理论的话语, 仅针对不同的音乐型态。因而, 20 世纪中国大陆音乐美学理论研究, 总

体上是三种话语系统混合使用。此三种话语系统就是,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西方传统

一现代音乐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显然, 作为话语系统的初级显现与具体落实,

则术语概念者是为关键。因而, 在上述三者中, 似乎唯有西方者具有相对独立的音乐

品格, 即其术语概念可对音乐型态 (音响结构) 进行有限的描述; 而另两者似乎只限

于一般文艺学理论形态, 甚至只限于一般意识形态。

设问: 当下中国音乐美学有没有自足的叙事结构? 答曰: 没有。再问: 那么当下

作业又是靠什么来推助的呢? 答曰: 非自足方式。概而言之, 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研究

大体上的现象就是,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 (表层) 笼罩之下, 而处在一种彼此相

悖的 (深层) 分离作业状态。因而, 某种带有实用性、经验化的时弊就在所难免。比

如目前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 [当代ö20 世纪 ] 中国音乐美学志述》, [1 ] 根据所述材

料可见, 当下主要的学科论域呈现为历史理论、观念理论、基础理论、边缘交叉理论

等四个方面, 与此相应, 音乐美学家也大致可划分为四个群体。显然, 这样一种界划

并非科学, 但却是现实的, 因而也是真实的。

当然, 以上当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现状的形成, 并非无根无据、无依无靠。也就

是说, 它之所以处于这样一种条块分割的状态, 除了上述话语系统的无序问题之外, 近

现代以来所形成的一些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 以萧友梅、王光祈、青主三者作

为历史的回应。严格说来, 萧友梅与王光祈都不是职业音乐美学家, 因而他们有关音

乐美学的论述, 尽管近些年来逐渐被一些学者所重视, 然究其根本, 仍然谈不上有何

经典意义。但是, 其观察审视的思路, 尤其是带有学理推论性的思维惯性, 却对后来

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说青主, 与前两位相比, 由于他的《乐话》与《音乐通

论》具有一定的美学品质, 因而近年来在中国音乐美学界开始被视为正宗。然而, 不

幸的是, 由于当时他的思维方式与后来的主宰型意识形态存在的严重的反差, 因而长

期来一直被视为异端, 而打入另册。随着拔乱反正与正本清源的深入, 这种外加的无

谓之浊已有所部分澄清与反拨, 但人们似乎依然没有真正领悟或意识到, 在他的学理

推论逻辑中其实蕴藏着一种深层的人文叙事意味。进而, 从历史的渊源关系看, 三者

的深度叙事结构都是借鉴外来者所是。由此反观, 萧友梅、王光祈式的学理推论似乎

就很容易与上述三种话语合流, 因而更宜于被 80 年代以升之老中年学者所接受或者容

纳 (因为其接受专业训练与系统教育的年龄时段, 正值三种话语系统相对显现出协调

平衡局面际, 因而其知识结构多呈规则收敛状, 即视正统为经典) ; 而青主式的人文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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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则更可能被 80 年代以降之青年学者所认可甚至追求 (因为其接受专业训练与系统

教育的年龄时段, 已经是三种话语系统互相排斥拆解且公开断裂之时, 因而其知识结

构多呈随意发散状, 即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历史似乎又到了一个即将分岔的临界点

上, 何去何从? 也许必须展开更为广泛的历史人文背景, 并进入更为前沿的世界人文

论域, 才可能获得全面的认识。

就当下而言, 中国 (大陆) 音乐美学除了与外界旁类学科已大面积地进入人文学

科前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以及其学科自身内部存在着超前性与滞后性的相当落差之

外,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 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个特殊门类, 它同样难以摆脱世界

性总体人文生态及其相应语境的制约。

实际上, 恐怕对 20 世纪的所有中国音乐来说, 它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危机就是多重

“母语环链”的断裂, 成者多重“传统言路”的失语。在中国本世纪乃至近几十年来实

际存在着三种属性为“母语”的话语系统, 一为本位话语系统 (即中国传统文化) , 由

于 19 世纪末及至 20 世纪初西方文化大规模闯入本土, 因而在当下, 这种传统的中国

文化言路之实际功能已大大地消减, 而仅限于行为话语系统之中; 二为非本位话语系

统 (即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进入中国的西方传统文化) , 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现

代文化再次大面积地被引入本土, 因而在当下, 那种传统的西方文化言路之实际功能

也已大大地收缩, 而仅限于操作话语系统之中; 三也为非本位话语系统 (但后来几乎

被视为正统的本位话语系统, 即马克思主义传统) , 虽然近年来对这种传统的传承也已

有相当程度的变化, 但当下似乎仍为意识形态话语系统 (甚至被视为“国家意识形

态”, 对社会存在作最后的价值承诺)。以三者的延续性而言, 很显然其断裂原因, 一

者是因为传统西方文化进入以后的非常态中断, 二者因为现代西方文化进入以后的非

常态中断, 三者则是因为五六十年代教科书式的“常识性哺乳”的自然中断以及后来

“畸形训导”所出现的人为裂隙。因而对当下所有中国人来说, 实际上他们面临着的是

多重文化言路的断裂。 [ 2 ] 从而必须出现有如“多米诺骨牌”式的“偏性突变”话语

系统无序 (失语) →意识形态非位 (无语) →叙事结构失范 (空语) →恶性突变 (案:

所谓“失语”、“无语”、“空语”, 简单而言就是指: “失语”即不可识别母语, 故无序;

“无语”即只能借用外加之语, 故非位: “空语”即什么都行, 故失范)。

建立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理话语系统与人文叙事结构

在一般人文话语系统中, 无论是表述“事”、还是表达“情”、或者表现“志”, 大

凡有三种类型话语: 即叙事话语、表情话语、言志话语。并且通过这三者的综合作用,

体现型态话语、观念话语、人格话语的整合状态。

在中国人文传统中, “情志于事之上”是为当然。因此, 在中国人文传统的文献记

载中, (有意无意的) 叙事弱于表情与言志的现象尤为突出。然而, 在长期的分工机制

统摄下, 由不同的职业指向取域及其相应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所驱使, 话语系统的

定位常常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是以中国古代图书类别“经史子集”为例证可见, 各

自之间的分离性作业是十分明显的。比如, 经, 包括各种制度典章; 史, 包括各种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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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子, 包括各种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言论; 集, 包括各种文艺作品。很显

然, 当下讨论的音乐美学应该归在“史”与“子”这两类。进一步看, 经, 指被统治

集团推崇为规范或被认为是应该经常诵读的书籍, 显然带有主宰型意识形态的烙印;

史, 指记载历代史实的书籍, 包括私家著述与官修史述; 子, 一般泛指哲学著作; 集,

泛指古代作家诗文词曲的结集, 包括古典散文、诗歌、词曲、戏曲、小说等。因而又

可见, 在音乐美学研究中所反映出的主宰型意识形态痕迹, 以及在学理推论之外所包

含的人文叙事性, 又决定了它也将带有某种“经”与“集”的烙印。因此, 作为一种

现实的定位, 音乐美学的话语系统并不是单一的, 应该说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人文叙事

结构。

因而, 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同样需要对此进行关注与观照,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决定其能否顺利跨越世纪线的关键所在。无疑, 与纯粹的文艺创作不同, 它是通过叙

事的方式来完成学理推论。然而, 由于音乐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 任何学理推论

都不可能完全将主体自身置放在局外进行旁观, 它必须要求叙事者同时入境, 以成全

叙事过程由具体处理到终极关怀的全部程序。因此, 这种叙事必然又带有人文的性质

与品格。

就眼下而言, 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 人文知识分子何以真正拥有对当代历史

文化的叙事权力? 作为第一步, 首先就是要清醒地意识到, 长期以来人文知识分子

(尤其在中国) 实际上是完全丧失了对历史文化的叙事权力。其次, 则就是要完善自身

结构以及进行叙事作业的各种前准备, 即: 在建构起新的叙事模式 (事本体的文献档

案贮存系统) 的基础上, 建构起新的意思结构 (与事本体相应的观念话语表述系统) 与

新的赋诗语境 (与思现象尽可能统一的术语概念演示系统)。再次, 就是要及时更换自

身的叙事结构, 调整自身的话语系统, 以适应现实的处理。这个问题不仅具有当下的

迫切性, 而且富有长远的价值意义。很显然, 在此三者中, 恢复对人文叙事权力的拥

有最为重要。然而, 为确保这一点, 就必须辅之以自身叙事结构的完善与相应话语系

统的建立。

那么, 在绞断“母语环链”与丧失“传统言路”之后, 当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该

如何来重建自身的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呢? 这就是说, 必须在话语系统无序 (失语)、

意识形态非位 (无语)、叙事结构失范 (空语) 的状态下,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方

略, 以缝合因历史断裂出现的裂隙、弥合因文化转型出现的空隙, 进而磨合因身位蜕

变以及由上述修复过程而生的凸隙。此外, 在当下转型过程中, 尤其要注意克服因

“文化霸权主义”的强烈辐射而带给我们的“后殖民文化自卑心理”, 同时, 也要充分

注意因区域文化存在的极度不平衡所可能产生的“内陆腹地的殖民文化现象”。于是,

对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而言, 当下的紧迫性也许就在于, 如何在“欧洲中心论”的阴影

尚未完全消除与“东方假启蒙”已极度萎缩的“历史空场”(即新旧交替) 中, 进行一

次新的人文话语启蒙, 进而实现一种新的人文叙事建构。并通过此作, 来改变历史赋

予我们的“文化局限”, 来摆脱“文化宿命”为我们所作的预设。

这种“重建”的关键, 首先就在于重建音乐美学家的人格 (统制) 话语, 其次在

于重建一种足以对本学科进行正常驾驭的观念意识形态 (运作) 话语, 继而再重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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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专门型态 (操作) 话语。因而, 作为与人文叙事方式之一的音乐具有密切相关性

的音乐美学, 同样需要剥去人为的外装, 而及其深层之价值关怀。因为, 只有在人格

话语的绝对统摄下, 才有型态话语的局部操作与观念意识形态话语的全面运作; 只有

在音乐文化当事人自足生成的前提下, 才可取得音乐理论的特殊效果与音乐的整体意

义; 进而也只有这种在元创性得以充分显现的基础上, 才会达到独创性的唯一与首创

性的空前。正象鲁迅先生所言, “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如此的话, 我们才能

够在继续古代文人已有的、对历史文化的表情与言志话语权力之后, 在新的人文历史

条件下, 再不断地获得人文历史的叙事话语权。

历史与文化互向承诺。古人曰: “文胜质则史”。[ 3 ] 是为历史与文化互训之据。于

是, 就当下而言, 无论是不同模式的历史叙事, 抑或是不同时段的知识考古, 其终极

指向, 必然是实现人文化之最后价值承诺。由此而言, 人文知识分子也只有真正拥有

对历史文化的叙事权力, 才能够使人文知识分子这一当代社会的文化主体得以基本确

立, 才能够使知识分子文化这一当代社会的主体文化得以覆盖全体, 也才能够去真正

推进人文化的历史学理, 进而达到实现人文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进行终极关怀的目的。

最后几句

综事上述, 无论是学理推论, 还是人文叙事, 其根本意图就在于: 继历史断裂、文

化转型、身位蜕变之后, 如何寻求话语系统有序、意识形态在位、叙事结构规范。于

是, 要想真正进行新的人文话语启蒙与新的人文叙事建构, 都只能、而且必须是——

变相更新、推陈出新、改过自新。

是为《世纪报告: 当下中国音乐美学的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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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翻译研讨会合编内部双月刊, 1992 年 4 月出版 (北京) , 第 4 页—第 7 页。

[ 2 ] 参见韩钟恩《还是“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中国音乐学家在当下人文处境中何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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