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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人类情日尔疋八尖。喃 感符号的创造
——解析苏珊·朗格的音乐哲学思想

刘智强
(湖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湖北黄石435002)

摘 要：朗格的情感符号理论在20世纪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她站在哲学前沿的制高点上，运用辩证原

理对音乐的情感、音乐的虚幻性质、音乐的直觉顿悟及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深刻

地论述。显示了她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音乐哲学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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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苏珊·朗格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

艺术理论家，是继恩斯特·卡西尔(Emst C幽sierer

1874—1945)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符号学一哲学大p币。

她独特的艺术符号哲学理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引

起艺术界广泛关注，至今其生命力愈加旺盛，特别

是她用符号理论探讨艺术哲学问题．对艺术本质的

独特见解更加引起学术界的兴趣。为音乐哲学向着

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5年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朗格逝世的消

息时，称朗格为美国当代“居领导地位的哲学家”，

可见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非同一般。作为美国乃

至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符号学哲学大师，为何对

音乐如此看重，这与她从小生长在具有良好音乐环

境的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父亲安东·卡拉斯

是钢琴家和大提琴家，经常带朗格出席音乐会，与

演奏家们面对面交流和感受贝多芬、莫扎特、肖邦

等音乐家们的经典作品，她随父亲学习钢琴和大提

琴，亲自演奏音乐大师们的作品。在父亲的直接影

响和辅导下。她也成了感受音乐的行家和乐器演奏

能手。她的母亲爱尔斯是一位诗人，对诗歌有着极

大的天赋和爱好，常常在家诗兴大发、高声吟诵。真

挚的情感触动了朗格幼小的心灵，培养了朗格对诗

歌的感悟能力，并能有感而发，像妈妈一样激情满

怀地朗诵与创作。在这样充满音乐与诗歌艺术气氛

的家庭中．朗格自然获得了艺术的真谛。或许正是

对音乐与诗歌的痴情和深厚的功力及想象逻辑的

天赋和敏感。致使她以音乐作为突破点和契机去建

立自己的艺术符号论哲学。

她虽然为女性．既不善言笑．也不热心社交，她

深居独处饱赏大自然之美。她将铁杉、桦树和瀑布

看成是理性思考中至关重要的三个基本条件。她常

漫步在森林深处，信手捡拾那些奇形怪状的枝权和

小石子。住在森林小屋，以烛光代替电灯，在充满林

涛和鸟鸣的环境中思考与写作。她习惯在黑暗的环

境里展开思维，她认为这是极好的构思环境，在黑

暗中书写也成为她的爱好，练就了在黑暗中凭直觉

写作的本领。并养成了在黑暗中挑灯夜战的习惯。

朗格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伟大的德国民族精

神，她钟情于德国神话，认为“神话是形而上学思维

的初级阶段．童年的幻想很可能成为哲学中清晰而

系统的理性得以从中产生的非理性的源泉”。【唰她

的这些主张体现了德国民族精神，同时也深深地渗

透在音乐、神话和哲学等领域。作为卡西尔的学生，

受其影响．她于1942年写出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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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著作《哲学新解》，首先提出了艺术符号论之概

念，继而于1953年出版《情感与形式》，对卡西尔符

号形式哲学和《哲学新解》中的艺术符号形式论进

行全面论述。

一、音乐是表现人类普遍情感的符号

《哲学新解》从符号形式哲学的一般意义引出

艺术亦是符号，《情感与形式》则将这一理论进行了

全面的推广、阐述与论证。《心灵——论人类情感》

则进一步为这一论题的全部理论寻找科学的基础，

也就是寻找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基

础。音乐作为情感表现的艺术形式(符号)，它应该

是生命永恒的形式。首先把它与推理性符号区别开

来。它是非推理、非系统符号的表象性符号，是情感

形式的意象。它的表现可以将心灵和人类个性的所

有方面呈现出来．引导人们去建立一个情感运动的

生物学理论。音乐表现形式始终具有有机生命形式

这样一个事实．这使得情感生物学基础成为可能。

在音乐家对作品的投射中。情感是生命的浓缩形

式。音乐中的旋律、节奏、和声等要素，都集中表现

着“其不可感受的生命进程的深层结构，它是生命

的全部”。【1】19

在人类内在生命中，有着某些真实的、极为复

杂的生命感受，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不断地改变

着趋向、强弱、快慢；它们毫无规律地时而流动、时

而凝止、时而爆发、时而消失。对于这种内在的生

命，语言是无法忠实地再现和表达的。“语言只能大

致地、粗糙地描绘想象的状态，而在传达永恒运动

着的模式．内经验的矛盾心理和错综复杂的情感、

思想和印象、记忆和再记忆、先验的幻觉⋯⋯的相

互作用上面可悲地失败了”。“语言对于描绘这种感

受实在太贫乏了”。闭m人类的情感特征恰恰就在于

充满着矛盾交叉。各种因素互相区别又互相接近互

相沟通。一切都处于一种无绝对界限的状态中。语

言的描述只能强调它们的区别，无法将其转化为同

状态对应的可感形式。只有音乐既是包含多种复杂

含义的综合体，又能直接呈现在人类的知觉面前。

准确地讲，音乐就是将人类情感呈现出来供人欣

赏。把人类情感转化为同态对应的可感形式的一种

符号手段。

情感表现有两种含义：一是个人情感的直接流

露(自我情感表现)，二是某种情感概念的形象性表

达，即表现者对于某种更为广泛的情感的呈现。自

我情感表现产生于浪漫主义思潮在西方占统治地

位的年代，这种理论时起时落，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这派理论主张：音乐就是音乐家内心情感的流露，

只有当作曲家的情感集聚、浓缩、濒于迸发时，他们

才能创作出最感人的音乐作品。作曲家与作品中所

表现的情感必须具有完全相同的内心境况与内心

状态，二者融为一体，分不出真假，否则就不能再现

这种情感。朗格的观点与此针锋相对。她指出：“发

泄情感的规律是自身的规律而不是艺术的规律，”

“纯粹的自我表现不需要艺术形式”．“以私刑为乐

事的黑手党徒绕着绞刑架狂呼乱叫；母亲面对重病

的孩子不知所措；刚把情人从危险中营救出来的痴

情者浑身颤抖，大汗淋漓或哭笑无常。这些人都在

发泄着强烈的情感。然而这些并非音乐需要的东

西，尤其不作为音乐创作的需要”。闭嗡她嘲讽道：嚎

啕大哭的小孩恐怕比任何一个音乐家都表现出更

多的个人情感，可谁又会为了听她的哭声而去参加

音乐会呢?由此可见．现实中的大量事实都可以从

反面说明自我表现不是艺术的主题。作曲家的主观

情感与音乐作品中的“客观”情感有可能吻合，但绝

非必然，事实上它们经常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莫

扎特的作品与他个人情感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从

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情感去认识莫扎特在生活中

的情感，那就会产生误会。自我发泄、自我表现严格

地讲是一种暂时、个别的情感流露．它没有普遍性

和典型性，自然没有概念的抽象，因此，它还停留在

信号行为的水平上。朗格关于信号与符号的划分就

是从根本上对自我表现理论的否定．她主张音乐表

现的是一种音乐家所认识到的人类普遍的情感，一

种关于情感的概念。

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情感。这是一种

脱离了每一个人的情感。是人类普遍的情感，亦即

各具体情感的抽象物。朗格认为人类情感由具体向

一般过渡是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人类正是为了获得

关于客观情感的知识，掌握一般情感的概念才从事

艺术活动的。艺术所表现的是标示情感和其他主观

经验产生发展和消失过程的概念．是再现人类内心

生活统一性、个别性和复杂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就

是艺术形式的内涵。音乐这种极富情感张扬的艺

术，正是将获取的普遍性情感概念细腻而深刻地表

现出来，呈现情感本质与结构的任务由音乐完成起

来则得心应手，音乐表现的正是人类情感的本质。

万方数据



第6期 刘智强：音乐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 ．49鼍

个人情感只能作为把握普遍情感的一个媒介。

朗格对此作了如下说明：“音乐也可以表现我们没

有感觉过的情感和情绪．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激

情，其主题与自我表现的主题相同，必要时它的符

号甚至可以从各种表情征兆的领域中借用，但借用

来的示意性因素则是形式化的，其主题从艺术观点

看已有了‘距离”。倒朗格认为虽然在音乐中强调
普遍的情感。但并没有完全否认音乐家个人情感在

作品中的作用。既然个人情感可以作为把握普遍情

感的媒介，那么在主题上可以保持一致，可以通过

对自身情感的体验而对普遍情感有所感悟。甚至可

以从自身情感材料之中实行“移植”和“借用”．不过

这种移植和借用过来的情感必须具有代表性．是一

种形式化了的情感，亦即抽掉了具体内容的一般形

式。一般情感与个人情感永远保持着某种“心理距

离”。个人情感的真实性反映在作品中就转化成了

虚幻的普遍性情感．也就是“把这些内容传达给我

们理解力的就不是相关的信号而是符号形式”。12脚

音乐创作过程中借用具体真实的情感进行情感概

念的抽象。抽象出的形式便成为情感符号、“表达意

味的符号、全球通用的表现情感经验的符号”。I撇

二、作为“时间幻象”、“直觉顿悟”的音乐

真实情感一旦进入到艺术中．就自然成为具有

普遍意义而非现实的虚幻情感。因为艺术世界本身

是一个“虚幻世界”。艺术家就是在虚幻世界里进行

艺术抽象。抽象出情感概念来，作为一种特殊符号

展现在人们面前。朗格认为艺术抽象是一种不同于

科学、数学和逻辑的抽象。她不是通过归纳概括的

方法从某一类相似的事物中抽离出它们的共同形

式。因为在艺术抽象中不可能得到那种帮助我们把

握一般实事的理性概念和推论形式。艺术抽象所要

达到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既不脱离个别，又完全不同

于经验中的个别，比经验个别容纳了更多意味的东

西。欲想达到这一目的，其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创造

的东西成为幻象。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断绝这个幻

象物与现实的一切关系，同时，使其自身表象达到

高度完满，成为一个不用分析解释即可直观把握的

概念性形式。对此，朗格在她的《情感与形式》中这

样表述：“首先要使形式离开现实，赋予它‘他性’、

‘自我丰足’，这要靠创造一个虚的领域来完成，在

这个领域里形成只是纯粹的表象而无现实的功能。

其次，要使形式具有可塑性，以便能够在艺术家操作

之下去表现什么而非指明什么。达到这一目的也要

靠同样的方法——使之于实际生活分离，使他抽象

化而成为游离的概念上的虚幻之物”。“艺术家的使

命就是：提供并维持这种基本的幻象，使其明显地脱

离周围的现实世界，并且明晰地表达出它的形式，直

至使它准确无误地与情感和生命形式一致”。四7卜舯抽

象方法实施后。抽象物仍然呈现为一个具体形式，然

而它的一切方面都已附上了人的强烈情感，包含了

更多的意义，作为有机整体的艺术形象于是成了一

个情感符号。“符号性的形式，符号的功能和符号的

意味，全部溶为一种经验，即溶成一种对美的直觉

和对意味的直觉”。懈

幻想的建立致使艺术抽象成为可能。而艺术抽

象又是形成情感符号建立音乐符号理论的前提。因

此，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对各类艺术的“基本幻

象”进行了详细地说明。尤其对音乐的“时间幻象”

作了更全面地论述。朗格把音乐、舞蹈、戏剧等归为

。时间艺术”，音乐更是纯时间艺术。音乐的进行只

是在时间中延伸的过程．其意义的虚幻性决定了它

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时间的幻象”。音乐的时间是与

人的内心体验相联系的“主观事件”、“心理时间”，

音乐中的这种虚幻的、主观的时间比现实中的物理

性客观时间(时钟时间)要广阔得多、复杂得多、也

丰富得多。它显示了深刻的生命意义，属于人类生

命直接感受的时间．借助它人们可以随时外化内在

生命的律动。朗格对此的表述十分耐人寻味：“音乐

的延绵，是一种被称为‘活的’、‘经验的’时间意象，

也就是我们感觉为由期待变为‘眼前’，又从‘眼前’

转变为不可变更的事实的生命片断。这个过程只能

通过感觉、紧张和情绪得以测量”。“音乐使时间可

听和连续可感”。p】胁璐

朗格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楚：音乐的主观心理时

间，正是人类在这个时间“经过”过程中的直接经

验，包含着人类丰富的情感。要在这个过程中表现

情感概念就要抽象——抽象结果必须既为具体听

的形式，又具有普遍的情感意义——必须包含超越

现实形式的内在意义——与现实鲜明有别、与自然

脱离——建立基本幻象，使抽象成为可能。经过这

样的步骤，普遍的情感与形式终于被联系在一起，

这时的形式是有意味的、表现人类普遍情感的形

式；这时的人类情感又是通过形式加以对象化的人

类情感，音乐中的表现与形式得到了完满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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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了解如此丰富的音乐形式的意味呢?朗格

的答复是依靠直觉。对于直觉的概念，不同哲人有

不同的说法和定义。柏格森把直觉看成一种与时间

相异。与经验和思维相对立的“生命冲动”；克罗齐

的表述更简捷明确：“直觉即表现”，把直觉与概念

截然分开。而朗格的直觉理论与他们有着本质的不

同。朗格认为直觉首先是一种最基本的智力活动。

“在我看来，所谓直觉就是一种基本的理性活动，由

这种活动导致的是一种逻辑的或语义上的理解，她

包括着对各式各样的形式的洞察，或者说包括着对

诸种形式特征、关系、意味、抽象形式和具体事例的

洞察和认识”。牌她把直觉看作一种基本的理性活

动，由直觉构建一种逻辑上的理解，对各种各样艺

术形式的洞察。同时她又认为：“直觉是一种基本的

理智的功能，这个词或许被用来说明某种没有任何

可证原因的知识的假设过程——从理性上无法预

言的事件预知，没有任何事实接近的实际知识等

等。它也被用作本能的同义词。实际上绝不是这么

回事。在这个意义上，直觉是直接的逻辑或语义上

的知觉，即：(1)关系的；(2)形式的；(3)例证或形式

示范的；(4)意味的直觉。【lJl矗朗格再次重申：“直觉

不是单纯的感知。而是情感、想象、感知交融在一起

的多种心理功能的综合有机体”。“正是这种以直觉

为基础的符号活动——在人那里自发而丰富．在动

物那里即使不完全缺乏也极为罕见——划分了从

实际环境中获得的对信号的聪明反应与标志着心

灵特征的理智功能的区别”。II】“-朗格把直觉与理性

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她认为两者的联系是必然的。

其原因在于“直觉根本就不是方法．而是一个过程。

直觉是逻辑的开端和结尾．如果没有直觉。一切理

性思维都要遭受挫折”。阳如果直觉脱离理性，不
发展为一个逻辑方法的推论。那么它只是一个火

花，认识也将停滞不前。

音乐的直觉是指人们对音乐作品“意味形式”

的直接把握和评价。它是“一种高级的人类功能

⋯⋯它的根源与推论的理性有着同样的深度．确切

地说，二者是相同的”。l’p这就是说。音乐的直觉与

在语言艺术文字符号中辨别出意思的洞察力有着

同样的原理，都是人类心灵的一种能力。然而，不同

点在于直觉的方式有它独特的一面，其过程远为复

杂。音乐的直觉不是从一个基本直觉进入另～个基

本直觉，逐渐构成某种较为复杂的直觉过程。它是

针对每一个有表现力的意味形式的直接把握或“顿

悟”。音乐创作和音乐欣赏中的审美活动就是一个

由商觉开始，“通过沉思渐渐对作品的复杂含义有

所了解”【聊的过程。这里的沉思并非推理而主要是
想象。在首先是直觉而后是想象的参与下．人们才

掌握了情感符号——音乐意味形式的真实含义。

三、音乐是“生命形式”的情感符号

朗格在论述艺术的“生命形式”时，不只是停留

在艺术现象上，而是紧密结合人类心理学和生理学

的现象。两者合力用来揭示艺术的本质。揭示艺术

的深层结构，并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朗格认为，生

命本身就是感觉能力，作为感觉能力的生命与人们

观察到的生命应该是一致的。只有当在感觉基础上

产生出来的直觉能力发现观照对象有着某种一致

的时候，观照对象才可能包含着某种情感，因为情

感实质上就是一种集中、强化了的生命，是生命湍

流中最突出的浪峰。“如果要使某种创造出的符号

(艺术作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就必须使自己作

为一个生命活动的投影或符号呈现出来，，必须使自

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

式”。m有了这种逻辑形式，直觉就能把握，欣赏者

就能顿悟其中的情感。生命的逻辑形式，朗格概括

为4个方面，即：(1)有机统一性；(2)运动性；(3)节

奏性；(4)生长性。这4个方面完全符合音乐情感符

号的特征。

有机统一性说明“生命体”是内在复杂性、严格

性和深奥性多种因素的有规律的结合。整体内的各

种要素绝非混杂、简单排列，它们都相互依赖着构

成一个完美的“格式塔”。构成作品的各要素不能离

开整体，离开整体的成分必将失去意义，从整体中

去掉一部分，艺术都将遭到破坏。艺术作品的内在

结构呈现出一种有机形式，各构成的要素之间，比

如音乐中的节奏安排、旋律与和声的选择以及织体

样式等都呈现出一种神圣的契合。这种契合不可侵

犯，就像一个生命体中的组织具有排异性。违背了

这种契合，生命形式便被打破，情感表现便趋于消

失。

生命形式的运动性体现了生命体的不断地消

耗和不断地吸收，细胞和生命组织都处于不断地死

亡与再生的过程，整个生命都呈现一种不停息的运

动。运动一旦停止，有机体就会解体，生命也随之消

失。作为“时间幻象”的艺术。朗格完全同意汉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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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观点，即音乐是“乐音运动的形式”，把音乐的

生命归结到乐音在虚幻时间里的运动，而且“这种

虚幻性质的运动可以用无数的方法获得”。11】1亚

生命形式的节奏性最明显的在于呼吸和心脏

跳动，还有更多精细复杂的节奏活动人们没能很好

地感觉到。生命现象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存在与发

展．就在于它按照各种方式的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生命的交换。艺术的节奏同样维持着艺术的生

命。音乐是节奏的艺术，节奏对于音乐更显得有意

义．节奏与节拍给音乐注入强大的生命力。音乐节

奏不只是在旋律中出现，在和声、调性、对位等各种

要素中都有节奏的表现。不能把节奏只看作频率和

周期的表象，他们只是节奏运动的特例。朗格认为，

节奏应该是一种连续事件的机能性，是一种经历了

开头和结尾的变化过程，“节奏的本质是紧随着前

事物完成的后事物的准备⋯⋯是前过程转化而来

的新的紧张的建立，他们根本不需要均匀的时间，

但是其产生新转折点的位置，必须是前过程结尾中

固有的”。聊苟朗格把节奏与机能而非时间联系起

来，大大拓展了对节奏认识的视野。节奏不只是音

乐所固有，各类艺术都拥有节奏。

对于生命形式的生长性。朗格认为各类艺术作

品都同样遵循着生长、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音乐中

的呈示、发展、再现、变奏、回旋等等，都强烈地反映

出生命的这一特征。旋律中级进与眺进及上下起伏

的线条；和声中不协和音的解决；对位中的卡农进

行；调性功能的对置及布局；织体的变化与统一；高

潮铺垫与形成等等．无不对作品起到生长性的作

用。生长性特征有时候表现为一种相对静止的心理

效果．呈现出方向性的动势。表面上静止的永恒形

式，而实际上却表现出永不停息的变化和持续不断

的进程。这种运动不是移位，而是凭借各种方式都

可令人察觉或想象的变化。

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原则，人类通过艺术形式

来识辨、了解内在生命的活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生命形式的全部特征都体现在了艺术形式之中，尤

其在音乐中可以看到比其它艺术更生动的现象。

四、掩盖在“生命形式”中的情感内容

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历来都是音乐哲学家们争

论的焦点。没有哪个流派、哪种学说能将这个问题

解答的滴水不漏，令人诚服。朗格的理论尽管很严

谨．但仍然存在着就形式避内容的倾向。朗格很重

视音乐的情感，在她的《心灵——人类情感》这部著

作中。贯穿着对情感的论述。然而，她的最后结论：

情感似乎只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生命运动的形式。情

感的内容自然为形式所利用，淹没在形式里，不再

呈现于理论的视野中。作为音乐这种时间幻象性艺

术。它的内容很难从它的形式中独立出来。其原因

正是朗格所说．它是由“直觉和想象传达生命骚动

的艺术符号”。闻堪从一般的逻辑意义上讲，内容与

形式是紧密相连不可脱离的。内容之所以成为内

容，是因为它具有了形式，如果没有相应的形式，就

不可能表现特定的内容。反之。艺术的形式也不可

能没有内容，再抽象的形式也会有自己的内容。内

容可以是思想也可以是情感；可以是具体的，也可

以是抽象的：可以鲜明确定．也可以似是而非。即使

是那种完全难以言说的内在心理状态。只要它有所

表现，也可以成为内容，只是它完全与形式不可分

割，只能深藏在形式之中。音乐正是这一情况的典

型。朗格虽然接受了内容自律论者汉斯里克的“乐

音运动形式”这一说法，但她不同意汉斯里克将形

式和内容看成相同的东西．她虽然始终没有直接提

出音乐内容的概念，但她常把情感加以塑造，通过

“意味”、“意义”的概念贯穿在形式中，势必将情感

已经作为形式中的内容了。朗格将音乐中形式与内

容之间的关系作了以下说明：“在一个富于表现性

的符号中，符号的意义弥漫于整个结构之间，因为

那种结构的每一链结都是它所传达的思想的链结，

而这一意义(更确切地说，是非推理性符号的意义，

即有生命力的内涵)则是这一符号的内容，可以说

它与符号形式一起诉诸于知觉”。阳朗格很赞赏贝

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句名言。她所说的意味

的形式就是内在生命的情感。朗格理论的目的很清

楚，既不是用形式主义否定内容，也不是用表现主

义否定形式，而是要调和兼顾两个方面。她的音乐

情感符号理论所充分体现的正是这两者的统一。

朗格的情感符号理论在20世纪占据着重要的

地位，她站在哲学思辨前沿的高度，运用辩证原理

对音乐的情感、音乐的虚幻性质、音乐的直觉顿悟

及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

深刻地论述，显示了她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艺术哲学

的独特能力。她赋予音乐艺术的“生命形式”情感符

号的意义，为现代人探索音乐打开了思路，为音乐

哲学向更科学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研究她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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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助于改变我国音乐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提高

我国音乐哲学理论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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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年间，歙县唐模村(今属黄山市徽州区)许承宜、许承家兄弟二人俱考中进士。一授庶吉士，一授

编修．均属翰林院，故有“同胞翰林”之说。

许承宜。字力臣，康熙三年(1664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给事中。典试陕西，察民疾苦，上六疏，

语中利害．直声大著。著有《宿影亭集》、《青岑稿》、<西北水利议》。许承家，字师六，号来庵，承宣弟，康熙二十

四年(1685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著有《猎徽阁诗文集》。

唐模村头至今仍矗立着“同胞翰林”石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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