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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研究中听觉问题的被发现

人的审美判断、文化阐释活动都建立在感官感

知的基础上。古今中外很多重要的哲学家、美学家

均将视觉和听觉并列为最主要的感官认知。（1）柏拉

图认为“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黑格尔

直接将视觉和听觉称为“认识性的感官”。自古以

来，人们借讨论听觉和视觉而生成了大量关于哲学、

艺术、审美问题的表述。拿听觉来说，从毕达哥拉斯

的“比例”、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从我国的《乐记》、《乐论》到《毛诗大序》，都能整理出

事关日后“音乐”艺术形式和听觉审美的丰富话语。

从古至今，人类文明对视觉的重视总体来说甚

于听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颂扬视觉为认知

和洞见的途径。新柏拉图主义、中世纪经院哲学和

启蒙运动将光和可见性的隐喻推向极致，例如达·

芬奇把视觉尊为领会真理的知觉，把眼睛叫做“心灵

的窗子”。特别是到了今天，文化研究领域里经历了

所谓“视觉转向”，视觉的现代化很自然地被认同为

现代文化的感性标记。在现代文化研究领域，近些

年来当人们在热烈地谈论“景观社会”、“拟像”，互联

网、新媒体和“读图时代”时，往往只看到了视觉的方

面，而剥离了或忽略了“景观社会”、“拟像”，互联网、

新媒体里面丰富的听觉手段、技术和效果。如此一

来，对于现代文化感知的分析只能是片面性的。

在现代体验中，对于声音和听觉的重塑同样是

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声音的物理属性在19世纪以

来得以被发现、度量、操控。1876年，人类见证了第

一次的电话交谈。两年后，爱迪生的电磁录音技术

发明使得个体的声音可以超越有限的寿命而不朽。

1899年，马科尼的无线电技术使人的声音得以跨越

英吉利海峡进行传播。当电话、留声机和收音机在

现代世界普及开来的时候，声音逐渐除去了其转瞬

即逝的属性，让我们的耳朵可以跨越时空去感知。

凭借电磁录音和传输技术，声音可以被再造、复制，

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发音的源头脱节，并实现了商业

和文化市场上的买卖、消费。有关声音、听觉和收听

的技术及使用模式，变成了社会各行业和领域比如

医学、军事、行政办公和娱乐工业等等的标准组成部

分。（2）这些事实都质疑了那种所谓现代科学和理性

都是从视觉文化思维中成长起来的看法，迫使我们

再思考到底视觉与图像的话语特权意味着什么。对

声音和听觉在现代生活中的文化角色的重视，就是

对视觉文化所裹挟的现代性理解提出质疑。所以，

若对现代的听觉文化进行研究，就能够在视觉文化

之外，为理解现代性提供新的脉络。事实上，20世纪

初期文化研究的先驱如本雅明、阿多诺等就已从听

觉技术和听觉感知角度，对现代文化的轨迹做了表

述和预言。（3）

尽管如此，对于现代听觉的文化研究在20世纪

绝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视

野；声音、耳朵和听觉问题很少变成理论焦点。（4）与

繁荣的现代视觉文化研究相比，现代听觉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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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处于话语起步状态。音乐学无法单独来处理纷繁

的现代听觉艺术及文化现象，而声学、听觉技术、媒

体研究、现代通讯、艺术理论、语言学、传播学、电影

研究、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些专家逐渐意识到相互间

对于听觉及听觉文化意义的共同兴趣，逐渐造就了

目前正在形成中的听觉文化研究话语谱系。对听觉

文化（英语里称为 sound culture，sonic culture，hear-

ing culture，或 auditory culture）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

在国外出现的一种文化研究取向，体现了“科际整

合”的思路，将文艺美学、音乐学、社会学、文化研究

和艺术哲学、影视文化、流行文化研究等学科交叉在

一起，探讨包括音乐又更加广阔的听觉文化现象。

听觉文化研究将人类对声音和听觉的感知、生产和

消费做为思考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说是文化

研究在当代条件下，调动历史里零散、孤立的相关知

识，对以往人类听觉经验和听觉话语的融会贯通。

它与音乐诸学科（5）最大的不同是将音乐形态放在声

音现象、感知与听觉文化形态变迁的大格局下面，重

视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听觉科技因素对人类的声音

感知、听觉艺术形式变迁所起的关键作用。

二、雷蒙德·默里·谢弗的“声音的风景”

和“听觉生态”理论及实践

谢弗在其代表作《为世界调音》（1977）里问道：

“人和其环境里声音的关系是怎样？当这些声音改

变了又会怎样？”（6） 他宣称，“声音风景研究的家园

领地”是位于“科学、社会和艺术”的交叉路口。其工

作打开了分析声响经验的文化表述路径。“声音的

风景”这个新名词的空间比附意味十分明显；其目的

是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附着在其“栖居”的具体的

自然、技术，和文化空间里，来对声音的构成、形态、

历史进行文化分析。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被工业、技术、商业

所污染、破坏的环境时，还很少有人思考“声音环境”

的危机。“声音的风景”概念的提出，就是将听觉的

感受放入到人所栖居的生态文化中去考虑。当环境

的、美学的、文化保护和现代文化批判的价值介入

时，问题就上升到了“听觉生态”（Acoustic Ecology）

的层次。“听觉生态”研究是基于环境主义、生态主

义价值观而对声音风景所做的审美和文化批判。

为了有效地比照工业时代前后“声音的风景”及

“听觉生态”的不同，谢弗采用了“hi-fi”（highfidelity，

高保真度）和“lo-fi”（low fidelity，低保真度）的对照

性表述。（7）他把“hi-fi”定义为“声音的重叠交叉不那

么频繁；有比较多的前景和背景的立体层次”的声响

环境。(8)自然环境下“音景”里的气候和生物都是有

声的存在。在录制和分析音响环境时，谢弗及同事

发现“hi-fi”音景具有宽广的音谱。如西蒙·弗雷泽

大学的威斯特坎普所言，从来就没有“匿名”的无来

由的声音；在非技术手段干预下，“声学的色彩斑斓

化”（acoustic colouration）的丰富效果是由具体环境

里面的回声、共鸣、温度、风向风力、湿度等综合决定

的。这是因为“当声波穿行的时候，遭遇了与环境的

多方互动”。（9）这样所造成的斑斓化音响色彩给聆听

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包括关于自然环境的物理线

索、空间的容量感和方向感，使得听觉优游于丰饶的

音响空间。

前工业时代音景的“声学视野”（acoustic hor-

izon）是辽阔的。聆听者可以从很远之外确认家园

的方位。当代的“lo-fi”音景由于内燃机和电力的充

斥，造就了街道、工地单调、持续、模糊、机械性的低

频声响，严重地侵蚀了日常有机声响韵律，减损了个

体“听觉空间”（aural space）。当遮蔽效果强到个体

无法听到自己的脚步和低语时，“个体的听觉空间已

经被压缩到少于人体自身限度”。（10） 在闹市和工业

区的很多音景里，声音或者被窒息或者相互混杂，使

得有效信息变成信息失效的噪音。个体与环境被噪

音的“声墙”（soundwall）隔绝。（11）

音景的恶化导致现代人听觉能力萎缩到只对声

音有两极反应：“吵闹的”与“安静的”、被注意到的和

没被注意到的、“好的”（喜欢的）和“坏的”（不喜欢

的）。现代人用双层玻璃或背景音乐将“lo-fi”噪音

挡在外边。音乐在这种状况下成为阻隔局部环境的

“听觉香水”，不再是能动的听觉艺术表征。如果说

噪音是听觉外在的敌人，那么其所培育的现代听觉

观念则是内在的敌人。人们宁愿在耳朵外面构筑

“音墙”来营造虚幻的自主感，（12）而不愿聆听耳朵和

内心真正的感受。听觉现实和观念的这些负面效

果，被谢弗归因于“声音帝国主义”（sound imperial-

ism）。（13）谢弗提醒道，听觉可以被利用为防御、操控、

攻击的武器。听觉生态环境若成为人与人、人与自

然争斗的战场，听觉生态会与人的听觉一起成为牺

牲品。

《为世界调音》是谢弗的标志性成果。之前的著

作有《清洗耳朵》（Ear Cleaning，1967）、《新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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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ewSoundscape，1968）、《噪音之书》（TheBook

of Noise，1970）、《环境的音乐》（The Music of the En-

vironment，1973）。《为世界调音》自从1977年问世以

来，至今为门生和新一代学者所重视，是现代听觉文

化研究的奠基之作。

全书由四部分组成，“先前的音景”、“后工业音

景”、“分析”，和“倡导声响设计”。为了寻找和建立

研究话语，该书穿越于历史、地理、社会学、自然科学

的迷宫之间；这从各章的标题如“大自然的音景”、

“生活音响”、“乡野音景”、“从城镇到城市”、“工业革

命”、“电气革命”、“标记法”、“分类法”、“感知”、“形

态学”、“符号化”、“噪音”、“聆听”、“听觉共同体”、

“音景里的韵律和节拍”、“声响的设计者”、“有声花

园”、“寂静”、“对音乐的超越”中可得知。第一部分

为现代音景做了历史回顾。第二部分分析了工业革

命给音景带来的低频率持续噪音，及电气革命带来

的“音响分裂”（schizophonia）——电磁技术得以将

“发音”与“接收”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割裂，从而能被

用来控制音景。从这个角度，谢弗提出了“噪音等于

权力”的敏锐提醒。（14）在第三部分，谢弗阐述如何在

文化研究里为听觉分析打开描述和分析的空间，探

讨了文化的构成形态和声音的符号表意等问题。第

四部分号召为人类的自然及社会生存环境做听觉重

塑。

谢弗的著作既为环境主义者、声音艺术家提供

了听觉纲领，又为后继文化研究学者开辟了崭新的

听觉领域。谢弗的加拿大同胞，传媒学大师麦克卢

汉也很推崇《为世界调音》。这本书所初步提出的听

觉问题，在21世纪初已经生成多方位的研究空间。

对谢弗来说，关注听觉生态需要耳朵、心灵和头

脑，三者缺一不可。谢弗的影响力也体现在三个方

向：耳朵——对听觉的再发现、强调和训练；心灵

——对环境和生态的审美、人文价值追求；头脑——

“声音的风景”和听觉生态研究的学术运作。三者的

内在不可分割性使得听觉生态话语的影响力持久且

深远。

从卢梭、本雅明到阿多诺再到谢弗，他们关注听

觉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自身耳朵的灵敏。谢弗还

是位资深的音乐家。他1933年出生于安大略省，从

1945年到1955年在多伦多的皇家音乐学院学习了古

钢琴、钢琴和音乐理论，1956年至1961年受加拿大艺

术委员会（Canada Council for theArts）资助去伦敦和

维也纳广泛学习语言、文学、音乐、哲学。他先后在

纽芬兰和西蒙·弗雷泽大学任教并成立听觉文化研

究和电子音乐工作室。其音乐活动和创作得到过加

拿大音乐理事会奖章（the Canadian Music Council

Medal，1972）、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Fellowship，

1974）、加拿大首届 Jules Léger 奖（1978）、首届格伦

·古尔德奖（GlennGould Prize，1984）、Walter Carsen

表演艺术杰出奖（2005），2009年获得总督颁发的终

身艺术成就奖。谢弗的音乐创作标新立异，广泛涉

及舞台、声乐、器乐，室内、交响、电子音乐等门类。

其题材偏重东方情调和自然意象，以俳句、佛经、泰

戈尔诗篇、雪花、钟、花园等为主题，标题有很强的视

觉性和文学性。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时兴在户外演

奏谢弗的作品。

谢弗批评视觉模式在社会文化里的过度支配，

对普遍的听觉感受力萎缩现象感到担忧。他设计了

一套“听觉洗涤”（ear cleaning）练习，包括在散步中

以保持和提高听觉注意力的“声音散步”（sound-

walks），记录“听觉日记”等。谢弗对不同音景的分

析表述也是建立在听觉经验之上。听觉经验和感受

又反作用于听觉生态的实践层面，使得谢弗的理念

在西方的建筑声学、园林设计、都市规划等领域也深

入人心。

谢弗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蒙·佛雷泽大学创

办“世界音景计划”（World Soundscape Project，简称

WSP）。WSP的早期成果包括1973年的“温哥华音

景”（15）（The Vancouver Soundscape）、“加拿大音景”

（SoundscapesofCanada）的田野录制和研究分析。1975

年，谢弗一行对位于瑞典、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苏格

兰的5个村庄的声景进行了细致的调研和记录。（16）而

后，谢弗的《为世界调音》和巴里·楚拉克斯的《听觉

生态手册》（Handbook for Acoustic Ecology）分别于

1977年和1978年出版，奠定了听觉生态研究的基本

轮廓。WSP多年来的田野实践及理论阐述逐渐在全

世界造成影响。1991年，威斯特坎普在新成立的《音

景通讯》（The Soundscape Newsletter）上写道：“把被

噪音污染的世界改造为拥有重塑性的、创造性的声

音环境是WSP组织的使命。音响生态学除了要对抗

噪音污染，还要规划健康、诱人的声音环境。其任务

还包括保持耳朵的敏感性、小型城市的规划、立法、

设计有声的公园和绿地，并对过去以及现在有价值

的声音进行创造性保存。”（17）

1993年，全世界150多位学者、艺术家来到西蒙

·弗雷泽大学参加“为世界调音：第一届音响生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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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研讨会”（TheTuningof theWorld:The First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 Ecology）并组建了“世

界听觉生态论坛”（TheWorldForumforAcousticEcol-

ogy，简称WFAE）。从那以后，WFAE每3年都会举办

一届国际研讨会，与会地点至今已经遍布世界。（18）其

学刊《声景：听觉生态学报》（Soundscape：theJournal

of Acoustic Ecology）于2000年创刊。在世界上很多

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德国、奥地

利、意大利、芬兰、英国、日本等也成立了分会。（19）近

年来，听觉生态的研究和实践角色日益分化。世界

范围内既出现了更多训练有素的“听觉记录者”

（phonographers），视野广阔、方法多元化的研究者也

日渐增多。（20）

谢弗的环境保护理念预设了以自然、自由为上

的价值，这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潮流的激进一脉。

在21世纪的今天，音响生态研究和实践已更多地应

用于处理文明社会实际声音风景问题和“声音遗产”

保护。21世纪初，国外听觉文化实践随着国际文化

交流也逐渐进入我国。广州市曾在2004和2006年举

办过两届“亚洲录音艺术与科学”（广州）文化节。

2005和2006年，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在北京、上

海、重庆和广州组织了“都市发声”项目，7位英国声

音艺术家利用这些城市的声音环境进行创作，还邀

请各个城市的居民描述他们最具印象的都市环境

声。（21）在应用学科方面，我国的建筑声学和园林设

计领域目前也开始接触到音景及听觉生态学的基本

理念。（22）

三、参照及借鉴的价值：

生态美学和现代媒体、文化研究

美学在其创建者鲍姆加通最初的界定和最宽泛

的意义上，就是“感性学”。耳朵所获得的“感性”，不

管是艺术形态的音乐还是非艺术形态的人文、自然、

历史音景，都包含丰富的美感因素。谢弗所创立的

“声音的风景”、“听觉生态”研究，是从听觉方面来探

讨人与自然和环境之间的感性关系，因此内在地包

含着审美问题。具有音乐家身份的谢弗本人亦从审

美的角度譬喻道：“有必要把音景构想为一个巨大的

音乐谱曲，并不间断地运转；要问问怎样做可以改进

其乐队音响和形式，带来丰富和多样的效果。”（23）虽

然谢弗没有着意开拓“声音的风景”及“听觉生态”话

语与当时在西方新兴的环境美学进行深层互动，但

两者在听觉角度达到契合的可行性是不言而喻的。

西方的环境美学张扬对自然的审美。国内生态

美学在世纪之交的兴起则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

系为基础，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

与自身的审美话题。谢弗的声音风景和听觉生态研

究也与之相通，因为它既是美学的生态的，又是历史

的文化的，是人文和自然在听觉方面的交叉。总之

从学理上看，谢弗的声音风景及听觉生态研究一方

面可以做到与我国历来的听觉审美表述及听觉审美

意境发声对话，以诠释和扩展生态美学的听觉维度，

另一方面还可以凭借其在听觉上的细致分析和实

践，将西方环境美学的诉求在听觉方面落到实处。

谢弗对后工业声音风景的思考，又与其加拿大

同胞，传播学和媒体研究奠基人麦克卢汉的听觉思

考一脉相承。麦克卢汉认为一切媒介均是人的感觉

延伸，其技术本质是对眼睛耳朵等的模拟及超越。

在谢弗之前，麦克卢汉已经探索了视觉和听觉的不

同文化属性和功能，提出了“听觉空间”（acoustic spa-

ce）概念——听觉既在时间里又在空间里；因为耳朵

不像眼睛那样聚焦、透视和分割信息，所以听觉空间

是有机、流动、发散、包容的。（24）麦克卢汉对于听觉

空间所做的论断，是其关于传媒演变总体论述的有

机成分。从媒体模式的角度，麦克卢汉把文明的演

变划分为“部落时代”、“脱部落时代”和“重新部落

（地球村）时代”；三个时代的传播方式依次偏向口语

（倚重于听觉）传播、文字（倚重于视觉）传播和电子

传播。他关于听觉空间与视觉空间的论述又糅合在

了这三个时代中的两次转型：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

的转换，以及听觉空间的回归。相对于文字时代单

调的视觉主导空间来说，电子时代唤醒了耳朵的回

归。麦克卢汉认为，电子时代的听觉主导空间并不

只依靠耳朵这一种感官，视觉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而没有听觉的加入，单靠视觉很难实现由电磁波造

就的虚拟“现场”交流。这时候，交流似乎又回到了

“面对面”的起点，人们似乎又重新返回了听觉空间

的时代。（25）媒介社会学的后继大师鲍德里亚深刻分

析了后工业社会里所充斥的“拟像”，这是对麦克卢

汉媒介和技术文化理论的发展。其“拟像”不该被理

解为仅指视觉之“像”，还应包括现代技术对听觉感

知的重塑。

不论是麦克卢汉还是鲍德里亚对于声音和听觉

“本体”的标举、体验和表述，都不及搞音乐出身的谢

弗那样深切。而从另一方面讲，谢弗的听觉生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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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需要在“文化”思考方面的扩容，因为一个声音

风景最终是以听觉主体人类自身为旨归，与文明比

与自然更相关。谢弗的听觉理念受20世纪70年代环

境保护思潮的影响，尽管在今天仍旧是切题的，但其

话语框架驻留着将自然和文化进行简单二元对立的

倾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谈及

感官时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

产物。”（26）可见听觉本身就是不断被文化所建构，包

括关于听觉的话语的和审美趣味，和决定了谁该去

听什么的社会关系。声音风景和人本身均是持续地

被文化和技术所建构和重构的。只有当我们把社

会、文化、科技以及我们在文化中的身体都看作是人

类历史的产物，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感官。

再者，听觉的文化问题不纯粹是耳朵的问题，还

必须与视觉、文字等其他符号方式放在一起通盘考

虑。这是因为听觉服务于头脑中的整体文化思维；

人听到一个声音，就会下意识地寻找发声者、发声目

的并进行意义辨识。头脑里的这些活动调用了文化

联想和与视觉、文字经验的符号化连接。也就是说，

人是文化的动物，符号的动物。人的听觉空间与动

物的不一样，只能是文化空间的一部分。聆听者在

自己的大脑里将自己投射到想象出来的文化空间

里。这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在电子时代更需要综

合研究包括视觉听觉等的全体文化。而这，也就是

在谢弗之后，西方听觉文化研究逐步迈入文化研究

主流的总趋向。这样一种趋向，也丰富了现代审美

和文化研究的自身。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风东渐下的
中国都市听觉文化：从晚清到现代”（09YJC751088）和广东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听觉文化在中国的兴起”

（09R-05）的阶段性成果，并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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