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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听觉 ”： 听觉研究中的众声协奏
———“听觉与文化 ”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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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25 － 27 日，“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召开。研讨会由江西省哲学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主办 ，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和
国际教育学院联合协办。与会学者围绕“听觉与文化”这一核心话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听觉与文
化等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
大千世界“声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重返“听觉”，强调的是人类的多元感知平衡，重回到被遮蔽
的艺术现实、创作现实和批评现实。 当下，对于“听觉与文化 ”的探讨便极具价值和必要性。 人类对于
外界信息的接触依赖于各种感觉器官，各方面达到一种平衡性，正如加拿大学者梅尔巴 － 卡迪所言：
“耳朵可能比眼睛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对世界的认识 ，但感知的却是同一个现实。 具有不同感觉的优越
［1］（ p456）
但是，书籍、影视、网络等使人类对“看”的依赖持续增加，视觉的过
性在于，它们可以互相帮助。”
度运用已经对其他感知方式构成了严重的挤压 。 在此情境下，西方学术界对以视觉为中心的“图像主
义”提出了批评，要求恢复听觉感知的应有位置。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当中的重听传统也得到了重新审
视。国内听觉叙事研究的先行者、本次会议的发起人傅修延教授指出 ，各民族都将听觉沟通作为人类交
流的主要途径的原因： 其一，声音对情感具有催化作用； 其二，相对于视觉而言，听觉更具有生理上的优
势； 其三，视觉沟通向听觉沟通的转换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其缘由在于声音具有“点对面 ”的特
［2］
［3］
性。 听觉叙事的意义就在于“针砭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 得益于众多学者热情洋溢的研究和富
有成效的探索，听觉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增多，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所谓的“听觉转向 ”。 在
当前研究中，听觉与视觉、听与伪听、听与非听、听觉与文化、如何“矫枉”又不“过正”等等，是当代“听觉
转向”中面临的新课题。此次“听觉与文化 ”学术研讨会正是针对当前听觉研究中出现的诸情况、新问
题而展开。
本次会议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一是会议的议题系统集中，讨论包括听、听觉、声音与意义、声音与
文本、声音与图像、听觉与视觉、听觉与文化等涉及听觉的理论问题 ，还包括专门的听觉叙事研究。二是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老中青三代学者 ，理论探讨大胆深刻。 无论是资深学者还是中青年
学者，都立足于自己的研究，发表了对于听觉及其与文化的独特见解 ，学者们的真知灼见为该领域今后
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提交论文和大会发言的内容来看 ，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现综述如下：

一、听觉研究的基本问题探讨
从重视听觉发展到以视觉为中心 ，再到当下理论界对听觉的重新关注 ，其中经历了一系列转变。这
种转变引发了学者们对一系列概念的思考与探讨 ，比如听、听觉、声音、意义、脑文本、听觉叙事等。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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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研究中涉及哪些基本概念、范畴，要解决哪些理论问题？ 本次研讨会中，与会专家首先对相关理论
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听”、“听觉”的内涵与外延是此次研讨会聚焦的重要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傅修延教授在其提交的
会议论文《说“听”》中认为，“听”是唯一与人的生命相始终的感觉，汉语中的“听 ”有时候也指涉听觉之
外的其他感知。声音的发生与生命繁衍有密切关系，国人在涉及两性关系时常用声音譬喻。 声音的转
瞬即逝要求接受者集中注意力，人类听觉的相对“迟钝”反而有利于增强思维的专注和想象的活跃 。 听
觉往往比视觉更能触动情感，人类沟通之所以会从视觉符号 （ 手势 ） 向听觉符号 （ 语言 ） 演化，原因在于
后者更有利于较大范围内的全天候沟通 。傅修延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叙事学研究 ，曾提出“听觉叙事 ”
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术语，如“聆察”、“拟声”等。此次会议中，他又提出了“幻听 ”概念，并结合《红楼梦 》
等具体文本作了细致的分析，引发了在座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听”作为一个动作存在，它连接着声音和意义，更富有意味的是“觉”，一切文化皆由意义开始。 四
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赵毅衡教授的大会发言《关于意义问题的几点思考》认为，首先要对“意义 ”进行
思考和探讨，他认为不同的文化社群有不同的意义世界 ，物世界与意义世界的不同关联方式构成了三重
的复合世界： 实践意义世界、自在物世界、思索世界。人的意识作用于部分物世界而形成的实践意义世
界是人的意义世界的重要部分，人类通过认知、理解判断和改造取效三种推动来实现意义的实践化 。同
时，人类的意识通过幻想和筹划两种方式来构筑整个意义世界。“听觉”也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实践活
动，人类作为符号的动物，必须要追寻意义，我们对“声音”的探讨也应当从“意义”出发。
“听”连接着声音和意义，那么，人的大脑是怎样固化稍纵即逝的声音并形成蕴含意义的文本呢？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聂珍钊教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在研讨会上宣读的研究成果《口头
文学： 有关脑文本、声音和语言的思考》，认为口头文学不仅涉及到文学的起源问题 ，还涉及语言、文本、
文学创作、文学传播等一系列问题。 口头文学只是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即用口头表达了一种文学文
本。因此，需要思考在书面文学出现之前，通过口头表达的文学或文学文本在哪里 ？ 如果没有这种文学
或文本存在，口头是无法表达文学的。聂珍钊教授从文学的起源问题———口头文学谈起，进而提出“脑
文本”的概念和思考逻辑。他指出人是通过把感官的感觉作为记忆存储在大脑里形成脑文本 ，再通过
回忆并借助发声器官将脑文本转换为声音形式表达出来 ，或是借助书写工具通过某种能够表达特定意
义的符号将脑文本转换成可见的文本 。在此过程中，声音是表达脑文本的媒介，而语言是通过人的发音
器官以声音形式表达的脑文本。脑文本就是通过记忆存储在大脑中的文本 ，它通过回忆并借助人的发
声器官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这个脑文本，就不可能有通过口头表达的文学。
声音固化成脑文本，那么，能否从脑文本形成的图像中听出声音呢？ 南京大学赵宪章教授的报告
《诗歌的图像修辞及其符号表征》从诗歌的图像修辞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在诗意图中“绽开 ”与“屏蔽 ”
二元组合如何形塑其格式塔特质 。密闭在语言符号中的诗意被切换到图像中直接绽开 ，但是所绽开的
只是“诗眼”，也即是“撷取”最能表征诗意并可以被转译为视觉图像的部分 ，而并非诗意的全部，在使诗
眼绽开的同时也屏蔽了图像背后的世界 。这种语图之间的开阖有序煽动了诗意在图像中的若隐若现，
这也即是诗意图的双重性及其符号表征意义之所在 。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重新“倾听 ”经
典能够发掘出长久以来被我们屏蔽掉的“声音”，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
在探讨了听与听觉、声音与意义、声音与文本及图像的关系基础上，讨论听觉与文化便有了足够的
理论铺垫。很多与会专家对中国文化中的“听 ”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溯源与追寻。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王小盾教授在题为《夜对于上古中国人的意义》的报告中以大量墩墩汉墓出土文物的图片为例 ，向大家
详细讲解了这些图案与上古神话的对应关系 ，尤其是补充了近期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照片进行对
比，令人耳目一新。他还以殷商甲骨文中的记录论证了上古的科学文化是属于夜间的 ，继而从“掩蔽效
应”这一角度细致入微地对瞽矇和眡瞭进行了区分 ，指出了听觉和夜的一种深刻关系： 听觉是在进入黑
夜或某种神秘境界之后，才获得其特殊形式，因而结成凝寂虚无的心境。上古中国人是在同视觉相对比
的意义上建立对听觉的认识。随着农业发展和定居生活的成熟、知识和信息的增多、记录方式的变化，
视觉文化的上升和听觉文化的下降表现为某种历史趋势 。视觉文化虽然具有更为鲜明的工具性，更适
合进行理性表达，更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但是听觉是一种内在的能力，比视觉更接近人类的童年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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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更易于抵达智慧。
对于人类远祖文学的思考与探索引发了多位专家的积极响应 ，西安音乐学院的罗艺峰教授在会上
作了题为《＜ 文子 ＞ 的“听道”与中国“听”的传统 》的报告，他从文献资料上对中国文化中的“听 ”进行
了追溯，认为战国时期的《文子 》是我国首部完整提出“听 ”的哲学的重要文献。 这一文献不仅提出了
“听道”的总纲，将“听”分为耳听、心听和神听三个层次，还提出了“听 ”的目的。 这种“听道 ”既是对先
秦丰富的观点和思想的总结，同时又影响了后世“听 ”的传统。 除了对中国文化中的“听 ”进行理论梳
理，与会专家学者们还对中国文化中“声音”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蒋晶在其报告《声音文化与听觉回归———从音乐角度看 》中认为，声音作为人观念中
的情感与诉求的具体表达，影响了文化的生成； 可听与不可听的音景让我们了解到不同族群的声音世界
观； 以“聪”代“明”的盲人音乐家用乐声打通了听觉和视觉的障碍 ，声音在此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音乐
家与观众及队友之间默契的交流 。
古人的智慧和中华文化的积累是当代人珍贵的思想宝藏 ，但是我们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保
持清醒的头脑，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金惠敏研究员作了题为《论“内通 ”非
“通感”———道家通感论与钱钟书的误读 》的报告，认为钱钟书将庄子的“耳目内通 ”与文艺学上的“通
感”简单等同是对道家通感论的误读。 他认为道家通感论既是一个文艺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通感”属于庄子“内通”的初级阶段，而“内通”则是对“通感”的扬弃，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同
时他期望大家借此契机深入研究道家通感论 ，并勾勒出其基本结构或特征。
通过专家们对听与听觉、声音与意义、声音与文本、听觉与文化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与会者领略了曾
经一度被遮蔽的“听觉”的无限魅力，也激发了与会学者对于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新思
考。对于“听觉”基本问题的探讨为听觉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助于将听觉研究推向纵深发展。 当
然，这些理论是否有效有待于回到文学现场进行检验 。

二、“听觉”与“文化”的理论思考
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文化传播广泛而影响深远，当代影视、网络的迅猛发展带来社会的巨大
进步，更把人类带向了图像至上的极端境地。“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显得“虚无缥缈 ”，人们不知
不觉忽略了听觉感官的效能和意义 。 传媒理论大师马歇尔 · 麦克卢汉很早就在其《理解媒介 》中关注
到了这一倾向，特别提出了“听觉空间 ”的概念。 声音、听觉与文化讨论的必要性就在于人类就生活在
一个声音的世界中，听觉文化渗透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听觉文化研究可以消除既有视觉文化至
上的弊端，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人类生存环境 。对于听觉与文化的理论思考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 。
对于听觉和其他感官的关注和强调 ，显然是对视觉在当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
一现象及其后果的反思与反抗。中国人民大学的耿幼壮教授在大会发言《召唤与召命 》中指出，当前比
反思和反抗视觉在当代思想和文化中占据支配性感知能力更为紧迫的任务是探寻其成因 ，并找到相应
的对策。他认为真正产生实质性变化的并不是视觉感官本身 ，而是视觉形象或观看的对象在性质上出
现的畸变。只有改变视觉形象本身，才有可能恢复各种感官和感知能力的平衡与和谐 。因此，探究听觉
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诗学和文化任务 ，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和政治任务。 耿幼壮教授的观点得
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王馥芳教授的呼应 ，她在大会发言《听觉互动之于文化的建构性———基于“图像至
上主义”的文化破坏性 》中以聋人文化为出发点，从“图像至上主义 ”之于文化破坏性的极端原型范
例———聋人文化所展示的五个交际偏好模式出发 ，详细分析了“图像至上主义 ”终极发展之于文化的两
大潜在破坏性恶果： 完全“消灭”听觉行动和解构诸多社会文化规范，并在探讨两大潜在破坏性恶果基
础上反观听觉之于文化的建构性 ，强调了听觉互动之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敦副教授也支持以上观点 ，他在《“声音 ”和“听觉 ”孰为重———听觉文化研
究的话语建构》的发言中指出，文化理论、文化研究中的“听觉 ”或“声音 ”议题，尽管在文艺理论、传媒
学、艺术史等的互动下逐渐受到关注 ，但能够用来展开有效讨论的话语框架仍然匮乏 。他以视觉文化研
究话语框架为借鉴，对“声音”和“听觉”进行了深入的研判： 听觉性议题比声音性议题更有讨论的价值 ，
声音问题包含在听觉问题之内。他认为对这两个词语的辨析与取舍是当前听觉文化研究基本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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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也是当务之急，听觉文化研究建构的方向在听觉而不是在声音 。
听觉文化研究的发展理路也是众多在座专家学者关心的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定家研究
员作了题为《格拉提亚的觉醒———浅谈超文本语境中的互文性理论 》的报告，从超文本语境中的互文性
理论分析与研究引发了是否存在“互听性”的思考。“互文性”说到底是文本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彼此
对释、意义共生的条件或环境，超文本打破了书面世界的环境限制 ，赋予了互文性以鲜活的生命，就如同
皮格马利翁唤醒格拉提亚一样，超文本解放了被书本“纸封”的互文性，使沉睡于书页中的死文字，变成
了欣悦自由的活文本。但网际写作，文本的主体隐藏 IP 之后的“假面舞会 ”之中，原创性已经不起“递
相祖述复先谁”的叩问，“作者之死 ”已成为数字化写作的“常态 ”。 尤其在超文本语境中，滚屏阅读，
“文无所本”，在热链接交织成文的超文本状态下 ，读者以拟作者的身份博弈文本主导权 ，读与写的界限
更加游移不定，不再有独立的文本，只有文本中的文本。他认为既然人说话所使用的语言是及物的，那
么声音之后就一定会有图像呈现 ，反之，有图像也就一定会有一些潜在的声音 。东北师范大学徐强教授
在题为《当代汉语文学里的声音世界———断想与札记 》的报告中与大家分享了他阅读大量文学作品时
所作的札记，分别从作家的声音创作、作品中人物的声音叙事、听知觉叙事、象声词、声音形式等方面对
各种文本中的声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为大家关注当代汉语文学里的声音世界提供了
很多新的观测点和研究思路。
“听觉转向”已日渐成为中西学界的共识，恢复视听平衡的呼吁日渐声高，诚如加拿大学者马歇尔
·麦克卢汉所言，我们需要通过建立一个与“视觉空间 ”感知相异的“听觉空间 ”来治愈这种视听失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陆正兰教授对“空间 ”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她在题为《论音乐 － 空间文本
———一个跨媒介符号学分析》的报告中具体分析了音乐 － 空间双文本组成的全文本中的四种亚型： 从
古到今的空间功能为主音乐为辅的仪式音景 、现代出现的普泛化的音乐为主空间为辅的“音乐场所 ”、
空间被影视媒介化后形成的视觉中有声源的与无声源的空间与音乐的集合方式 。她论述了这四种亚型
形成符号修辞的四体演进的格局 ，昭示了音乐 － 空间在人类文化中的渐次变化，同时也是文化的声音空
间实践的体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博士生何一杰则对“噪音 ”进行了符号学分析，他在《符号
学噪音研究初探》中以意义为出发点，对噪音进行微观的深入和宏观的把握 ，意在从中梳理出一些离散
概念的脉络，探索一条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同是来自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博士生于广华在
《音乐视觉性的发展与视觉文化转向 》中认为，传统音乐注重音乐本身，人们只是去单纯地听音乐，但是
现在更多的是“看音乐”，当下，呈现出流行音乐传播媒介的视觉化、流行音乐表演的视觉化、流行音乐
创作的视觉化。音乐视觉性的强化势必损害了音乐固有的美感和韵味 。
叙述声音、声音修辞、空白等与文化的联系是学者们讨论的重要方面 。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刘勇
博士作了《黑暗中的声音： 作为叙述者的电影解说员》的报告，认为在默片时代，电影叙述者有可能会现
身发声，以电影解说员的身份叙述故事。电影解说员通过他的声音与表演将默片与戏剧的密切关系进
一步凸显出来。江西师范大学刘碧珍副教授在《从声音到叙述声音》中认为，“声音”是重要的叙事学研
究对象，视觉文化盛行之后，人们开始在声音的比喻意义上讨论叙述声音 ，因为叙述声音能呈现叙述主
体与叙述行为之间的关系，能帮助文本意义的生成与传达，所以无论是对于创作还是阅读而言，意义都
十分重大。南昌工程学院教师周莉莉在《韦恩·布斯的“倾听修辞”》中指出，劝说修辞以言传递权威之
“声”，解构主义认为修辞之言可以生成多样之“声 ”，而对于倾听修辞来说，“声 ”在言外。 这声音既不
对应“真理”言说，也不是言说自身的众声喧哗，而是聆听和吸纳自身言说之外的他者声音 ，寻求与他者
的共同立场。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涂年根博士在《于无声处听惊雷： 论听觉叙事中的静寂 》中认
为，作为声音文本的“空白”———“静寂”是一种重要的声音叙述形式。静寂在叙事中出现的原因主要包
括有些声音叙述者无法发出，某些特定事件无法用声音叙述出来 ，为了达到无声胜有声的叙述效果。静
寂传达方式主要包括直陈法和反衬法 ，对静寂的倾听要听之以心而不是听之以耳 ，静寂在听觉叙事交流
中的价值主要有修辞价值和增殖价值 。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周志高副教授在《听觉叙事对虚构世界的
建构》中考察了听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认为通过捕捉叙事作品中的声音，可以更好地感知其中的诗学
节奏、内涵意义、社会历史文化等； 通过智性的聆听，建构音景，使叙事凭借视、听双翼翱翔在可能的世
界。在谈及声音与文化的具体例子时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日籍博士生上田五月在《为什么日本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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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放爆竹》中对比了中日两个民族的年俗，认为日本人过年不放鞭炮的三大原因是 ： 日本人把过年鬼
神的来临视为福神而不愿放炮竹驱赶 ； 与大自然为友不惧怕象“年 ”这样传说中的怪物； 愿意倾听而不
干扰大自然的声音。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赵海涛博士所作的题为《 ＜ 多情多恨 ＞ 中的“Love”与
“恋”》的报告则从日本传统文学中的色事“恋”与西欧文学的舶来词汇“love”出发，对小说《多情多恨 》
中的男主人公的恋爱观和作品整体的恋爱关系进行廓清 ，向大家介绍了作家尾崎红叶在这部作品中创
造出的一种介于传统色事与西洋“love”之间的第三种恋爱模式，让与会人员再次感受日本传统文化的
独特之处。
听觉研究不是一般科学意义上的研究 ，而是在一种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下的研究。 听觉研究应从多
种维度进行，既要从源流学考察、借助特定“工具”考察（ 如前述王馥芳教授的考察） ，也要从文学和艺术
创作的文化意蕴考察。参会专家学者热情饱满、各抒己见，多角度众声奏鸣，使得既有命题的讨论更具
有一种现实价值和文化关怀。

三、“听觉叙事”： 多维立体的文学批评实践
随着学界对“图像至上主义”的批判和对“听觉”的日益重视，关于听觉、听觉叙事的研究日益增多。
本次研讨会上，众多学者提交了“听觉叙事”方面的报告论文。 这些论文从生态伦理、民族身份、音乐美
学等角度，对戏剧、小说、影视等艺术形式中的听觉叙事展开深入分析 。 这些报告中的批评实践涉及古
今中外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跨越时空，跨越文体和艺术类型，形成了对听觉叙事的多维立体性研究 ，这也
是对前述理论问题探讨的回应。
与会专家学者分享了他们在听觉叙事 、听觉与文化研究过程中对具体文本的思考。 学者们首先讨
论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声音表达 、听觉叙事与文化等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罗良功教授在题
为《诗歌声音与美国文学独立》的报告中认为，声音是自我表达与族群内部交流的重要手段，美利坚民
族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经历形成了民族内部的声音认同 ，罗良功教授分别以瓦尔特 · 惠特曼和艾米莉 ·
狄金森的诗歌为例，分析他们如何以自己创造性的声音实践开创了与英国和欧洲诗歌传统分道扬镳的
道路，推动了美国文学的独立： 惠特曼将物理声音改造成为情感外渗的通道 ，同时与美国社会认同关联
以赋予突出的文化意义，建构起一种全新的诗歌观念； 而狄金森常常因为声音来改变用词和句法、常规
拼写和排版，将声音物质化不仅获得了视觉印记 ，同时在语义和语法上都深深地打上烙印，从而反叛英
国诗歌传统、改造英国语言。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刘茂生教授作了题为《济慈诗歌中的音景与生
态伦理———以 ＜ 夜莺颂 ＞ ＜ 秋颂 ＞ 为例》的报告，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夜莺颂》和《秋颂》为例，
结合听觉叙事中的重要概念“音景”与文学伦理学的相关理论，重点阐释了济慈诗歌中的“音 ”与“景 ”
的和谐统一与生态伦理追求。济慈的诗歌中不仅有注重视觉的“风景 ”，更有以声音为特殊景观的“音
景”，两者相互辉映，构成了大自然的生态伦理秩序，彰显了和谐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由此表现了诗
人不同于常人的对真与美的独特感受力 。西北大学梅晓云教授作的报告《S． 拉什迪小说的“声象 ”写作
初探》，以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 · 拉什迪的代表作《午夜之子 》为例，指出这部小说里有丰富的文学之
“象”，作家创造了一个由语象、物象、味象、色象、声象构成的“象的网络 ”，其中“声象”写作是这部小说
的重要方面。作家的现实感悟和历史观，不是以思想文本的形式而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象的符示 ”来
传达的。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刘亚律副教授在《＜ 包法利夫人 ＞ 的听觉叙事 》中指出，人文科学领域正
在悄然发生重视听觉的革命，这为重读现实主义小说经典《包法利夫人 》提供了新的角度。 该小说里的
声响具有强大的“语力”，也是其叙事戏剧化艺术的重要手段 。声音在《包法利夫人》里可以视作核心事
件，它以“集束”音景的方式，叙述了一个追求畸形浪漫的女人的悲惨故事。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陈静
副教授在《聆察生活： ＜ 达洛卫夫人 ＞ 中的听觉叙事与音景 》中从听觉叙事与音景角度，研究英国作家
伍尔夫如何在《达洛卫夫人》中借助一系列听觉叙事与诸多声音景观聆察生活 ，小说中的听觉叙事对于
进行人物转换与推进叙事进程有重要作用 ，真实的音景与幻觉的音景形成可闻的存在并蕴含生活的思
考，小说中的听觉叙事与音景显示了声音的力量及声音与意识流动的交融 。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教师陈国女在《哥特小说与声音 》中指出，哥特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让人萦绕在恐怖的氛围当中，从
而产生惊悚、恐惧之感。而这种惊悚、恐惧之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小说当中的声音 。声音的特性让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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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愈加强烈： 一是声音的模糊性，让人对它充满着猜测和想象； 二是声音传播的现场感，容易让人卷入到
声音营造的立体环绕的听觉空间中而难以逃离 。
与会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听觉叙事也给予了多维度考察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卢普
玲副教授在《试论 ＜ 史记 ＞ 中的听觉叙事》中，认为《史记》中的声音叙述，不仅体现在“拟声”、“听声类
声”与“听声类形”等听觉叙事形式上，甚至也体现在说话者的语气、声调和重音等相关的声音信息上。
这些都帮助我们从“听”的角度重新认识《史记》的价值。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兴泰副教授在《＜ 诗经
＞ 听觉叙事譾论》中认为，《诗经》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声音的描摹 ，后世文学作品无出其右。 周人与
大自然之间天然无间的联系使大自然声音成为《诗经》中的重要音景，而发达的音乐文化造就了《诗经 》
中丰富多彩的音乐之声。江西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徐丽鹃博士在《周代礼乐教育制度下“六诗 ”之传
播》中认为“六诗”伴随周代礼乐制度衰落及诗歌传播方式的转变 ，讽谏教化的文本功能特征突显，由
“声义并用”转向“义”教的新阶段，最终形成诗有“六义 ”的教化体系。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
研究中心袁演在《赋体寓言的叙事疗救功能分析》中认为口传性质和听觉叙事，是瞍矇和乐师讲诵寓言
故事的主要模式，反映了早期赋体寓言的活态文学性质。 师旷、淳于髡以及《庄子》《列子 》中大量虚拟
的身有残疾者，是具有“通神功能”的叙述者，他们在讲诵寓言的过程中创造出通神通灵的神圣语境 ，实
现了文学的叙事疗救功能。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罗小华在《噪音和权力———孔子音乐美学思
想解读》中从诗教即乐教、音乐即秩序、尽善尽美的审美理念、崇雅乐斥郑声的艺术评判四个方面展开
论述，深入剖析孔子音乐美学的政治内涵 。在孔子看来，雅乐与郑声，和谐与噪音，秩序与颠覆的相较，
不仅仅是艺术评判，也是价值体系和权力之争。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欧阳江琳副教授在《 ＜ 长生殿 ＞
“以乐叙事”探赜———以“霓裳羽衣 ”为中心 》中认为这部音律上“句精字研，罔不谐叶 ”、敢与临川争胜
的剧作，可由听觉叙事的新视角，深入聆察其中层出叠现的音乐，分析作者“以乐叙事 ”的独特匠心。 九
江学院文传学院徐波博士在《芭蕉声里催诗急———论古代文学中的“雨打芭蕉”意象》中认为，雨打芭蕉
意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听觉意象 。中唐之后，雨打芭蕉由重视觉欣赏向重听觉欣赏演变 ，雨打芭
蕉呈现出声韵、节令、地域等丰富的美感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杨志平副教授在《 ＜ 红楼梦 ＞ 听觉
叙事刍议》中认为，《红楼梦》中的听觉叙事较为普遍，它极大地提升了小说自身的艺术价值，对凸显小
说多重意蕴起着重要作用； 听觉叙事有力地推动了情节演述，成功地强化了人物塑造，精妙地传达了小
说寓意，有效地增强了小说的诗化意味。
少数民族文学和儿童文学当中的听觉叙事具有独特的美学和文化认知价值 ，值得深入探讨。 江西
师范大学文学院曾斌博士在《少数民族小说中的听觉叙事与民族身份认同 》中认为，少数民族小说中听
觉叙事丰富。神授艺人、行吟诗人闭着眼睛吟唱，屏蔽共时性的现实，使得声音具有了历史性，声音叙事
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建构 。南昌工程学院教师易丽君在《儿童文学中的听觉叙事探
析》中通过“重听”经典作品《柳林风声 》来感知儿童文学独特的“听觉叙事 ”，认为儿童文学不仅通过
“拟声”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里创造出无限纯美之声 ，同时又保留了各种“人物”的个性之音。 儿童文
学运用“听声类声”和“听声类形 ”等声音叙事技巧唤醒读者的听觉记忆，激发读者的思维想象去欣赏
“声形交融”的视听世界。
此次会议专门就“听觉与文化 ”论题展开研讨，在国内学界尚属首次，其开拓性意义不言而喻。 国
内学界德高望重的专家们聚会洪城 ，就“听觉与文化 ”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见解，让与会
者“听”到了学术真知和见仁见智的大家争鸣 。会议的召开必将推动听觉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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