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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声音的文学想象
——— 中西通俗小说中的“留声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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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声音现象，应是现代性研究的参照对象之一。声学科技改变了时代的声
音结构，文学作品对现代性声音的想象，通过对声学科技产品基本功能的艺术想象表现出来。留声机作为重
要的声学科技产品之一，它的文学形象浓缩了世界文学对现代性声音的各种想象，在文学活动中，留声机既是
一种文学形象的想象，也是一种文艺思想的象征。这一文学现象使得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西方的类型小说
有了横向比较的基础，象征着现代性声音的“留声机”是这些作品的核心意象，而对这一意象的研究，将有助
于我们深入思考中西方文学现代性声音的文学想象模式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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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ry Imaginations of Sound Modernity
———The “Gramophone”in Chinese and Western Popular Novels
FENG Xi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sound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is one of reference objects of modern research． Acous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the
voice of the modern age，the imagination of literary works for modern sound has been expressed by art
imaginations for the basic function of acous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ducts． As one of important
acous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ducts，the literary image of the Gramophone has concentrated the
all kinds of imagin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to modern sound． The Gramophone is not only a kind of
literary figure imagination，but also a kind of literary thought symbol in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This literature phenomenon make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fictions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ave the foundation of transverse comparison，and symbolizes that the Gramophone of
modern sound is the core image of these works． And the study about the image is helpful for us to
think deepl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mod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odern sound in literature．
Key words： modern； sound； acoustic technology； Gramophone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类在即时通讯与电磁声学方面的技术突破，标志了声音领域的现代性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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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的超越。人类声音感知、听觉想象的内容与范围不断扩大，现代声音景观的基本构成与古代时期相
比多样且复杂； 新世纪下的人类听觉与声音感知方面的变化 ，成为比视觉更加瞩目的一种文化现象 。挣
脱时间与空间对倾听、交流地束缚，是各类声学技术追求的目标。留声机作为一种聚合时空的技术，成
功地为人类提供了不同时空下倾听 、交流的经验。留声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经历了从声音记录到音
乐复制的变化，其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人们对留声机的功用认识也日趋多样 ，或
是将其异化为某种异己的恐怖力量 ，或是视之为道德净化的圣物，或是当作饱含情感的通信工具等等，
这些形象凝结为那个时代文学作品的想象共同体 。同样，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留声机作为一种
艺术象征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美学内涵 。

一、另一种现代性： 声音参照物
现代性，是一个牵涉问题很广、内容纷繁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现代性的本质、类型以及主要
特征与分期，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值得肯定的是，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它代表的
是一种与古代截然不同的现代时间意识 ，一种意识到人类历史线性向前发展的时间意识 ，一种从宗教的
时间循环观念中解脱出来的时间意识 ，使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界限清晰县明确。通过改变人们的时间观
念进而形成新的现代性观念，科学技术在期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卡林内斯库曾将现代性分为两
类，即“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 （ 作
［1］（ P48）
为文明史阶段现代性是科技技术进步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 ） ”。
科学技术显然在现代性观念形成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那么，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视觉图像在现代性塑
造中的作用，在学理上是否圆满呢？ 在当前中国现代性问题以及文化研究方面，将视觉、影像与图像作
为其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范式 ，而将声音与听觉排斥在外的做法是否合适呢？ 如李欧梵在《上海摩
登》一书中，以“视觉性”这一思路为线索，对 30 － 40 年代上海的“现代性 ”想象进行研究，“‘现代性 ’既
是概念也是想象，既是核心也是表面……我打算大胆地通过‘解读 ’报刊上的大量图片和广告把我的笔
［2］（ P71）
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对现代性想象建构的实践，并不仅仅局限于
墨都放到‘表面’上”。
，
视觉与图像 富有现代性特征的听觉与声音，同样被当作是对现代性的外在表现 ，因此，从声音技术的角
度，对现代性问题进行研究，可进一步健全现代性研究的理论思路 。
简要来说，“现代性的声音”指涉的是声音的时代性问题，是对声音在现代社会物质进步与精神想
象的过程中的应有地位与价值的还原 。在人类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时代拥有不同的声音特征与声音组
成，这些声音构成了不同时代社会大背景的要素 。从欧洲中世纪乡村、城市里的教堂钟声，到法国大革
命城市响起的急促的枪炮声与战鼓声 ，再到工业革命时期火车、轮船的汽笛声，声音见证了时代的进步，
随着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大 ，在城市中，甚至连噪音也成了文明程度的象征。“1920 年，一位
日本官员首次访问纽约便评论到，‘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城市的噪音 ’，一开始他被周围的喧闹
声吓坏了，后来他很快对倾听这些噪音以及识别不和谐音在内的各种声音 ，表现出了兴趣。他对采访记
［3］（ P115）
毫无疑问，社会的声音类型
者说道‘假如我明白了这些噪音的含义，我就能弄懂文明的内涵 ’。”
与构成的变化，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物质创造活动 ，曾经搅扰艺术家创作灵感的四轮马车的马蹄声和车轮
声，逐渐被分贝等级更高的有轨电车的刹车声与铃铛声 ，以及蒸汽机车汽笛的尖叫声所取代，从这个角
度上来说，人类所制造的工具的声音分贝等级不断提高 ，恰恰是人类技术与文化进步的表征 。
人类的第一代声学技术产品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 ，即电气时代。通过有线电报，人类已经在
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远距离即时讯息的传递 ，这种技术上的突破，为人类最终实现声音的即时记录与传递
做好了铺垫。如何记录声音与如何传递声音，对那时的声学技术学家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即
实现人与人的远距离即时交流，必须掌握记录声音与传递声音的技术 ，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亥姆霍
兹（ Hermann von Helmholtz） 的电磁学理论为这一声学技术的突破 ，提供了关键理论。 另外，亥姆霍兹的
《论声音的感觉———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 》一书，通过对声音的物理学与生理学理论的交叉分析，使
人们第一次对声音结构与音乐科学有了深入的认识 ，在此书的启发下，美国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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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实验，最终于 1876 年成功生产出能够发送清晰声音的电话机 ，这标志着人类声学技术进入了快
速发展的新时代。除了电话机之外，留声机、无线广播等声学技术产品的相继出现，使人类的身体有史
以来第一次将耳朵作为感官认知与满足的对象 ，而不再仅仅把眼睛作为认知的主要感官。 本为解决远
距离即时性交流的难题而取得的声学物理技术的突破 ，最终丰富了人们的娱乐与消费文化生活的样式 ，
声学技术催生了音乐欣赏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而这种变革反过来又带动了一个新的文化产业的形成 。
如果说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在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中的功用不容小觑 ，那么，留声机，这个对人类的音
乐欣赏与消费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声学技术产品 ，它的出现既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它在
现代都市消费文化与文学想象中的变迁 ，与在现实功能与文艺功能上的双重作用，深刻反映了人们对
“现代性的声音”的想象方式的变化。正如安德鲁 · 琼斯教授所言，“留声机已然深刻地改变了音乐消
费的本质和语境，事实上，‘时空压缩’类型作为大卫·哈维定义现代性状况的基本特征，留声机是其最
［4］（ P54）
重要的一种形式”。

二、声音现代性的技术表征
毫无疑问，声音现代性的技术表征，鲜明地体现在留声机的发明与推广运用之上 。1877 年，留声机
率先由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之后不同国家的发明家对留声机的音质 、外观、唱片材质、制式进行了多
次改造完善。一般来说，在英语中“留声机”对应着两个单词，各有所指。Phonograph 是指由爱迪生发明
的圆筒留声机，这种留声机用手柄摇动，以包裹在圆筒外面的用来记录与复现声音的涂蜡锡箔纸而闻
名，当留声机采集声音时，唱针根据声波强度在锡箔纸上刻下起伏不平的纹路 ，重放声音时唱针便沿着
那些起伏不平的纹路再现声音。这种留声机刚出现时音质较差，外形笨拙不便于携带，尽管爱迪生毕其
一生不断改进这种留声机的音质 ，其他同类留声机的音质与之相比也确实难出其右 ，但由于爱迪生沉湎
于纯粹的技术改造，仅仅将留声机作为声音记录与再现的工具 ，抵触将其作为音乐欣赏的工具而逐渐被
大众与消费者遗忘。Gramophone 是指由美国人埃米尔 · 伯林纳 （ Emil Berliner） 于 1887 年发明的圆盘
式留声机，又称作唱盘机，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的时候，“伯林纳的圆盘式唱机无法作为声音记录设
备，
这是唱盘机和留声机相比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唱盘机仅仅是一种声音重放设备 ”。 后来，“伯林纳
设备的录音过程可以制作一张录音母盘 。这一做法最终使得唱片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一张母盘可
［5］（ P14）
唱盘机使用虫胶制成的黑色胶盘再现声音，这便是通常在我们印象中的
以翻制出无数的唱片”。
留声机样子。当留声机采集到声音时，声音振动通过电磁转化，变为唱针的机械运动，在旋转的黑色胶
盘上刻出花纹与沟槽，黑色胶盘的表面覆有涂层，因而通过这些划痕记录下了声音的振动，当唱针划过
这些划痕时声音便被重放。正是由于伯林纳的唱盘机在迅速复制唱片上的优势 ，使留声机的功能最终
从一种声音记录与回放的工具，慢慢发展成为一种音乐复制与再现欣赏的家用设备 ，在音乐领域的大规
模使用使留声机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留声机最终引起大众的注意，是因为它在狂欢节、歌舞厅以及
便士游乐场里露面了。如果不是这样，仅仅依靠新鲜感的话，它在科技上的先进性，尤其是它的娱乐价
［5］（ P14 － 15）
值恐怕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就会从公众的视野内消失 。”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 20 世纪 20 年代经济大萧条前的这十年，称为
“爵士乐时代”，该词象征了一个经济高度繁荣，消费主义极度盛行的时代。 爵士乐，这种新生的被老派
绅士视为“颓废”、“放荡”的音乐形式，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而爵士乐的普及与留声机的推广两者之间
的关系又密不可分。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最初 20 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在城市化与移民潮的双重作用
之下迅速膨胀，大量涌进美国城市中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劳动力 ，加剧了美国社会多样化、多元化的经济
需求与文化需求，音乐，尤其是通俗音乐，在这一时期无疑成为凝聚美国国家精神的文化力量 ，而古板的
古典音乐形式并不被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劳动人民所青睐 ，应运而生的是人们对黑人音乐的热爱 。
“切分音舞曲吸引了美国人的耳朵和舞步。 黑人音乐突破了流行歌曲出版界炮制出的那种以温情如
歌、和谐旋律为代表的沉稳的维多利亚传统 。饱含着原生态的黑人言语和文化特质的黑人歌曲登上了
［5］（ P21）
节奏强劲，情感奔放的爵士乐歌舞曲，虽然脱胎于非洲原住民的音乐，然而，它却不光是非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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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裔美国人娱乐文化的主要形式 ，甚至也成了美国上层人士精神娱乐的首选 ，爵士乐逐渐成为一种跨越
身份、种族与阶级的文化象征。“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非洲音乐变成了内涵丰富而又神秘的事物： 一
座未被开发的宝藏，正等待着新兴的唱片工业加以挖掘 。从一开始，录音唱片就跨越了种族和社会的界
限……拉格泰姆爵士乐（ ragtime） 引爆了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音乐狂潮。 拉格泰姆爵士乐的节奏颠覆
了美国流行音乐的口味……这一新的黑人音乐类型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跳舞热潮，而留声机 （ 还有唱盘
［5］（ P22）
机或是唱机） 自然而然地成了它们的载体。”
留声机从一个最初仅用来记录与再现声音的实用机器 ，最终因在通俗音乐，尤其是爵士乐消费文化
中的关键性作用而名声大噪，它作为第一代音乐播放器，是后世的录音机、随身听、LD、CD 机、Ipod 等新
型音乐播放机的鼻祖，它在音乐载体发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不容置疑 。留声机在使用功能上的变化，既
是其自身技术完善与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也是人类对听觉的审美能力，以及音乐的美学内涵的认
识逐步深入的过程。留声机记录与再现声音以及在音乐复制方面的奇特功用 ，极大地激发了文艺家们
的想象。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文艺思想中 ，留声机开始以一种文学想象与理论隐喻的方式出现 ，这既客
观地记载了留声机基本功能的变迁 ，又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的文艺家对留声机的文学想象 ，这些想象或
怪诞，或奇幻，或悲情，却成为留声机一种文艺功能的独特表现 。

三、作为文学想象的“留声机”
在文学活动中，留声机既是一种文学形象的想象，也是一种文艺思想的象征。 首先，留声机之所以
会成为一种文学形象，一则是文学反映时代与社会的文艺法则使然 ，一则也是人们对留声机的实际功能
的好奇心理使然，这种好奇激发了人们对留声机的艺术想象 。其次，在西方小说中，无论是留声机的声
音记录功能还是音乐播放功能，都被赋予一种神秘、诡异的色彩。中国现代学人对以留声机为代表的西
洋“奇技淫巧”的浓厚兴趣，使他们更容易将它与现代文艺思想相联系，原因在于他们将留声机等现代
科技产品当作现代文明的象征，因此，在中国现代文艺家那里，留声机被赋予了除旧布新的文艺现代化
的艺术内涵。
（ 一） 西方小说中留声机的文学形象
1892 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喀尔巴阡古堡》（ Le Chateau des Carpathes） 问世，与这
个时期的非现实主义小说一样，这部小说充满了世纪末诡异、梦幻的艺术情调。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
说首次将留声机作为一种艺术对象予以表现 ，其中不乏大胆的揣测与想象，比如小说中的留声机具备了
当时并不存在的显像功能，既能听见声音又能看见形象 （ 事实上，这种想象与后来出现的电影的功能相
吻合） 。故事发生在奇谈怪说盛行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 ，在那个时代特兰西瓦尼亚几乎成了灵异鬼怪
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小说虽然是在讲一个多少有些怪诞 、离奇的恐怖故事，然而其叙事姿态则是科学
与反迷信的，“倘若讲述的故事今天还不大可能发生，那么，由于科学的昌盛，在明天它必将成为事实
［6］（ P4）
……况且，在这重实践、讲实效的十九世纪末，神怪传说已不再时行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神秘、怪
诞的故事之所以扣人心弦，原因在于作为新科技代表的留声机所展示的奇妙功用 。 小说首先叙述了在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维尔斯特村不远处的高山上 ，有一座喀尔巴阡古堡，那座城堡早已破败荒废、无人
居住，它的主人鲁道夫男爵在外云游多年 ，生死不详，可后来一到晚上，古堡里就传来女高音的歌声，村
民里曾有好奇的人想弄清楚此事 ，结果被一系列恐怖的事件吓坏了。后来一位路过此地的曾与鲁道夫
男爵打过交道的弗朗兹伯爵也想一探究竟 ，于是潜入了古堡，发现原来鲁道夫男爵已经秘密回到了古
堡，他因爱人———意大利女歌唱家斯蒂拉———香消玉殒而心灰意冷，离群索居不愿被人打扰，每到夜深
人静的时候，他便用留声机播放被录制下来的斯蒂拉的最后几场演出 ，纯净、优美的声音使鲁道夫男爵
沉浸在对往昔的美好回忆里。留声机这个现代都市文明的产物，在古老偏僻的乡村所引发的一系列使
人惊恐的事件，无疑是对留声机奇妙功能的一种夸张化甚至妖魔化的想象 。
1897 年爱尔兰作家 B． 斯托克发表的恐怖小说《德拉库拉》（ Dracula）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当
随后，
作是《喀尔巴阡古堡》的姊妹篇。这部小说阴森、恐怖，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题材———吸血鬼文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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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有意思的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也在特兰西瓦尼亚 ，居住在偏远乡村的吸血鬼德拉库拉伯爵，远渡重洋
来到了大都市伦敦，并最终留在了城市中继续作恶。留声机在这部小说中，与其说起到了情节衔接的作
用，倒不如说是对一种新的叙事形式的隐喻 ，小说以人物之间的书信往来、日记记载与报刊报道作为叙
事的主要方式，西方小说以书信体叙述故事的传统流传久远 ，而在这部小说中，留声机以记录下的声音
直接叙事的方式，或许形成了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尝试性挑战 。作为驱魔人的苏厄德医生，与其他用书信
［7］（ P63，P316）
他俨然成了一位现代科
和日记交流的人物不同，多次以留声机录音的方式陈述自己的判断，
技的操作者，他的科学家的身份，也理所当然地使他最终战胜了德拉库拉伯爵的邪术 ，毫无疑问，苏厄德
医生成为科学主义思想消除蒙昧主义荼毒的象征 ，留声机则是这种象征的形象载体。
1899 年英国作家柯南 · 道尔发表的短篇小说《日本漆盒 》（ The
除开上述两部哥特风格的小说外，
Story of Japanned Box） ，也讲述了同样谜一般的故事，而留声机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约翰 · 伯拉莫爵士
住在伊弗山姆山村一处古老的祖传家宅中 ，他的妻子早亡，留下了几个年幼的孩子，他带着这些孩子过
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曾在城市中见过世面的弗兰克·柯尔莫，应聘来到这里担任家庭教师，他发现了一
个久已存在，但无人敢解开的秘密———每到夜晚，伯拉莫爵士的书房总会传出已故女主人的声音，仆人
们和村子里人吓得毛骨悚然，他们都相信，伯拉莫爵士是个巫师，能让死去的人起死回生。 一次偶然的
机会，柯尔莫在书房的角落里睡着了，直到爵士夜晚来到这里打开一个精美的日本盒子 ，女主人的声音
从盒子里传了出来。原来说话的是一台留声机。伯拉莫爵士年轻时过着放纵、淫靡的生活，是他圣女般
的妻子感化了他，使他改邪归正。 在她弥留之际，“她担心我会在她无法影响我的时候变回原来的我
……她太了解邪恶对我的控制了，于是在她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录制了令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
［8］（ P199 － 200）
小说中留声机几乎成了辟邪规诫的法器 ，而对留声机的伦理化、正面化的文学想象，在那
话”。
个时期的西方小说中并不多见。
上述三部小说，基本概括了当时西方文学对留声机想象的几个特点 。 首先，留声机总是与神秘、奇
异、恐怖的故事相关联，折射出人们对科学奇迹的怀疑与好奇 。其次，留声机多被赋予女性化的形象，成
为男性生者对女性逝者爱恋的一种寄托 。对留声机的女性化处理，这在当时的西方社会是一种普适性
的想象。“对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家来说，留声机似乎不仅使人着魔，更特别的是，它被当作一种有着女
性化气质的危险事物。19 世纪 90 年代，大众营利性留声机作为一种办公室口述记录的机器 ，首次在商
业领域的使用，取代了原来女性文书助理抄写商业信件 ，更强化了留声机与女性之间的关联 。留声机有
一只 鼓 膜 可 振 动 的 耳 朵 与 喇 叭 形 的 嘴 巴 …… 俨 然 成 了 一 个 身 体 机 器，尤 其 像 个 典 型 的 女 性 身
［9］（ P172）
最后，留声机作为城市现代科学的象征，形成与愚昧、迷信的乡村奇谈异事相对立的一种文
体。”
明形象。
（ 二） 中国现代文艺中的留声机
作为舶来品的留声机，刚在中国出现就得到了空前热烈的吹捧 ，这既与爵士乐流行的国际化、市场
化趋势相一致，也与中国现代学人对现代性的想象活动有关 。一时间，中国现代文学里对留声机的描写
大量涌现。“留声机作为中产阶级休闲，城市品味与家庭幸福之必备良品，相当频繁地出现在中华民国
［4］（ P55）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瘦鹃的短篇小说《留声机片 》（ 1928
时期的城市通俗文学作品中。”
年） 。这篇小说讲述了在太平洋上有一座“恨岛 ”，岛上聚集着世界各地的情场失意人，人数达十万之
众，在这座因情而生的现代“巴别塔”中，有一位特别来客，他就是来自中华民国的“情劫生 ”，他与恋人
林倩玉二人本两情相悦，却被女方家人棒打鸳鸯散，最终，倩玉只得嫁作他人妇，“情劫生 ”则逃到这“恨
岛”上，一呆就是八年，希望能用时间消磨掉思念。 在“情劫生 ”即将去世时，他请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
录音师把自己临终时的话用留声机录下来，然后寄给倩玉，因为“信中只能达我的意，不能传我的声。
［10］（ P204）
不久之后，倩玉听着这留声机片郁郁而终。
她向来是喜欢听留声机的”。
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与柯南·道尔的《日本漆盒 》非常相似，周瘦鹃也是最早将柯南 · 道尔的作品
译介到中国来的翻译家之一，两个作品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必然 、直接的关联，不过，在周瘦鹃的这部小
说中，相恋的男女双方始终坚守着伦理上的清白底线 ，留声机或成为二者纯真爱恋的象征，这种处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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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既将西方小说对留声机女性化的想象方式推向极致 ，又与周氏言情小说的性爱伦理观相一致。 可以
说，周瘦鹃的这一创作是将传统文艺现代化的一种尝试 。
茅盾曾对周瘦鹃的《留声机片》有过批评，认为这篇小说只是在形式上模拟国外短篇小说，在内容
和技法上还是中国古小说的旧观念，“只可惜他们既然会看原文的西洋小说 ，却不去看研究小说作法与
［11］（ P36）
原理的西文书籍，仅凭着遗传下来的一点中国的小说旧观念，只往粗处摸索 ”。
他认为，小说对
“情劫生”情史与情事的描述过于简略，殆同“记账”，在小说技法上，《留声机片 》是失败的。 很显然，茅
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遮蔽了鸳鸯蝴蝶派小说性别化叙事的现代意义 ，更没有注意到留声机在
这部小说中的伦理象征。不知茅盾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对《留声机片》“记账 ”叙事的批评，恰恰抓住了
留声机的主要功能之一———声音记录。正是由于留声机的这种客观性功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声
机不光被用作文学形象的想象，更被当作是一种文艺思想的隐喻。 郭沫若曾用“留声机 ”这一现代意
象，提出文艺理论的“留声机论”。“‘留声机器’不消说是一个比喻，这里所含的意义用在现在就是‘辩
证唯物主义’。留声机器所发出的声音是从客观来的，客观上有这种声音，它和它接近了，便发出这种
［12］（ P62）
用留声机为再现论文艺思想提供形象说明，用留声机隐喻客
声音。有这种客观才有这种反映。”
观再现的表现方式，郭沫若的这种想象与表达的手段，尽管有简单比附之嫌，然而，他用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现代器物———留声机，阐发其现代文艺思想的做法，与他对中国文艺的现代性想象颇有关联 。
总之，将声音现象纳入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范畴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声学技术创制的器物入
手，进而转入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精神领域，无疑是论证“现代性声音 ”这一课题的有效性的合理路
径。留声机作为现代科技的典型代表 ，其客观记录声音，与录制播放音乐的奇特功能，作为一种时代化
的文艺想象的内容，深深地烙刻在了中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 ，这些文学作品对留声机神秘、新奇、性别化
的普适性想象，一方面折射出了现代人对现代性声音想象的多种可能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现代性声音研
究的媒介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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