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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活动:人以美的音响符号进行情感交往的特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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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音乐活动是作曲家 、演奏家和欣赏者以美的音响符号为中介进行的情感交往的特殊方

式。在音乐创作环节中 , 表现为作曲家主体的本我的情感与物化为他我的符号文本的情感的自我交

往;在音乐演绎环节中 ,表现为演绎者与作曲家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心灵—精神交往方式;在音

乐欣赏环节中 , 则表现为聆听者通过音响符号这个中介与演绎者和作曲家进行的心灵—精神的双重

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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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音乐活动 ,本质上 ,是人类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一种特殊方式。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

看 ,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通过音乐产品(商品)的生产 、流通(传播)、交换

所进行的物质 、精神交往的社会活动过程 。从音乐美学的角度看 ,它是作曲家主体通过特定音乐

审美符号(作品)的创造使内在情感对象化的一种精神的自我观照和自我交往 ,并且以特定音乐

审美符号(作品)为中介通过音乐实践环节与他人(演绎者 、欣赏者)所进行的主体间的精神交往

的过程 。曾遂今的《音乐社会学概论 》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以社会学角度研究音乐交往的专著 ,

作者对我国当代社会音乐的生产 、传播 、社会群体的划分等问题进行较全面系统的探讨 ,使当代

中国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的模式和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揭示。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进

一步认识音乐交往的基本规律提供了重要的音乐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当然 ,我们也应该清楚地

看到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音乐交往与从音乐美学角度去研究音乐交往 ,其侧重点还是有所区

别的。音乐社会学更多地是从外在的方面去探讨音乐产品(商品)得以生产(创作 、制作)、流通

(传播)、交换的社会机制;而音乐美学则更多地是从内在的精神层面上去探讨审美主体间如何

通过特定的音乐审美符号(作品)的创造 ,并且以特定的音乐审美符号(作品)为中介 、如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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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 、欣赏的环节而实现彼此间的精神交往的过程 。它涉及到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主体间性 、符号

中介 、交往方式等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不仅可以扩展音乐美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而且可

以进一步加深对音乐审美活动的本质 、方式和特征的认识。然而 ,迄今 ,我国音乐学界对这些问

题似乎还没有展开较深入的研究。为此 ,笔者试图对音乐交往中的一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抛砖

引玉 ,以求教于学界同行。

二

什么是音乐活动的本质? 在笔者看来 ,音乐活动的本质是人们通过美的音响符号的创造 ,并

且通过美的音响符号形式为中介 ,传达 、交流情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活动。从

精神生产(消费)的角度看 ,音乐家的创造活动是通过特定的物质媒介———声音 ,构筑出一个能

给观赏者听觉感官带来美感的 、能满足观赏者精神需要的 、有意味的美的音响符号形式———音乐

艺术品;从精神交往的角度看 ,作为美的有意味的音响符号形式的音乐艺术品 ,一方面是音乐家

把自己心里曾经体验过的情感通过音响符号形式对象化 ,是音乐家自我情感的一种表达 ,自我观

照 ,自我对话;另一方面这种情感表达又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的 ,同时也是音乐家所处的特定社

会历史时期 、所属的特定社会群体的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的情感表达 ,也就是说 ,音乐家的 “小

我 ”情感实质上是他所属时代和群体的 “大我”情感的一种折射。因此 ,作为音乐家情感的对象

化的艺术品所表达的情感是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共鸣的社会性情感 。音乐家之所以成为音乐家是

能够把大家都感受到了的却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的感情用美的有意味的音响符号形式表现出

来 。在这个意义上 ,音乐家成为大众社会情感表达的代言人 ,而音乐艺术品则成为大众社会情感

表达的符号象征 ,成为在社会中传递和传播感情的一种手段 ,它的直接作用就在于促进情感的社

会化。音乐艺术审美活动由此成为音乐家与社会大众情感交往和互动的过程 ,成为音乐家与社

会大众主体间的情感交互和对话的过程。

1.音乐创作:作曲家主体情感的自我交往

作为美的音响符号的创造者———作曲家 ,其创作目的:一方面是 ,作曲家通过创作为人们构

筑出一个能给人的听觉带来愉悦感的符合美的规律的 “有意味的形式”的音响物;另一方面是 ,

作曲家希望通过美的 “有意味的形式 ”的音响物 ,传达作曲家主体内在生命情态的体验 ,在心

灵 —精神层面上与他人进行交往。在音乐审美交往活动中 ,以乐谱符号凝定的音乐文本是作曲

家把内在生命情态体验转换为内心音响想象 ,并通过内心的音响构筑 ,借助乐谱符号的书面化 ,

使之对象化为一个非音响的符号物的行为过程。通过乐谱符号文本 ,不可观照的心灵书面化为

一种可供观照的心灵 ,不可观照的内心音响书面化为一种可供观照的乐谱符号文本。换言之 ,乐

谱符号文本的实现是作曲家主体的本我外化为他我 ,内心音响外化为乐谱符号文本的过程 。柴

可夫斯基在创作经验时曾这样说道:“在我的交响曲(指 《第四交响曲》)中 ,没有一个乐句不是我

深深地感觉到的;其中每一个音符都是我性格的最真挚的部分的回声。” “昨天早晨我写好了歌

剧(指《黑桃皇后 》)的实际上的结尾 ,当我写格尔曼之死和最后的合唱时 ,我突然为对格尔曼的

怜悯心所征服 ,竟至哭泣起来……现在我相信我对歌剧主角的温暖的 、活生生的感情也亲切地反

映在音乐中 。”
[ 1]
书面化的乐谱符号文本成为独立于作曲家主体之外 ,然而又作为作曲家情感的

象征物的客体而存在着 ,当作曲家阅读自己创造的书面化的乐谱符号文本 ,或者在聆听自己创造

的音响化的符号文本时 ,实质上是作曲家与他所创造的情感对象化的符号(乐谱的 、音响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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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间进行的一种精神自我交往 ,这种交往既内在于作曲家主体亦外在于作曲家主体 ,是作曲家

主体的本我与他我的心灵 —精神的自我对话。

2.音乐演绎:演绎者与作曲家之间的情感交往

音乐表述是为他人而建构的 ,每一个音乐表述都以音乐交际领域而与其他人相联系 ,并充满

他人的回声和余音。音乐表述的开始是对他人表述的应答 ,在轮复一轮的应答和期望中音乐表

述充满的是音乐对话的泛音 ,音乐对话的张力存在于整个音乐表述之中 ,支配着整个音乐对话 ,

即使是音乐独白 ,只要它期待着应答 ,那么 ,它就是在对他人而言说 ,就在期待着应答 ,因而也就

参与了思想交流过程 。音乐音响符号的创造行为只是音乐审美交往活动中的一个环节 ,作曲家

的创作目的不仅仅停留在主体心灵—精神自我对话的层面上 ,它需要进一步对外扩张 ,在更大范

围内与他人进行心灵 —精神层面上的对话和交往。

巴赫金认为 ,自我存在于他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接壤处 。 “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 ,无法生

存 ,仅仅为了他人 ,通过他人 ,在他人的帮助下我才展示自我 ,认识自我 ,保持自我。”
[ 2]
巴赫金的

“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 “主体间性”,关于主体间性 ,哈贝马斯认为:“纯粹的主体间性

是由我和你(我们和你们)、我和他(我们和他们)的对称关系决定的 。”
[ 3]
我的存在是一个 “我之

自我”,我以外皆为他者 ,自我作为主体是一个生命存在的事件或进程 ,在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 、

不可重复的 、不可替代的位置 ,是一个确实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又是不完整的 、片面的 ,因为每

个自我在观察自己时都会存在一个盲区 ,就如同我们不能看见自己的脸和后背一样 ,但是 ,这个

盲区却可以被他者所看见 ,这种独特的个体视野即为每个个体都拥有的 “视野剩余 ”,这种情况

就决定了自我不可能是封闭 、完结 、自给自足的 ,自我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他者 ,除了自我内省

外 ,还需要借助他人的外位超视 ,从他人对我的感受中感受到自我在人群中的存在状态。由于世

界是主体间性的世界 ,对话也是人与人交往的确证 ,因而对话本身便暗含着一种双声现象 ,既反

映自我的话语指向同时也反映他人的话语指向。因此 ,作为作曲家心灵 —精神象征的乐谱符号

文本便成为作曲家与他人心灵 —精神进一步交往的重要中介形式 。此外 ,书面化的乐谱符号文

本并非音乐文本的最终实现形式 ,只有把非音响符号文本转化为音响符号文本 ,音乐文本才算最

终完成 。音乐文本的非音响向音响的转化 ,这需要通过作为他人的演绎者的演绎行为(奏 、唱)

的介入才能实现 。这种转化实质上是演绎者(指挥家 、演奏家 、演唱家)与作曲家以乐谱符号文

本为中介的心灵 —精神交往过程。演绎者与作曲家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心灵—精神交往方

式 ,一般来说 ,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演绎者作品的演奏与作曲家发生心灵—精神上直接交往。音

乐史上 ,有不少伟大作曲家 ,如海顿 、莫扎特 、贝多芬等等 ,在世时都曾亲自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

作品。在这种演奏中 ,一方面 ,作曲家可以把乐谱符号文本所蕴涵的作为创作主体的内在生命情

感的体验 ,以及乐谱符号文本所蕴涵的作为作曲家真正想要达到的实际音响文本等向演绎者进

行阐释;一方面 ,演绎者可以把自身对乐谱符号文本所蕴涵的生命情感意义的独特体验以及对乐

谱符号文本转化为音响符号文本的独特理解 ,与作曲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这种交流 ,在某种程

度上 ,使演绎者演奏的音响文本更逼近作曲家的心灵—精神层面 ,也更逼近作曲家心目中的音响

范本。如果从以文本为中心的经典阐释学的角度来看 ,处于这种交往方式的演绎活动 ,应该说是

一种比较理想完美的演绎活动 。然而 ,这种交往方式是有前提条件的 ,它要受交往主体双方历史

时间维度的限制 ,也就是说 ,交往主体双方必须处于同一历史时间维度才有进行直接交往的可

能 ,失去了这一前提条件 ,交往主体双方则无法进行直接交往。在乐谱符号文本的传播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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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者与作曲家处于同一历史时间维度的 ,毕竟占少数 ,大多数的演绎者与作曲家是处于不同的

历史时间维度(历史时期)的 ,那么 ,两者之间的交往只能作为 “在场 ”的演绎者与 “不在场”的作

曲家的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心灵 —精神的间接交往 。这种交往则属于第二种。在这种间接

交往方式中 ,演绎者面对的是一个作为作曲家心灵 —精神的象征物的乐谱符号文本 ,这个乐谱符

号文本以无言沉默的方式呈现在演绎者面前 ,它需要演绎者的阅读和演绎行为的开启 ,才能向演

绎者显现自身蕴涵的意义并与演绎者进行对话。对于作曲家来说 ,乐谱是他与演绎者进行对话

交流的主要中介 ,他通过乐谱符号表达他意欲表达的音响形态 ,把演绎者的演奏行为规范在自己

允许的范围内 ,使演绎者演绎的音响尽可能符合自己意欲表达的音响。对于演绎者来说 ,乐谱是

他与作曲家进行对话交流的主要桥梁 ,因此 ,演绎者一方面通过对乐谱的仔细解读 ,希望尽可能

地理解和接近作曲家意欲表达的音响形态 ,乐谱符号成为他再现作曲家意欲表达的音响形态的

重要依据 ,它规定着演绎者对每个音符和每个演奏动作的处理 ,使演绎者的演绎音响和演绎行为

处在一个有序的形式规定之中 。演绎者的任务就是在通过他对乐谱的解读和演奏把被过滤掉了

的丰富 、生动 、感性的音响形态尽可能地再现出来 。另一方面 ,演绎者通过阅读作曲家的生平传

记 、创作手记 、书信等等 ,从中了解作曲家内心的真实世界 ,在精神层面与作曲家交流对话 ,在深

刻理解作曲家的意图的基础上 ,才能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体验融合到作品中去 ,在作品允许的

范围内把想象力发挥到最广和最深的程度 。著名女钢琴家古伊奥玛尔 ·诺瓦斯以独特而感人的

风格演奏肖邦的作品而闻名于世。当传记作家迪安·艾尔德问她:“你弹奏时 ,你主要考虑和追

求的是什么 ?”她说:“啊! 我首先考虑的是遵照谱子的要求 ,我尽力按照作曲家所写的去读谱 ,

考虑作曲家所设想的弹奏效果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弹钢琴的人都有的责任 。”艾尔德问:“你是

如何理解肖邦的 ?”她答:“我读肖邦的传记 ,他太痛苦了 ,有时令我边读边痛哭起来。我说`为什

么这个可怜的人因为要使我们得到他的音乐而受这么多苦呢 ? ……肖邦和舒曼生活里的痛苦使

我有许多感触。”由此可见 ,真正伟大的演奏家他们的演奏之所以能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 ,不仅

因为他们具有高超娴熟的演奏技巧 ,更因为他们能够在精深层面与作曲家交流和对话 ,通过他们

的演奏把作品中蕴涵的作曲家的精神世界展示给广大听众。

3.音乐欣赏:欣赏者与演绎者 、作曲家之间情感的双重交往

如果说音乐演绎是演绎者与作曲家之间通过乐谱符号这个中介与作曲家进行的情感对话的

话 ,那么音乐欣赏则是聆听者通过音响符号这个中介与演绎者和作曲家进行的情感的双重对话 。

实际上 ,欣赏者聆听的音响作品 ,其中蕴涵的不仅是作曲家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是演绎者的精神世

界 。这是因为演绎者在演绎作品时 ,一方面 ,深入到作曲家的心灵精神世界中去 ,与作曲家进行

“神交” ,把自己融入作曲家精神中 ,感作曲家之所感 ,想作曲家之所想 ,尽一切可能去理解和表

现作曲家的意图;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 、时代以及生活背景等的差异 ,演绎者与作曲家的内心精神

世界又不可能是完全合一的 ,因此 ,演绎者在极力表现作曲家的精神世界的同时 ,也把自己的不

同于作曲家的独特的精神世界融入作品音响中去了 。音乐对话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的音乐社会评

价 ,即人对历史现象 、社会环境的主动的情感 ,这种音乐的社会评价正是贯穿于音乐对话中决定

其意义的那种历史现实性 ,因为正是音乐的社会评价使得音乐对话的事实上存在以及它的思想

意义具有现实性 ,它决定演绎者对音乐对象 、形式的选择 ,决定它们在具体的音乐表述内独特的

组合 ,决定着音乐内容的选择 、形式的选择以及音乐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 。以擅长弹奏贝多芬

钢琴作品的著名钢琴家克劳迪奥 ·阿劳在谈到如何解释处理贝多芬钢琴作品时说过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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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尽一切可能去理解作曲家的意图 ,然后再这个基础上让你的想象力升华和飞跃 。解释作品

这一概念由两个方面组成的 ,一方面是服从作曲家的意图;另一方面是解释者的世界观和人格在

他对作品的人是中有血有肉地反映出来。这两者必须平衡起来 。”他认为:“首先 ,你必须通过研

究早期的版本 、手稿和摹本来做到绝对忠实作曲家的原意。 ……另一方面 ,这种对作曲家原意的

忠实又仅仅是一个基础 ,在此基础上 ,钢琴艺术家建立起他自己的幻觉和他对作品的理解 。 ……

随着钢琴艺术家艺术生涯的成熟 ,他会看见更深的东西 ,原来的幻觉会变得更为深邃 。但这是一

个缓慢的过程。你总是趋向于从某段作品中揭示出新的意义 ,这使你越来越接近音乐内在的核

心 。”经由演绎者演绎的音响作品 ,其精神内涵已是作曲家和演绎者心灵 —精神独特的混合体 。

欣赏者在聆听 、体验 、理解由演绎者演绎的音响作品 ,他不仅在聆听 、体验 、理解作曲家的精神世

界 ,同时也在聆听 、体验 、理解演绎者的精神世界。

在音乐对话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受话对象(听众),因而音乐表达者在表述时 ,就得考虑受话

对象聆听时的情况 ,如对音乐文本背景的熟悉程度 ,对音乐文本话题的专门知识 ,他的观念和信

念 ,他的好恶 ,他对音乐话语的应答反应 ,乃至他的社会地位 、年龄 ,等等 。表述者对这些情况的

考虑 ,将影响到表述者对音乐表述的体裁 、音乐语言手段(表述风格)的选择 ,只有音乐表述具有

针对性 ,表述才能成其为表述。被誉为当今世界小提琴天后的德国小提琴演奏家穆特为纪念莫

扎特诞辰 250周年 ,今年 6月到中国巡演 ,在广州演出时 ,记者问:“对莫扎特你的印象是怎样

的 ?”她答道:“莫扎特的每一部作品都需要你去用心领会 ,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上的珍珠那样 ,每

一部作品的每一个音符 ,都像珍珠那样闪闪发光。莫扎特的每一个音符都很特别 , ……需要你去

关注每一个细节 ,去深究它 。”广州交响乐团团长余其铿认为:“从排练中你可以看到穆特的严

谨 ,作为一个德国演奏家 ,他对莫扎特的理解可以说是非常传统和正宗的。”与穆特合作的乐队

指挥叶诗咏说:“她确实非常严谨 ,严谨到对每一个音符的要求 ,她不肯放过任何她不满意的地

方 。对音乐的理解本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尊重她的理解和诠释。”实际上 ,穆特是用

她作为德国女性音乐家的独特的心灵去感知莫扎特 ,体验莫扎特 ,阐释莫扎特的 。在她演绎的莫

扎特作品的音响中 ,不仅体现了莫扎特独特的精神内涵;同时也折射了她作为德国女性音乐家对

莫扎特的独特理解和阐释 ,以及渗透在其中的她个人的独特的精神世界 。作为听众 ,之所以能对

穆特现场演奏的莫扎特作品产生热烈的应答。一方面 ,是因为多数听众对莫扎特音乐作品 、风格

等较为熟悉 ,这样他们就能对现场的音乐表述产生积极的应答反应;另一方面 ,是因为听众通过

穆特富于生命力的 、活生生的演奏 ,生动体验 、理解蕴涵在音响中的莫扎特的独特的精神世界 ,进

而与莫扎特的心灵相遇 、相交 ,同时 ,通过莫扎特作品演绎这个中介 ,听众真切地感受到了穆特富

于生命力的 、活生生的演奏情态(包括她的演奏体态 、脸部表情等一切富于生命感染力的细节),

从而进一步体察穆特内心深处的独特的精神世界 。穆特同样为现场听众的真诚和热情所感动 ,

这种感动更加激发她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莫扎特作品的演绎中 。听众感受到的莫扎特是由穆特传

递给他们的莫扎特 ,莫扎特的精神世界通过穆特的演奏而生命化了 、肉身化了 ,人们从穆特的演

奏情态中透见到了莫扎特的生命情态 ,从穆特的精神世界中透见到了莫扎特的精神世界。因此 ,

在这种交流中 ,听众不仅与作曲家莫扎特在心灵—精神上进行对话 ,而且同时与小提琴演奏家穆

特在心灵—精神上进行对话。这种心灵精神的对话是双重性的。

综上所述 ,音乐活动是作曲家 、演奏家和欣赏者以美的音响符号为中介进行的情感交往的特

殊方式 。在音乐创作环节中 ,表现为作曲家主体的本我的情感与物化为他我的符号文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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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交往;在音乐演绎环节中 ,表现为演绎者与作曲家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情感交往方

式;在音乐欣赏环节中 ,表现为聆听者通过音响符号这个中介与演绎者和作曲家进行的情感的双

重交往 。

三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音乐活动是作曲家通过美的音响符号的创造 ,并且通过美的音响符号

形式为中介与演奏家 、欣赏者进行情感交流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 。从精神生

产(消费)的角度看 ,作曲家的创造活动是通过特定的物质媒介声音构筑出一个能给欣赏者听感

官带来美感的 、能满足欣赏者精神需要的 、有意味的美的音响符号形式 ———音乐作品;从精神交

往的角度看 ,作为有意味的美的音响符号形式 ———音乐作品 ,一方面是作曲家把自己心里曾经体

验过的情感通过美的音响符号形式对象化 ,是作曲家自我情感的一种表达 ,自我观照 ,自我对话;

另一方面这种情感表达又不仅仅是作曲家个人的 ,同时也是作曲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时期 、所

属的特定社会群体的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的情感表达 ,也就是说 ,音乐家的 “小我”情感实质上

是他所属时代和群体的 “大我”情感的一种折射 ,因此 ,作为作曲家情感的对象化的音乐作品所

表达的情感是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共鸣的社会性情感 。作曲家之所以成为作曲家是因为他能够把

大家都感受到了的却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的感情用有意味的美的音响符号形式表现出来 。在这

个意义上 ,作曲家成为大众社会性情感表达的代言人 ,而他的作品则成为大众社会性情感表达的

符号中介 ,成为在社会中传递和传播感情的一种手段 ,它的直接作用就在于促进情感的社会化 。

音乐审美活动由此成为作曲家与社会大众情感交往和互动的过程 ,成为作曲家与社会大众主体

间的精神交互过程 ,成为作曲家和社会大众主体间的精神对话 。它是人通过美的音响符号的创

造 ,并且以美的音响符号为中介而进行的一种心灵 —精神的交往活动。在音乐活动中 ,审美主体

因介入环节的不同与角色的差异 ,彼此间形成了不同的心灵 —精神的对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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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conclusionsuggeststhatdiversificationcouldcreatevalue, givendeveloping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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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tiveStudyofListedCompaniesDiversification (byLIQiang, LIUShan-min)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effectsoftheinternalandexternalenvironmentonthestrategicdecisionofdiversi-

ficationusingthecrossdataofChinas1033 non-financiallistedcompaniesinShenzhenandShanghaiExchange.Corpo-
rateexter-environmentissubstitutedbyindexofmarketizationandmarketconcentrativerate, andinter-environmentis
substitutedbygovernanceframeworkandfinancialstatus.Themulti-regressionanalysisshowthatthestrategicdecision
ofdiversificationisprominentlyaffectedbyexternalfactorsofindexofmarketizationandmarketconcentrativerateandis
significantlynegativerelatedwiththeproportionofstatesharesandcorporateshares.Thereisnocorrelationbetweendi-
versificationandthedirectorparttimegeneralmanager, managercompensation, cashflow, andcapitalandliability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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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ansplantEffectofChineseIndependentDirectorSystem———FromthePerspectiveofInstitution
　Complementarities (byLIMing-hui)

Abstract:Corporategovernanceinstitutionsuchasthesystemofindependentdirectorshouldbecomplementary
withotherinstitutionswithintheeconomy.So, thecomplementaritiesbetweenthetransplantedsystemandlocalinstitu-
tionsshouldbetakenintoconsiderationwhenastatedecidestotransplanttheindependentdirectorsystem.Thesystem
ofindependentdirectorwasintroducedintoChinawhenmanycomplementaryinstitutionsarenotestablished.Thelackof
complementaryinstitutionsleadstotheinefficiencyofindependentdirectorofChinatoagreatextent.Thepracticein
Chinademonstratestheimportanceofinstitutioncomplementaritiesintheprogressofcorporategovernancereform.Italso
demonstratestheimpossibilityofcompletelyconvergenceofdifferentcorporategovernance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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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alActivity:AParticularMeansofHumanEmotionalCommnicationwithBeautifulAcousticSigns
(byHUANGHan-hua)

Abstract:Musicalactivityisaparticularmeansoffeelingcontactthataccomplishedbycomposer, performerand
listenerwithprettyacousticsignsunderwayintheinterestoftheintermediary.Duringthprocessofmusiccomposing, it
isthecomposersownfeelingcontact.Duringtheprocessofmusicbeingplayed, itisthefeelingcontactbetweenthe
playerandthecomposerwihthemusictext.Duringmusicappreciation, itisadualcontactinteractedamongtheliste-
ner, theplayerandthecomposerbymeansofacousticsigns.

Keywords:musicalactivity;acousticsign;feelingcontact;dialogue

NewTheoryoftheOriginofMusic (byPUHeng-jian)
Abstract:Thispaperintendstoreinvestigatetheoriginofmusic, aproblemunsolvedtillnow.Theauthorintends

toestablishanewtheoryoftheoriginofmusic-“followthesound” byfreeinghimselffromtheinfluenceoftheroutine
wayofthinkig.Heofferstotallynewproofforthisnew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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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ValuesofChristianCultureonWesternMusic (byCHENJun-sheng)
Abstract:ChristiancultureistheimportantsoilforWesternmusic, andtheverysourceofitsartstyle.Christian

cultureandvalueshavethefollowingimpactsonWesternmusic.Firstly, ChristianculturehelpstheWesternmusicaes-
theticstraditiontointegrateandpassdown.Secondly, ChristiancultureexertsenlighteningvaluetotheWesternmusic
creationconcerningthemesandtopics.Thirdly, ChristianculturehelpstolayfoundationforWesternmusicsaesthetic
images.Finally, ChristianculturehasvaluesontheconstructionofavarietyofWesternmusictypes.WithoutChristian-
ity, thecreation, developmentandprosperityofmodernWesternmusicareunimag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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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an-MassacreandtheKMDNankingGovernmentsEuropeanandAmericanDiplomacy (byHONGLan)
Abstract:TheKMDNankinggovernmentcontinuouslymaintainedthestableChineseandJapaneserelationsasits

diplomaticpolicy.Evenrightafterthe“Jinanmassacre” occurred, ChiangKai-shekstillhopedtosolvethemilitarycon-
flictinprivatethroughnegotiation.BecauseJapanintendedtoamplifythesituation, however, theKMDNankinggovern-
mentturnedtoseekhelpfromtheWest, anddetailedWangChonghui, WuChaoshuandHuHanmintoEuropeandAmeri-
ca, strtivingforthesupportfromtheLeagueofNationsandfrombigpowersofBritainandtheU.S.A.andFranceetc..
HereaftertheKMDNankinggovernmentsdiplomaticpatternmadeatremendousturnfromJapantoEuropeand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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