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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歌曲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符号文本。在文化传播中，歌曲文本很难单独传播，也无法作孤立理

解，歌曲的伴随文本是歌曲文本与文化的联系方式。歌曲的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不仅是形式组合，也是一

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构造。由于当代文化对歌曲伴随文本的过于热衷，可能致使歌曲文本意义本身

的丢失，从而造成流行文化中的一些畸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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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行歌曲的伴随文本

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除了本身表达的意义之

外，还携带了大量的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与

联系并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
携带着，伴随着一个符号文本一起发送给接收者。
这一附加成分，符号学中称之为“伴随文本”。伴

随文本与文本一道出现，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

外或文本边缘，它一般不是文本的一部分，但对文

本的解读却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某些伴随文本

因素的解释作用甚至超过文本本身。阅读任何文

本，若未读出伴随文本所携带的意义，也就没有读

出文本完整的文化意义。
伴随文本问题一直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中西方学者从不同的层次作出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将伴随文本理解成一种语境［1］、一种

“文本间性”或是“潜文本”［2］，还有的将其理解

为一种“次度文本”［3］，或不同于第一序列( 即文

本本身) 的第二序列的文本因素［4］等等。学界往

往把伴随文本理解为在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上运

作的“互文本”: 水平面是文本本身的类型等因

素，垂直面是原文本与其他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

指涉［5］。
赵毅衡按符号表意的阶段将伴随文本分成三

大类: 与文本同时产生的“显性伴随文本”( 副文

本、型文本) ; 文本产生之前已经加入的“生产伴

随文本”( 前文本、同时文本) ; 与文本被接受解释

时加入的“解释伴随文本”( 元文本、链文本) 。而

先、后文本则可以是“生产性”的，也可以是“解释

性”的［6］。
歌曲是一种特殊且复杂的符号文本，歌曲文

本的边界不像文学文本边界那么清晰。就其文本

形式来看，可以分成歌词文本、歌谱文本、演唱文

本。正因为其文本本身的复杂性，使歌曲的伴随

文本变化更加丰富。例如，围绕一首歌，就有词曲

作者，词曲作者的其他作品; 歌手，歌手的介绍，歌

手的演唱风格，歌手的歌迷反应; 相关专辑，专辑

的封面设计，发行公司; 现场演唱会，同台歌星，乐

队配置; 各种评论，排行榜上的升降等等。所有这

些，都构成了这首歌的“伴随文本”因素群。伴随

文本不仅影响歌曲文本的意义解释，实际上也是

流行歌曲流行的主要原因。因此，歌曲的显文本

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不仅是形式组合，也是一个浸

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构造。就流行歌曲流传

而言，伴随文本经常起比歌曲文本更大的作用。
歌曲文本接受者很可能意识到或“不自觉地”意

识到其存在。

二、歌曲伴随文本分类

1． 副文本

歌曲的副文本因素最为明显: 歌者名字、专辑

标题等框架因素，醒目的渠道 ( 例如歌单、CD 封

套等) 。对于演唱会来说，灯光环境等现场气氛、
歌手和乐队的衣着打扮、伴舞的编排，甚至票价的

高低，听众的组成，都可能对歌曲的解释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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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2． 型文本

歌曲的型文本也是歌曲文本框架的一部分，

它指歌曲文本所从属的集群，即社会规定的文本

“归类”方式。一张专辑，出自同一个词作家、同

一个作曲家、同一个歌手、同一个演出公司，甚至

同一个时代、同一个题材、同一风格类别，用同一

种媒介等等。这种文化归类的重要性，往往大过

文本本身的品质。型文本可能是所有伴随文本中

对意义影响最大的一种，因为它是文本与文化的

主要连接方式。歌曲的型文本，也决定歌曲的流

传渠道和歌众类型。
3． 前文本

前文本是文本生成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

压力及无法躲避的所有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一

首歌曲的生成，无不受到之前音乐史、文化史的意

义压力。前文本实际上是产生文本时全部文化条

件的总称。广义上说，前文本是一个文化中先前

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其最典型的因

素是引用、改造等。例如罗大佑的《恋曲 1980》、
《恋曲 1990》、《2000 年恋曲》以及《2010 恋曲》;

歌曲《刺激 2007》对 30 多首歌的拼贴等。同一首

曲调不同的填词，或者同一首词不同的曲调，这些

都携带着明显的“前文本”。
4． 元文本

元文本指歌曲文本生成后或被接受之前所出

现的影响意义解释的各种因素，包括对此歌曲作

品及对作者群( 词家、作曲家、歌手、制作团队) 的

新闻、评论、“八卦”、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

等等。很多听众会有意识地排除元文本的压力，

这种“力排众议”的排拒态度似乎是“反元文本”，

实际上是变相的元文本压力。例如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乐评人金兆钧对中国乐坛的“西北风”音

乐的评论。

歌曲元文本的评论，有时会引出悖论: 例如，

虽然歌曲《青花瓷》比文物“青花瓷”后出，但歌曲

《青花瓷》流行之后，喜欢这一歌曲的人对博物馆

里的青花瓷会更加投去欣赏的眼光。而各种商品

竞相以“青花瓷”命名或以青花瓷形象包装，则构

成了一个不按时序排列的伴随文本的影响网络。
5． 链文本

链文本指歌曲文本可被“链接”起来一同接

受的各种其他文本，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等。这

点在网络上体现得最具体: 一首歌和歌手其他歌

曲的链接以及和此歌手歌迷群的链接、评论栏、跟
帖等，都可以成为链文本元素。例如，周杰伦演唱

的《青花瓷》，会和“中国风”歌曲、周杰伦的粉丝

网站、文物青花瓷等相链接。李宇春演唱的《我

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会和“超级女声”、超级女

声的歌迷、超级女声节目的组办方以及性别“中

性化”话题甚至和论文《性别教育中的双性化教

育的优势》等链接起来。歌曲链文本与歌曲型文

本的最大不同是，歌曲型文本是在生产时意识到

的“同型”文本集群，而链文本是在一个歌曲文本

被接受同时的延续行为。一起接受的不一定是同

类型文本，某个歌曲文本的接受变成一批歌曲文

本的集团接受。
6． 先后文本

先后文本指的是许多歌曲是承继特定的文本

而来的、而且也会激发新的“往下唱”的文本。例

如《浏阳河》与《再唱浏阳河》、《康定情歌》与《新

康定情歌》。甚至在歌曲流行中出现的许多“活

剥”现象，①都必须依靠某个“先文本”。广而言

之，所有歌手或歌众翻唱的歌曲，都是某个“首

唱”的后文本。这也就是说，唱歌几乎都是“跟着

唱”、“学着唱”，即使唱得有所变化，也是在原唱

基础上的变化。其他文体( 例如电影、小说) 不可

能没有其他伴随文本，却很有可能没有先后文本。
而对于歌曲而言，先后文本是歌曲传播的最重要

环节，缺少这一环节，歌曲就不成为流行歌曲，也

无法继续流传下去。因此，歌曲就是一种挂在文

本承继线上的文本，它必须有后文本。这一特点，

也决定了歌曲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以 2004 年黄磊演唱的《等等等等》为例，可

以列举出该歌曲的一部分 ( 远非 所 有 的 ) 伴 随

文本。
副文本: 专辑《等等等等》的主打歌曲; 黄磊

演唱，林夕、许常德、于光中、张洪量、陈志远等著

名音乐人联手打造; 专辑封面照片是黄磊穿五四

文人长袍在雪原上，标题大字直书: “不到四月

天，黄磊就开始 等等等等”。
型文本: 专辑《等等等等》为“音乐文学”类

型，其他同类歌曲有《桔子红了》、《再别，再别康

桥》等。黄磊的主创歌曲让人记起他的其他作品

和他的文人气质:“因为演了《人间四月天》，大家

觉得黄磊就是徐志摩，成了那个从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走出来的多情文人。而文学的光环也恰好符

合书卷气浓厚、热爱文学和艺术，又在学院任教的

黄磊。这也让更多人看到并喜欢上黄磊身上那种

发自内心的文艺气质，从而也触发了国语歌坛知

名的制作人许常德倾力监制了黄磊的这张结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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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而在流行歌曲中，歌众最容易将“歌曲”作为一

种有力的“形式符码”，表达他们对社会中各类事件的价

值评判。



学与音乐的品位大碟《等等等等》。”
前文本: 歌曲《等等等等》继承了中国文人歌

词的悠久传统以及中国歌词与文学关联的传统，

让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大成就，也让人想起

西方“音诗”的前例。
元文本: 网上评论“我喜欢黄磊，在这个到处

是商业抄作的娱乐界，很少能有人像他这样了。
专辑里的每首歌都是经典。”网上歌迷贴吧: “我

们病了，寄居在腐烂且安逸的城市之中，彼此孤独

却心心相印。”

链文本: 欣赏此歌的人，脑子中会回顾黄磊出

演的电影《人间四月天》、电视剧《桔子红了》，也

或许会想起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一系列富有文人

气息的歌曲。

先文本: 专辑封套上就明白写了这一点: “来

自沈从文、白先勇、徐志摩、朱自清、老舍、钟晓阳

等近代文人的十篇当代经典作品，作为歌曲的发

想源头。”专辑中十首歌分别与十部文艺作品相

关联: 沈从文《边城》、琦君《橘子红了》、白先勇

《玉卿嫂》、朱自清《背影》、老舍《骆驼祥子》、徐

志摩《再别康桥》、钟晓阳《停车暂借问》、刘畅园

《云烟》、鹿桥《未央歌》以及三浦绫子《冰点》。
而主打歌《等等等等》则由沈从文的小说《边城》

完成的种种改编，包括 1984 年凌子风导演，冯汉

元、戴呐主演的电影《边城》，1953 年香港严峻导

演的《翠翠》作为先文本。
后文本: 专辑后附加的《黄磊说情书》是一本

有声书。黄磊以散文、诗作和小品说出他对这些

文学作品的阅读心得，加上清新的配乐，这些都是

另一种特殊的文学音乐作品。

从上面列出的歌曲《等等等等》的各种伴随

文本可以看到，歌曲伴随文本是一个跨越共时和

历时分界的存在，它们能对一首歌的接受和流传

起很大作用，因为它们为歌曲文本接受提供了广

阔的文化背景。“文化是一个社会各种表意行为

的总集合”［7］。因此，一首歌让歌众接受并传唱

不得不从文化中借用各种文本。反过来，文化借

用必然通过各种伴随文本，可以说，伴随文本是文

本与文化的所有联系方式之集合。伴随文本不可

能代替文本，文本依然是歌曲意义的携带者，但伴

随文本给我们相当多先入之见，或推动我们在听

歌时往这些方面作解释。

在流行歌曲的生产和流传过程中，一首歌必

然携带以上各种伴随文本，虽然不能说每个接收

者都能充分意识到这些因素，但至少会在解释中

受到一部分伴随文本的影响; 而音乐界批评者本

应当进行独立思考独立批评的，却因为知识面广、
比较了解情况、知道行内的评价，因而受到伴随文

本影响更大。他们不一定会人云亦云，有可能逆

反( 你们说好我偏说不好，或者反过来) ，但逆反

也是伴随文本产生压力的结果。
反过来，一个歌曲文本的意义必须靠这些伴

随文本支撑，没有这些伴随文本的支持，一首歌很

难被接受、被传唱。可以说，每一种伴随文本在歌

曲的生产和流传过程中，都对建构一首歌曲的意

义、包括性别身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伴随文本中文本的性别特征

情歌在歌曲、尤其是流行歌曲中，占了压倒性

的多数。因此，研究流行歌曲文本的任何符号学

特征，不可能不研究它们的性别意义。
为了说明伴随文本对歌曲性别符号建构的影

响，我们试对 CD 封面这种典型的副文本做一个

分析，因为 CD 封面肯定不是歌曲文本的一部分，

不会是创作团队的整体意愿，而是专辑的发行商

进行的“包装”的一部分。歌曲的流传具有消费

性。歌曲依赖物质载体。除了现场音乐会、电视、

电台、MP3、音乐彩铃等电子媒介传播方式外，流

行音乐传播、音像制品的发行，是流行歌曲重要的

传播渠道。这些传播消费渠道中，音像制品的封

面设计也就成为展现音乐文化，促进消费活动的

重要一环。

封面对于小说和电影有一定作用，但只是边

缘性的影响，很少会起到主要作用。而 CD 封面

对于歌众想象与销售量，则会起到重大影响。早

就有传播界专业人士注意到封面对流行文化产品

的重要性: “人们选择一本杂志到从书架上取走

它的平均时间是 3 秒钟，杂志成功在封面，败也在

封面。”［8］和杂志的封面一样，一张音乐 CD 封面

的设计，也影响着歌众的选择和购买，尽管歌众对

CD 封面的挑选存在着自己对歌手偏爱的因素，但

就作为一种放在书柜上作为文化产品来销售的音

乐 CD 来说，生产制作者的目的和意图是一样的，

都想争取最大可能的销售量和最高的销售价格。

而对于歌曲购买者来说，购买一张 CD，不只

是一个简单的购买行为，还是一种对歌手的态度

形象，对某种音乐风格、甚至某种特殊的时尚等审

美综合趣味的购买。所以，一个简单的 CD 封面，

就成为联系歌曲生产集团、歌手、歌众消费者之间

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一媒介，也成为一个构建歌

曲文本、歌手性别形象和歌众认同等各种意义的

重要文本。CD 销售的实现，作为一种商业方式的

调控，实际上也是“把年轻人带到歌众群体认同、

机制和行为模式当中，这些调控都借由他们的个

人化偏好达成。”［9］

2009 年，网 易 音 乐 频 道 推 出 了 1999 年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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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十年间 100 张最佳情歌”专辑选，这些专

辑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正式公

开出版的中文专辑，专辑内至少有半数以上曲目

为情歌，这些歌曲“表达歌手自己独立的现代爱

情观，且有完整的概念，具有传唱度和影响力”。
入选的 100 张专辑中，男女歌手专辑的比例

基本平衡，男歌手占 51%，女歌手占 49%。男女

歌手专辑的封面设计，有明显的区别。
( 1) 对女歌手专辑的封面设计，故意突出了

女性的脸部表情和身体形象，体现女性性感、妩媚

的一面。而对男歌手的专辑封面设计，故意不突

出男性脸部形象，设计上更强调男性的气质和

情绪。
( 2) 在色彩上，女性歌手专辑封面设计多用

暖色，尤其是粉红色和黄色，背景物多为艳丽花草

等，颜色突出。相反，男性歌手的封面的色调上，

多用冷色。
( 3) 女性歌手专辑封面突出表演性，包括和

背景的搭配。相反，男性歌手的封面设计突出日

常化、写实性，不具有表演性。
( 4) 女性歌手专辑的封面设计和作品题目的

联想性不强。男性歌手的专辑的封面( 尤其是无

人物 形 象 的 封 面 ) 更 强 调 和 作 品 名 称 的 意 境

合一。
例如，第 一 名 的 是 男 歌 手 黄 磊 的《似 水 年

华》。专辑中的主打歌为《年华似水》，封面是昏

黄的老树，陈旧的农村瓦屋，封面的意境和歌中所

唱“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情

调很接近。第二名是女歌手蔡健雅的《陌生人》，

主打歌曲《无底洞》是写城市恋人悲喜交织的情

爱世界: 挣扎、无助、放纵、寂寞、自由。歌中唱道:

“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又

掏不空”。此专辑的封面，是歌手表现出的略带

无奈神情的脸部特写，带有一种明显的表演性。

但在女歌手的表情和歌曲内容中，即所指和能指

的关联性并不强烈。

一张歌曲的 CD 封面，只是歌曲的副文本，但

它可能会成为整个专辑意义的标志性符号。我们

看到，歌曲生产者一方面试图在标志性符号层面

制造差异，以迎合消费的“个性化”结构; 另一方

面，这些个性化的划分又摆脱不了整个社会体制

和社会性别文化的投射，以至于 CD 封面上并不

能显示出真正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歌曲产品，相

反，歌手的定型化的形象，在固有的性别文化中持

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
通过歌曲 CD 封面这样的副文本，传递出的

性别信息，很大程度上是迎合消费者的需要。①

在当今消费社会、娱乐社会中，女性作为消费品的

重要性，作为观看和欲望对象的重要性都在提高。

正如特里莎·劳瑞提斯所说，把妇女作为景观来

表现———被 观 看 的 身 体，性 之 场 所，欲 望 之 客

体———在我们的文化中极为普遍。
CD 封面被看成歌曲文本的一个指示符号，它

作为歌曲的伴随文本，也参与了消费。文化批判

理论家列斐伏尔认为，符号的消费方式比符号的

意义更为深远:“不仅仅被符号与‘好’增添荣耀，

因为它被意指; 消费主要涉及到这些符号，不涉及

到这些消费品本身。”［10］传唱歌曲的歌众用歌曲

文本来“自我表达”对某个歌星的崇拜，这可以使

歌众暂时获得一种身份认同，那么作为歌曲文本

的中介，伴随文本所建构的性别意义也是歌曲发

送者争取歌众认同的重要环节。

四、流行歌曲的伴随文本“过执”

流行歌曲的传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是合理

的，用“存在即是合理”的态度来研究流行文化，

会形成“流行崇拜”，从而让学者失去应有的文化

批判立场。这是符号学者需要警惕的。例如，过

分关注伴随文本，有可能喧宾夺主，甚至让伴随文

本成为意义的全部所在。这种情况，在文化符号

学中称为“伴随文本过执”［6］。歌曲文本的意义

过于依靠伴随文本，往往使我们忘记了歌曲文本

本身。

以歌曲文本为例: 如果对副文本过于执著，就

会过分注意版本或过分注意封面装帧设计; 如果

对型文本过于执著，就会凡是某歌手唱的必听，每

天焦急地等着某个歌手的新歌; 对前文本过于执

著，就会对历史传统特别感兴趣; 对元文本过于执

著，就会被各种评论左右，就会对围绕创作者、尤
其是歌星的种种八卦传闻兴趣超过对作品的兴

趣; 过于注意链文本，就会从喜爱一首歌爱上各种

链接文本 ( 例如某个公司推出的其他作品) 。过

分热衷于后文本，就会对上 KTV“飚歌”模仿名家

歌手特别感兴趣，或是把创作精力转向各种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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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女性诱惑“是一种历史原型，当代大众文化并

没有摆脱这种历史原型，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名正言顺

地扩展和更新了它们的意象，这体现出三个明显特征: 第

一，以大众传媒为基础，使人们能够通过“复制”，集体“观

看”和体验相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原型，由大众参与，而

且为大众而存在; 第二，紧贴大众生命的日常生活，创造

接近它们世纪生活的形象，符合它们潜意识中的先不要，

对他们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 第三，使他们感到快感，通

过一种感官上的刺激释放呢新被压抑的欲望，获得一种

幻想的满足。参见殷国明《女性诱惑与大众流行文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50 页。



甚至恶搞。
可以说这些做法都没有错，正如上文所说，伴

随文本是流行音乐的一部分，实际上整个流行音

乐产业就是按大众的这些伴随文本偏执来编制

的。所谓商品化，就是用各种伴随文本把歌曲变

成一种让广大听众脱离文本而上瘾的办法。例

如，要办成功演唱会，传媒公司可能会用以下方

式。
副文本方式: 海报做得特别吸引人，租借恰当

的场地，预先请好一批“特定听众”制造气氛，听

众正在入场乐队就开始演奏。
型文本方式: 特别强调主唱歌手是某一年超

女 5 进 4 的胜利者，曾与某某巨星同台竞争; 演唱

会投入几千万资金，震撼登场。
前文本 方 式: 突 出 演 唱 的 歌 曲 属 于“中 国

风”，或其他传统。
元文本方式: 演唱会在京沪穗港甚至海外巡

回演出盛况空前，轰动海内外，票房收入突破 XX
万元; 著名音乐人某某在权威报刊上曾做如此云

云的评论。
链文本方式: 宣布演唱会的收入，有多少比例

将捐赠给某某事件的灾民。
先后文本方式: 演唱曲目中包括上海 20 世纪

30 年代“毛毛雨派”金曲若干。演出公司的策略

千变万化，但基本上可以归类于这些伴随文本的

范畴。我们可以看到，销售演唱会的策略与销售

电视剧类似，甚至与销售空调都大同小异，因为都

是商品化。因此，伴随文本保证了听众对这场演

唱会的接受方式，与整个商业文化相连接，成为社

会商品机制的一部分。
歌曲文本符号是用来传送意义的，因此歌曲

的价值无法量化。但围绕制作一张 CD 或者策划

一场演唱会的“实用意义”可以比较，可以统计度

量，在当代经常可以换算成金钱: 符号价值货币化

便成为当代文化一个明显的符号学特征。也就是

说，艺术不可量化，歌曲本身是艺术，超出量化标

准之上; 但围绕歌曲文本的伴随本文却不得不量

化，以此明码标价而成为商品。
给符号的实用意义估价，是当代消费文化的

一条重要特征: 如果不能给品牌标价，即给商品定

下超越实际价值的价格，品牌就不成其为品牌，商

品的价值就沦为物的价值。就像一首歌曲文本，

如果不加上“歌星”的名气，不加上某个有著名音

乐制作公司的出品，不加上某个权威音乐人的评

论、推荐，不加上该专辑发行量或音乐排行榜的宣

传，此歌曲就有可能无法出名，也就沦为一个普通

歌众的“业余作品”。由此可见，在流行文化中出

现了这样的畸形现象: 流行歌曲的专业水平如何，

实际上不是由歌曲文本，决定的而是由伴随文本

决定的。
歌曲文本是文化的文本: 我们摆脱不了伴随

文本对意义的普遍控制。但歌曲也是一种强调独

创性的艺术: 我们也忍受不了伴随文本对歌曲文

本的过分控制。所以，伴随文本是一把双刃剑，只

是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社会文化通过伴随文本控

制着我们的接受。只有对此进行仔细研究，找出

其中的机制，认识其中的规律，我们才可以避开伴

随文本几乎遮盖文本的喧嚣，比较客观地分析歌

曲这种复杂文体卷入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忘了欣

赏音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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