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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介音乐”的符号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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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媒介叙述，是当代文化的特点。当代电影中，音乐与其他媒介合作构成了“跨媒介音

乐”叙述。此时音乐通过和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符号间性。电影音乐与“主媒介文

本”有四种配合方式: 主文本内有声源，主文本内无声源，音乐与主文本在意义上形成协同关系，音

乐与主文本在意义上形成背逆关系。由此形成四种符号间性修辞关系: 明喻、隐喻、悖论和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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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的跨媒介转向

跨媒介叙述是当代文化的特点，是指各种非文

字媒介，是运用几种媒介联合讲述一个故事。由于

媒介手段丰富，各种媒介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复

杂。玛丽－洛尔·瑞恩( Marie－Laure Ｒyan) 主编的

《跨媒介叙述》( Narrative Across Media) 一书中，将

电影列为跨媒介叙述的典范。① 因为三大媒介家族

语言、视觉、听觉三者的结合在电影中最为丰富。
由于视觉( 镜头) 与语言( 对话) 在电影中是最自然

而连贯的存在，因而电影的符号学分析不得不特别

仔细分析听觉，“关注特定符号类型的叙述功能的

合宜性与局限性……关注他们的文化体制与社会

功用”②。电影中的音乐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媒介。
在当代文化中，绝大部分音乐已不再是纯音

乐，而是与其他媒介协同，构成“跨媒介音乐”。比

如与文字文本构成歌曲，与戏剧联合成为音乐剧，

配合影像的电影、电视音乐，电子游戏配上音乐等，

这是当代文化中音乐起作用的主要方式。此时音

乐的符号表意必须通过和其他媒介相互作用，形成

复杂的符号间性，呈现出组合意义模式，而这些表

意方式与符号修辞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具

体的电影音乐案例为分析对象，探讨此跨媒介艺术

体裁 与 作 为 电 影 主 媒 介 文 本———连 续 动 态 画

面———之间的几种组合表意方式。
作为电影艺术整体的一部分，电影音乐的制

作、生产和效果都与电影密切相关。随着电影的发

展，电影音乐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逐渐作为一门

独立的音乐体裁被学界关注; 世界各大电影奖都把

电影音乐作为一种独立的奖项颁发。电影音乐艺

术，即如何和电影主文本( 画面、语言及其他音响)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何与电影主文本联合编

码，如何成为电影表意重要手段; 而对作曲家来说，

如何找到音乐和画面之间最有效的符号间性，是电

影音乐艺术最关键的一步。
美国电影音乐家约翰·威廉姆斯 ( John Wil-

liams) 在谈及自己的电影音乐创作时说:“我开始作

曲始于电影拍摄工作已经完成，我尝试不读剧本，

因为当你读剧本时，你不自觉地会有相关影像在脑

海里，而这些影像大抵跟你以后所看到的并不一

致，甚至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不读剧本，我要看画

面。对于电影画面的节奏变化，我会有所惊喜或把

警觉提高; 相反，如果我没有看过实质画面，我永远

不知道下一段如何。原初印象是最重要的，我经常

跟导演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宁可不读剧本，我宁可

不看任何过程中的拍摄画面，而只看观众最终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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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Marie － Laure Ｒyan，et al． ( eds ) ． Narrative Across
Media: The Languages of Storytelling． Norma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4．
张新军:《评瑞安“故事的变身”》，载《符号与传媒》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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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影像版本。”①

通常一部电影的主题、氛围乃至叙事时间已经

为作曲家配器、音乐风格的和声取向甚至对位方法

给出了限制。中国作曲家谭盾在谈论他创作电影

音乐经验时指出:“我们讲一个更加具体的‘对位’，

就是声音的直接‘对位’。我的工作方式是把对白、
画外音，还有其他的资料声音和我作曲的声音做成

一个四重奏的谱子，所以我作曲之前先把对白列出

来，明确它们在哪个点上，再把声音列出来，这样可

以有效搭配，避开冲突，做对白的时候可以用长音，

讲话的时候音乐要停掉或者是平的，不要跟它有冲

突。这就是中国哲学里面讲的你静我动。”谭盾甚

至指出:“《易经》对电影作曲家来说是非常天衣无

缝的教材，就像 64 卦的变换与平衡，在电影作曲当

中也同样受用。”②音乐与画面的关系，远远不是

“气氛”那么简单，值得仔细分析。
音乐与“主媒介文本”可以有多种配合方式:

主文本内有声源，主文本内无声源，音乐与主文本

在意义上形成协同关系，音乐与主文本在意义上形

成背逆关系。我们不应该将电影音乐看成一种与

画面的简单叠加，而应该注意到它与电影主文本之

间形成有效的戏剧张力。
为了说明音乐在电影多媒介叙述中的各种变

形，最好只采用一部电影，以利于比较。为此，本文

选择了姜文 2005 年导演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

的配乐作为分析样本。本文讨论的几种基本符号

间关系，在大部分电影中多少都能找到。
姜文此电影以情节复杂、结构错综著称。影片

改编自叶弥的小说《天鹅绒》，讲述了发生在 20 世

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故事。电影内容和电影配

乐相得益彰，充满了复杂的符号间性。正如台湾著

名电影人焦熊屏所说: “这部电影有非常多解密的

快感，几乎像《达·芬奇密码》般繁复，一旦找到关

键，就觉得此片非常清晰和令人震惊。”③

从音源上来划分，此影片有参与故事叙述中的

有“声源音乐”( 包括吉他和小号的演奏) ，也有作为

影像叙述背景的“无声源音乐”; 从音乐类型上分，

有被叙述年代的流行歌曲的“引用”，也有参与剧情

叙述的原创音乐。这两类音乐作为画外音或画内

音，有机组合，在不同的场景中分别与影像叙述 主

文本构成了“对应”“对位”“对立”等几种不同的意

义组合关系。

二、符号对应关系的隐喻升华

影片在疯妈的梦境中开始，伴随着清澈晶莹的

女声哼唱，铺满鲜花的铁路，一双带着黄须的“鱼

鞋”渐次出现。一首名为《黑眼睛的姑娘》( Singa-
nushiga) 的歌④作为一个意义符号由画外音慢慢

生出。
此维吾尔族民歌在整部电影中共出现三次，上

面的场面是影片开始的第一次。原先这首歌充满

欢快、诙谐的风格，但在这里经过变形变奏，曲调凄

美而舒缓，与画面形成一种协和的美。接着在不断

奔跑的画面中，音乐出现了轻快的鼓点节奏，其中

坚定而不断重复的弦乐颤音，透露出一种疯狂和奇

异。这两组音乐，都是无叙述的“无声源音乐”，一

段有词，一段无词; 一段宁静有序、略带凄美，而另

一段则急促焦灼、带有诙谐。音乐与画面主文本在

意义上形成顺向协同关系，预示了电影的风格和

主题。
《黑眼睛的姑娘》是一首歌，但它作为一个符号

在不同的语境中被使用时，它的意义符号会发生变

异。“不是符号给使用意 义，而 是 使 用 给 符 号 意

义。”⑤这首女性追求爱情的歌曲再次出现时，是以

二重唱的方式作为画外音在电影的最后一部分，表

现两位女性公不同的情感归宿，对比传达出疯妈难

以名状的悲伤。
此歌在影片中的最后则是以原生态的方式出

现在一场婚礼狂欢中，一群青春四溢的年轻人在野

外帐篷旁载歌载舞，歌声又一改悲伤情调，还原到

原曲的欢快。画面中被火点燃的帐篷，仿佛变成了

一只涅槃的火凤凰。电影最后在疯妈重复的呼喊

中，初升的太阳照耀大地，影片的所有悬念也全部

打开，故事回到起始，看上去无关联的四个故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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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香港公开大学电影音乐研究者罗展凤对约翰·威廉

姆斯的采访:《好的电影音乐视它如何为电影服务》，载《当

代电影》2012 年第 3 期。
谭盾:《影音生命的“对位”格局———浅谈电影艺术中的

‘对位’思考与合作》，载《艺术评论》2012 年第 6 期。
胡不鬼: 《太阳照常升起: 欲望改变命运的四个试验》，载

《中国银幕》2007 年第 9 期。
《黑眼睛的姑娘》( Singanushiga) 是一首新疆维吾尔族歌

曲，没有固定的歌词，只有固定的曲调。歌曲流传时有很

多不同的歌词版本。
赵毅衡:《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第 248 页，南京大学出版

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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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串联起来。在太阳跃出地平线之时，音乐升华

了故事中希望永不磨灭、生命终将轮回的隐喻。
流行歌曲常常也被称为通俗歌曲，在一般观众

脑海中，总是和肤浅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实际上，

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正在于它是一种与特定文化

语境相联系的社会性文本，总是带有强烈的历史标

识性。因此，一旦植入新的叙述语境，符号意义就

会双重编码。音乐社会学家西蒙·弗里斯指出:

“流行歌曲的本质是对话。”①流行歌曲在电影的

“引用”，就是在新语境中重构新的对话或阐释。
流行音乐被电影引用，可以造成电影风格的杂

糅、拼接，并扩展电影音乐的表现领域，加深电影的

主题意义。正如威廉·姆斯的感叹: “电影音乐是

一种非常有趣的音乐类型，皆因我们可以建立一种

联系性，交织或粘合着两种元素: 艺术性强及非常

复杂的严肃音乐，同时今天我们也经常听到了不起

的流行音乐。”②约翰·威廉姆斯并不是赞美流行音

乐的伟大，而是深感当它与电影主媒介结合所形成

的隐喻关系，带来令人震撼的联合符码意义。

三、符号对位关系的意义悖论

这部电影中还“引用”了一首 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一度很流行的《美丽的梭罗河》。它同样也是一首

时代歌曲，也多次被使用在不同的场景中; 但与上一

首不同的是，它和主文本构成相反的意义效果。
《美丽的梭罗河》是一首印尼民歌，节奏悠长舒

缓，旋律优美流畅。梭罗河是印尼爪哇岛最大的河

流，也是印尼人心中的母亲河，流淌着历史和乡情。
此歌第一次响起，是在疯妈神秘失踪、小队长在河

边寻找、疯妈空荡荡的衣服飘在缓缓流淌的河面

上，歌曲接着主题音乐，以画外音的方式悠扬响起: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你的光荣历史，我永

远记在心上。旱季来临，你轻轻流淌，雨季使波涛

滚滚，你流向远方……”乐曲行进的节拍恰好与衣

服在河面漂流的节奏吻合，而在情绪和内容上，却

是悖逆的。镜头呈现的是一个死亡的象征意象，歌

曲却充满了向上的歌唱性。正是音乐和画面两种

对立的符号间性，构成了强烈的张力。从这一音

响、画面的综合呈现中，观众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悖

论。这正体现了姜文电影的美学思想: “在我的世

界观里，美丽和残酷是并存的。”③

音画分立，造成反差强烈的符号间意义，一直受

电影音乐大师们青睐。普多夫金就指出，有声电影的

主要因素不是音画合一，而是音画分立。他甚至强

调，音和画必须密切地对位，画面和声音之间表现意

图的不完全一致才是电影声音发展的前途。④

这首歌在银幕上的出现，本身只是电影创造的

一种可能。目的是给电影主人公之一，南洋归国华

侨教师梁老师一个身份标记。当电影从第一部分

“疯”过渡到第二部分“恋”时，梁老师弹着吉他深情

地吟唱这首歌，以表思乡之情。镜头从画内音经过

快速的画外音再转入画内音，通过“音乐蒙太奇”，

平滑地过渡了两个时间场景。影片由 1976 年的中

国南部进入到同一年的中国东部。厨房里的一群

女人在厨房里快乐地揉面，一边随梁老师的吉他声

夸张地摆腿舞蹈。这一由歌曲带动的快乐场景，为

后来发生的悲剧做了一个翻篇铺垫。
《美丽的梭罗河》第三次响起时，是梁老师及几

个人的合唱，但很快转移到画外音，画面是梁老师

深感生命之屈辱和尊严之卑微，上吊自尽镜头。两

个语境意源并存，影像是唱歌，音乐也是歌，二者同

时显现，但意义相反。这样音画悖逆对位的处理，

使影片纠结着强大的意义悖论。“美丽和残酷并

存”，再次呼应了导演的意图，动态的画面结合流动

的音乐，向受众传达着多重话语。“生活中很多东

西是没有理由的……赫然在眼前的事情很多，你根

本不能提防，提防不了，死亡也是这样。”⑤也正如电

影的题目的寓意:“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

太阳照常升起。”

四、符号对立关系的反讽效果

男女情欲是本部电影表现的一个重大主题。
影片中的“抓流氓”事件成为本片革命时代情欲变

奏的重要片段。学校操场放映电影芭蕾舞剧《红色

娘子军》，在《娘子军连歌》欢快活泼的音乐声中，女

战士与炊事班长共同上演了一段根据地军民鱼水

情的革命浪漫主义故事。此时银幕中的音乐是后

来作为中国红色音乐的代表作之一《军民鱼水一家

亲》。这是一段有声源音乐，电影中的“看电影”是

故事叙述的一个重要情节。在那个年代，这部芭蕾

93

陆正兰:“跨媒介音乐”的符号修辞

①

②

③

④

Frith，Simon，Popular Music: Music and Society． London:

Ｒoutledge，2004: 23．
参见香港公开大学电影音乐研究者罗展凤对约翰·威廉

姆斯的采访《好的电影音乐视它如何为电影服务》，载《当

代电影》2012 年第 3 期。
⑤ 姜文:《我坚信我的电影是可以反复看的》，载《南方都市

报》，2007－09－14。
［苏］B．普多夫金: 《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出》，第 128
页，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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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是军民鱼水情唯一男女同台表演，满足了思

想禁锢时代人们的窥视欲。
在革命音乐的衬托下，一幕群情激愤抓流氓的

悲剧在暗夜中的台下上演。被误认为碰了女人屁股

的梁老师仓皇逃跑，后面是一群手持手电筒的追捕群

众。银幕上男女战士相互戏逗的音乐，带着激越欢快

的鼓点; 转换为画面外群起抓流氓的场景，革命电影

的有声源画内音转化成闹剧无声源画外音，明显音画

不合，由“似是而非”变成“说是而非”，从悖论转换成

反讽，红色音乐取得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反讽，是艺术中最深刻的一种修辞。布鲁克斯

认为文学艺术的语言永远是反讽语言，任何“非直

接表达”都可以称为反讽①。语言是单媒介的，而电

影符号表意经常是多媒介的，所以反讽在电影表意

中出现得最多，因为它需要解释者“矫正解释”②，

矫正的主要手段依靠情景语境和伴随文本语境。
在整部电影中，影片的原声音乐由多个乐章组

成，形成抒情与雄伟并存的音乐美学风格。作曲家

久石让的意图效果很明确: “所有音乐都是没有语

言的，是哼唱的旋律，充满了奇幻的风情; 整体曲风

像天山的画面一样空灵，听起来仿如洞穿心底的一

缕情绪。”它们大多数是配合复杂的故事同方向展

开，形成一种顺应渲染关系。但在上面描述的几个

“引入流行歌曲”的场景中，音乐与影像主文本叙述

之间却多数方向相反相对，形成了复杂的关系。正

像戴维·诺伊迈耶对电影音乐的分析: “一个声音

强调点……必定会破坏持续的、平和的背景……而

造成秩序的断裂。”③如果说代表美和生命的原声配

乐能够唤起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代

表一种生生不息; 而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作为

“刺点”一再出现，正好与其形成呼应，代表了一种

平常中的无常。
复合媒介时代使许多艺术体裁获得了非常强

大的表现力。流行歌曲是典型的从复合媒介获益

的体裁。它的许多新出的表现方式具有特殊的意

义能力，这是因为多种符号间性被组织在一份文本

之中。就拿音乐与电影的联姻来说，符号间性有时

候可以变得分外复杂，尤其是反讽这种最微妙的意

义对比方式，给电影带来强烈的意义效果。电影与

音乐构成的多媒介文本，显示了现代艺术体裁有各

种特殊的表意组合可能。
从上文的案例可以总结出，音乐与“主媒介文

本”呈现出四种配合方式: 影像文本内有声源音乐，

影像文本内无声源音乐，音乐与影像文本在意义上

形成协同关系，音乐与影像文本在意义上形成背逆

关系。由此形成四种符号间性修辞关系。明喻: 主

文本内有声源，表意上协同，造成跨媒介文本意义

深化，比如梁老师弹唱《美丽的梭罗河》。隐喻: 主

文本内无声源，表意上协同，造成跨媒介文本意义

生动，比如疯妈在《黑眼睛的姑娘》歌声中的喊叫。
悖论: 主文本内有声源，表意上背逆，造成跨媒介文

本意义复杂化，比如《美丽的梭罗河》歌声中飘着死

去的疯妈的衣服。反讽: 主文本内无声源，表意上

背逆，造成跨媒介文本意义多元化，比如梁老师在

《军民鱼水一家亲》中被“抓流氓”。
电影艺术是现代文化最倚重的一种跨媒介文

体，总是作为一个意义合一的整体文本出现。但整

体不等于各部分之和，整体先于部分且大于部分之

和，并决定各部分的性质。“所见”之物不是实际存

在之物，而是“呈现”之物。电影不是各种艺术相加

之和，而是被观众视听感觉整合成各种意义的组合

方式。这些组合已经被我们观影程式自然化了，一

旦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关系惊人地复杂。
电影中跨媒介表意造成的音画分立，实际上是

电影作为一种叙述艺术“张力”的外显方式，因为电

影必须强调表现对象的外部特征; 而在自然界中，很

少有“音画合一”的可能( 哭泣时，有悲伤的音乐伴

奏; 快乐时，伴随着轻快乐音)。因此，音画分立实际

上是演示艺术作为人造物的特点，它充分利用观众的

多渠道综合认知的想象力。“展示即外化，这是表演

艺术符号学的关键，如果一个表演不能外化，表演艺

术便不存在。”④而音画分立的外化展示才是艺术

( 而不是自然) 的本来面目: 电影本质上不只是自然

的表征，而是一种跨媒介的人为符号表意方式。
( 作者简介: 陆正兰，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四

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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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mortal Contributions of John Nash to Game Theory ( by DING Li)
Abstract: This survey discussed John Nash'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game theory: ( 1) Nash provided the formal definition of strategic equilibrium

and proved its existence; ( 2) He gave the axiomatic characterization of two-person bargaining problem and obtained the Nash bargaining solution; ( 3) He
proposed the Nash program to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non-cooperative and cooperative games; ( 4) He also gave the earliest two interpretations of game
theory's rational and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Key words: John Nash; strategic equilibrium; bargaining solution; Nash program; foundations of Game Theory

Trans-semiosis in Intermedia Music ( by LU Zheng-lan)
Abstract: In modern culture，music appears mostly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media in intermedia genres such as songs，musicals，film music，

television music and video-game music． Music signification has to function through other media to form complicated trans-semiotic texts，in which music
plays different roles in its association and /or discordance with the“major medium text”． That is to say，there is indication or no indication of the music
source in the“major medium text”，and music proceeds in agreement or in disagreement with the“major medium text”． Thereupon，four types of rhetoric
relationship arise: simile，metaphor，paradox and irony． This paper analyzed a series of examples to explain the four situations，especi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ast situation，whose trans-semiotic text is most complex．

Key words: trans-semiosis; intermedia; music; irony

On Signs: From the Ｒelations between Signs and Meanings ( by PENG Jia)
Abstract: Signs are for carrying and expressing meanings． They are meaning entities forming from subjects connecting themselves with the objects，

which are defined by C．S．Peirce as“tripartite structures”，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icon，index，and symbol． There are different close rela-
tionships between these three types of signs and the objects，which are the ground of the meaning generation of signs．

Key words: signs; meaning; subject; object

Who Owns Housing Estates’Schools? ( by YUAN Zheng)
Abstract: To whom Housing Estates’Education facilities belong is clear in law． It is，however，confused in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unclear in

theory． This causes many disputes and problems．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practice that governments confiscated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in housing es-
tates and its consequences，examined the issue according to China’s Property Law and rights theories，and attempted to put forward a new solution．

Key words: housing estate public facilities; Property Law; housing estate school; housing estate kindergarten

Ｒesearch Status of Moder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in China
———Analysis of Visual Knowledge Map Based on Citespace ( by CAI Wen-bo，FU Juan)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in China，and reveal the con-

notation，corre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lated subjects，the authors conduct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set of CNKI for the period 1995—
2015． Key words，authors，institutions from 972 papers focusing on Moder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are analyzed and a knowledge map is drawn accordingly．
The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hot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include the concept of moder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academic power，academic freedom，and professor scholarship; the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is realm include Xiamen University，Huazhong Univer-
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major authors include WANG Hongcai，WANG Changle，LAN Ｒuijun ，TANG Shi-
gang，etc． In addition，the follow-up research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cluding actual levels of specific institution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diverse re-
search methods and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 such as political science，management science，and jurisprudence) ．

Key words: moder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bibliometrics; knowledge mapping; hot issues

Mapping Model within Phonetic Metaphors: the Ｒole Homonym Plays in Understanding Homophonic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 by MA Li-jun，ZHANG Ji-jia)
Abstract: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are unique in terms of their syntactic structure． They are normally composed of two linguistic nodes，betwee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is either metaphoric or homophonic． The present study mainly focused on homophonic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of which puns
were understood by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phonetic connection between those two linguistic nodes． Only when people bridge the gap between prototype
and conceptual knowledge，can they understand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Moreover，the tim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was
also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miliarity affected people understanding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higher familiarity with faster processing and
lower familiarity with mistakes． At the same time，the appearance of homophone also helped reduce mistakes．

Key words: phonetic metaphor; mapping; homophonic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understand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Ｒegional Stereotyp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Undergraduates
( by ZHAO Wei-xing，ZHENG Xi-fu)

Abstract: On the foundation of analyzing stereotype with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this study adopted other research paradigms of social sci-
ences，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co-word analysis，to explore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gional stereotypes from relational data． The participants were un-
dergraduate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 1) The Hong Kong participants gave more negative comments than
positive ones on stereotypes of Mainland Chinese ( mainly on dimensions of competence，morality and warmth) ，while the mainland Chinese participants
gave more positive comments than negative ones on stereotypes of Hong Kong Chinese ( mainly on dimensions of values，warmth and competence) ． ( 2)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sitive stereotype toward Hong Kong Chinese and communication attitude，while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the negative stereotype toward Hong Kong Chinese and communication level; also，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the negative stereotype toward mainlanders and cultural familiarity，while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sitive stereotype toward ma-
inlanders and communication level． ( 3) In the field of co-word network，stereotype was characterized by semantic network that was represented by the
whole network，k-core system and central core system，inside whic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words could be represented by the tree diagram．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mplex ego-centered network of kernel words was the central core of stereotype representation，and the components of the net-
work were the key elements of stereotype． Besides，exploring stereotype by using co-word analysis could be a complement to the studies of this field．

Key words: regional stereotyp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o-word network; k-core system; central cores 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