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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政治仪式中的声音符号及其象征意义

王海洲

摘　要　声音符号是政治仪式中的常见元素 ,与政治社会的基本规范之间存在密切的映射关

系。在政治仪式中 ,声音符号的力量被编码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形态 ,其象征意义在日常政治生活

中经过解码后被转换为政治权力。在不断重复的从象征权力到政治权力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 ,声

音符号通过替换 、消除 、依附和“独奏”等各种方式 ,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并最终服务于政治合

法性的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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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式”是人类社会中最为普遍的实践活动之

一。“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仪式类型以其井然

有序的行动模式和丰富深远的象征意义 ,对政治生活

的诸多方面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在政治仪式的

基本结构中 ,时间 、空间 、人员和器物等符号是其主要

组成元素。除此之外 ,有一些符号虽非必不可少 ,但

也会对政治仪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如声音 、语言 、图像

和姿态等。这些符号能够在政治仪式中留下隐匿的

痕迹 ,以其强烈的隐喻和暗指能力在政治仪式的操演

过程中担负起输送和转移特殊政治信息的重任。本

文主要择取政治仪式中的声音符号进行探讨。

一 、仪式中的“力量之声”

声音是仪式中的常见元素 , 格雷姆斯(Ronald

G rimes)甚至将其列为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①。仪

式声音主要是指“运用的乐器 、法器和其他物件所发

出的”“器声” ,以及仪式的执行者和参与者“在语言

性至歌唱性境域内的各种念诵和唱诵”所发出的“人

声”②。仪式声音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既有乐音也

有噪音 ,甚至包括“无声之声”的心音 ———由仪式中

的静默引发的心灵感受 。学界普遍接受声音(尤其

是乐声)“动之以情”的功用 ,但对其何以动情的机理

则众说纷纭 。仅就仪式声音而言 ,它作为力量的象

征是其能够动人心魄的主要原因 。

仪式声音的力量主要表现在“音量”和“音效”两

个层面上。哈里森(Jane Harrison)曾提及古希腊色

雷斯山丘女神祭仪中的祭司会发出“牛嚎” ,其“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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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声炸雷 ,从大地深处隆隆地升上天空 ,闻者无

不胆寒心惊” ①。“音效”则注重声音的效果 ,集中表

现在“音乐”这一最为重要的声音形式中 ,重视从纯

粹的听觉体验向丰富的情感体验的转移。无论是

“音量”还是“音效” ,实际上都是把声音当作一种富

有意味的符号 ,与一些具有力量的事物相关联 ,从而

赋予其某种象征意义 。例如“牛嚎”象征着天地的自

然力量和女神的神圣力量 ,而在很多部落仪式中都

有“神秘的发声器具” ,它们“都有图腾名字”②, 于

是 ,这些器具发出的声音成为图腾力量的象征 。

潘诺波洛斯(Panayo tis Panopoulos)认为 ,充满

力量的仿动物声与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秩序的文化

构造之间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关系③。以此言判之 ,

在人类社会中显现出巨大力量的声音之所以令人动

容 ,并非因其具有物理意义上的较高能量 ,而是因其

蕴含着对社会秩序和文化规范的认知 。以音乐这种

最具典型性的声音形式为例 , 梅里亚姆(A lan P.

Merriam)断言“音乐是文化” ,并创立了被称作“梅

氏三角”的“声音 —概念—行为”研究范式;蒂莫西 ·

赖斯(Timothy Rice)拓展了“梅氏三角”中的一对一

的单向关系 ,将历史建构 、社会维持以及个人创造与

体验三个维度间的关系修改为相互作用与相互反馈

的双向关系④。曹本冶强调仪式理论和仪式实践的

结合 ,认为仪式声音“是仪式行为的过程和产物 ,信

仰则是行为过程的核心动力”⑤。这些观点都凸显

出声音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情境 ,并在一定程度上将

声音系统和文化规范置于同一层面 ,认为将两者连

接起来的是包括仪式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也就是

说 ,即便仪式中的音乐或声音在“发声”上是一种物

理现象 ,具有某种“纯粹的音乐特性”或“声学特性” ,

但由于仪式本身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实践系统 ,因

此其中的声音定会携带着人类社会的特殊信息。

仪式声音贯穿于仪式的实践逻辑和义理逻辑之

中 ,突破了仪式的“阈限”(liminality)⑥,并将社会生

活中的基本规范带入仪式 。因此 ,仪式声音既是在

同一维度中理解社会和仪式的纽带 ,也是仪式实现

其社会职责的方式。在超越仪式 、但对仪式亦可适

用的普遍范畴中 ,具有某种表意功能的声音或绝大

多数音乐形式的基本目标是“通过社会的文化活动

和准则 ,在整个复杂的进程中产生理智的 、象征性

的 、直觉的和富有情感的结构”⑦。虽然仪式声音并

不像仪式语言那样能够直接表达出相对准确的意

义 ,但它也能依靠音量 、节奏和声调成为一种独立的

表意系统。尤其对自身意义尚不明确的声音而言 ,

“它和整个文化之间的联系就更加隐晦 ,常常以非常

曲折的隐喻方式体现出来”⑧。但是 ,由于这种隐晦

关系使各种声音类型在理解上存在开放性和不确定

性 ,这为仪式中的情感控制和文化塑造提供了便利。

戈尔(Lydia Goeh r)则认为 ,正是“因为音乐完全缺

乏具象的或概念性的内容 ,所以在所有的艺术形式

中 ,它可能(或至少在范式意义上)是服务于政治功

能的最佳形式” ⑨。因此 ,要理解仪式声音就必须超

越其声学特性 ,从其社会和文化结构即“仪式”出发

探寻它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而言之 ,要理解政治仪

式中的声音 ,就必须准确认知政治仪式的政治意

义 ———主要是基于政治仪式声音的政治文化(及其

社会化)背景进行考虑 ,同时兼顾政治仪式本身的政

治意味 ,特别是潜藏其中的权力机制 。

二 、政治仪式中的“音乐之声”

仪式声音的政治意义在人类早期的政治生活中

已经得到普遍承认 。具有完整仪式音乐系统的古代

中国贡献了很多具有政治意义的声音理论 ,最为典

型的莫过于“声音之道 ,与政通矣”(《乐记》);在实践

中 ,“汉武帝为了恢复因秦代焚书坑儒而遗失了的仪

式 ,在公元前 112年组建了第一个音乐机构 ,建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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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人。这些官员主要负责提供庆典音乐 ,以使宫

廷仪式可以上达天听”①。近代以来仪式音乐成为

仪式声音的主体 ,一些时常出现在政治仪式中的具

有深远影响的音乐作品 ,往往在其诞生之初就具有

政治意义 , 如李斯特(Franz Liszt)在《匈牙利狂想

曲》中渲染了民族情怀 ,贝多芬(Beethoven)的《英雄

交响曲》与拿破仑有直接关系 , 而利尔(Rouget de

Lisle)的《马赛曲》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甚至被

定为国歌 ,成为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政治符号。政治

仪式通过对声音的特殊设计和控制 ,实现了诸多重

要的政治功能 ,如宣扬政治价值 、振奋政治情感 、塑

造政治文化以及实施政治教化等。

仪式与音乐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

面 ,两者相辅相成 ,如神灵的声音寄居于宗教仪式

中 ,群众的声音掩藏在民间仪式中 ,而当权者的声音

体现在国家仪式中;另一方面 ,音乐的政治功能“在

先天上是仪式性的” ,依靠的是“它和权力符码的神

秘契合 ,以及它如何有秩序地参与社会组织的成型

过程”②。准确地说 ,音乐不仅直接存在于各种仪式

中 ,也存在于更为普遍的具有“仪式化”性质的社会

实践之中 。这些实践模糊了仪式系统和其他行为系

统之间的界限 ,使众多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具有了仪

式的特征 。戈夫曼(Erving Gof fman)和柯林斯

(Randall Co llins)的研究将“仪式化”的规模设定在

微观个体和由微观个体结成的普遍人际网络之中 ,

极大拓展了仪式研究的经验范畴③。包括个体在日

常交往中的声音表现(如音量)④ ,具有象征意义的

音乐家或乐队⑤,音乐会 、演奏会和舞会等以声音为

主要表现形式(或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群体性集

会⑥ ,甚至连同整个音乐系统的生产 、消费和调控 ,

都被打上了仪式的烙印。这些一旦介入政治生活并

产生影响 ,便发挥出明显的政治仪式功能。事实上 ,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盛 ,学者们已经广泛地认

识到了各种声音或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形式在政

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它们兼有政治动员和政治参

与的作用 ,而潜含的权力之争和合法性建构则是其

主旨 。对此 ,江莉莉(Lily Kong)作了一个简单而精

辟的划分:“音乐被统治精英用来固化其意识形态以

实现政治社会化 ,以及培养一种民间宗教以引导对

国家的支持和热情。音乐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抵抗的

形式 ,用以反对国家政策和一些社会文化规范”⑦。

音乐在很多政治仪式中扮演着指挥官的重要角

色 ,它作为“一种组织原则”⑧控制着政治仪式的节

奏 ,调节着政治仪式的气氛 ,它将参与者带入特殊的

政治情感体验中 ,成功实现政治价值的构建和宣

示 ———这种“政治定调”既展现了仪式的政治动机 ,

又实现了仪式的政治功能。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 60周年庆典上 ,花车巡游环节所演奏的音乐曲

目就和花车所展现的具体内容之间具有直观的对应

性 ,这些曲目贴切地衬托出花车内容所蕴含的政治

意义 ,其核心旨趣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建构和爱

国主义的宣扬。

携带政治信息的音乐符号向特殊象征的转化 ,

受制于政治仪式的基本逻辑。政治仪式如同一把

弓 ,将音乐作为箭射向目标 ,箭的飞行轨迹和速度俱

与对弓的控制意图和能力息息相关 。布莱金(John

Blacking)如此解释这一隐喻:“音乐不是一种可时

时理解的语言 ,而更多的是情感的隐喻的表达。但

是 ,倘若在特定背景中被赏听 ,音乐能够精确地传播

它所携带的信息” ⑨。比如雷维尔(George Rev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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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立足于音乐的地理空间背景指出 , 1880 ～ 1940间

的英国音乐对该国的民族性和公民权的构建有着积

极意义 ,他认为:“音乐在社会 、经济和政治空间的组

织中所发挥的作用必须以声音的独特地理属性为出

发点……这些属性有助于赋予音乐的文化地理形态

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政治 ,进而令其在社会中别具

一格”①。事实上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

展 ,当代世界上的各国或各民族之间普遍存在的政

治文化边界对理解具体政治仪式中的声音和音乐做

出了宏观的限制。洛马克斯(Allen Lomax)检测了

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400首民歌 ,指出任何传

统的歌唱都是按照听众期望的独特发声方法与协作

方法进行演唱 ,这“说明歌唱首先是一种交流活动的

行为 ,一种歌唱要达到它的社会目的 ,就必须遵循演

出的文化标准”②。因此在政治仪式中 ,各类声音都

具有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深刻烙印 ,它们在声音

所具有的匀质性之外显现出独特性 。在一个全球化

的盛大仪式中 ,如奥运会上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音

乐奏响时 ,对于复杂的聆听群体而言 ,这既具有建构

和鼓舞的意味 ,又具有拆解和冲击的意味 ,甚至还会

包含着一定的对抗和颠覆的意味。无国界的音乐在

全球市场中的传播和消费是经济行为 ,也是文化行

为和政治行为 ,有国界的音乐更是如此 。

正如纳蒂埃(Jean-Jacques Nat tiez)所言 ,应当

“把音乐看作被赋予意义的`迹象' , `迹象' 的意义 ,

要从意义赋予者和接受者那里去追寻解释”③。在

政治仪式中 , “音乐之声”总是无法摆脱其对社会关

系 、尤其是政治关系的反映 ,政治仪式的控制者 、操

演者和聆听者都在这些声音的环绕中展开行动。而

行动的主要意图便是通过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表达

对合法性的判断 、争夺或构建———无论是竞选活动

中对特定音乐形式和乐手(乐队)的借用 ,还是民族

国家建设中对特殊音乐属性的强调维护 、固化和呈

现其合法性 ,抑或是市民社会中的群体或个体通过

某些类型的音乐形式表达反抗或抵制核心社会价值

的文化运动④ ,皆是如此。总之 ,政治仪式以及仪式

化行为中的声音 ,都与其来源和受众所在的具体政

治环境之间存在直接关系 ,这种关系在政治文化意

义上被理解为对某些价值 、情感和态度的象征性表

达 ,而表达的具体方式和方向则是政治权力及其合

法性 。

三 、“聆音察理”:

隐秘的权力生产和再生产

　　政治仪式中的任何符号都可能具有丰富的象

征意涵 ,只是在其向象征转换的过程中 ,有些符号简

明直接 ,有些符号含混隐秘 ,声音是后一类符号的代

表 。声音的“隐秘”包括两层含义:一是 ,声音符号与

时间 、空间 、人员和器物等主要仪式符号相比 ,在政

治仪式中居于从属地位 ,较少担纲主角(即便在具有

政治意义的音乐会等仪式化活动中亦是如此);二

是 ,声音符号的作用方式是隐秘的 ,尤其是声音的形

式和内容与具体的政治含义(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政

治文化)之间并不总是一一对应。两者关系的建立

是一种编码过程 ,而对关系的解读则是一种解码过

程 。简言之 ,声音符号所具有的力量在政治仪式中

被编码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形态 ,它们的象征意义

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要经过解码后才能被转换为政治

权力。这种不断重复的从象征权力到政治权力的编

码和解码过程 ,也就是政治仪式实现权力生产和再

生产的过程 。

再生产在原初意义上具有扩大生产关系和拓展

生产力两个基本要求。我们主要结合两种理路使用

这一概念。一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强调过程 、以生产

关系为核心的解释 ,即“生产实践的社会关系性内涵

及其不断变迁的再生产性历史特征” , “归根到底是

以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为核心的” ⑤。二是布

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意义上的强调策略 、以场

域中的权力斗争为核心的解释。场域是一个资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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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角逐的场所 ,潜藏着对具有“支配性的统治原

则”的需要 ,而“以争夺统治原则为目的的斗争 ,实际

上就是争夺合法化问题的合法原则的斗争 ,同时也

是为了争夺统治基础的合法的再生产方式的斗争 ,

这两者不可分离”①。就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言 ,

两种理路分别强调的是权力资本的流变过程和权力

斗争的社会空间 。以此观照政治仪式则需注重不同

性质的权力在仪式和社会之间的流通和变化 ,以及

应明确政治仪式和政治社会作为规模不等的场域 ,

都是有着强烈的合法性诉求的权力空间 。于是 ,政

治仪式中的声音符号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编码和解码

的对象 ,而且都必须参与仪式内外以合法性建构为

目标的权力之争。在政治仪式中 ,声音符号实现权

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有很多 ,主要有替换 、消除 、

依附和“独奏”(solo)等 ,不同的政治仪式可能会选

用不同的生产方式 ,限于篇幅 ,我们在此仅简析它们

的运行逻辑。

在政治仪式中 ,声音的替换是政治信息发生更

易的重要表现 ,能够直接反映出政治生活在方向 、节

奏和规范上的变化。以广西海村京族人的哈节仪式

为例 ,这种传统的民间仪式在上世纪 90年代恢复举

行后逐渐添加了国旗 、“红歌”等政治元素 ,并邀请政

府官员参加 ,从而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意味。其中“红

歌”这一声音符号是人民公社时期留给海村人的“文

化遗产” ,它以歌颂祖国和社会主义为主题 ,不仅贯

穿于仪式的间隙中 ,而且是仪式结尾高潮部分的重

头戏 。“红歌”作为一组与国家建设和政府治理有关

的歌曲 ,也会根据具体的政治社会发展情况不断调

整。具有浓郁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的“红歌”广泛地

替代了传统的民族歌曲 ,既反映出仪式的策划者对

时代变迁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认识 ,也在一定程度上

维护和巩固了对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认同 。在一

个政治系统中(无论是具体的政治仪式还是整个政

治生活),声音符号的替换虽然没有直接介入系统内

部结构的塑造或重构中 ,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系统状态的变化 ,继而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系

统的运行逻辑 ,有可能会促成系统内部结构的重组 。

因此 ,声音符号的替换作为政治仪式中的一种权力

生产和再生产模式 ,是对权力流水线基本运作逻辑

的改造。

“发声”意味着力量的宣示和传导 ,而“禁声”亦

能表达出某种权力信息。在 1978 年伊朗的阿什拉

节上 ,游行队伍高呼革命口号。“为了隐瞒这次公开

而激进的政治反对信息和政治反对势力的示威 ,电

视新闻广播从游行的实景中滤掉了声音” ②。在该

仪式中 ,声音符号起着决定仪式性质的重要作用:有

声的仪式是立场鲜明的政治仪式 ,而无声的仪式仅

能体现其原初的宗教特性。于是 ,声音符号的消除

成为一种有效的权力斗争方法 ,它将一场政治活动

中的喧嚣人群“定制”为一群政治上的沉默者 ,有效

切断了政治信息的通路 。阿利达甚至将现代西方音

乐的普遍复制也归入此类 ,视其为“权力的去除定

位” :一方面 ,音乐丧失了阶级性 ,与资本主义工业生

产模式及其权力结构相容;另一方面 ,高雅音乐会中

的严肃音乐隔离出一个精英阶层 ,成为“一种由技术

人员为技术官僚所作的景观” ③。不断复制和重复

的音乐体现出文化霸权的形态 ,通过持续性发送政

治信息覆盖整个文化空间。如果将其视作权力的生

产方式 ,则意味着权力流水线上的产品被标准化和

规格化 ,通过为所有产品打上“标识码”而规约了符

号和象征之间的多层通道 。这消除了声音的多元

化 ,将一种“单向度的”权力认知通过政治仪式灌输

给丧失了选择权利的听众。在这场符号之战中 ,谁

控制着模糊和暧昧的解释权 ,谁就握有制胜的砝码。

能够进行替换或消除的声音符号往往在政治仪

式中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而依附型的声音符号与

之相比则大多处于从属地位 ,在生产过程中只是局

部性的技术手段 ,在产品序列中则是获得少部分合

法性利润的副产品 。这些符号依附于特殊的政治规

范 ,从而产生“政治借喻”的效果 。《礼记 ·王制》中

称:“作淫声 ,异服 ,奇技 ,奇器以疑众 ,杀。”“淫声”等

符号在社会系统中是一种“反常”形态 ,它们无论在

普泛性还是在政治作用上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

但正是由于它们罕见的反常性体现的是一种与正常

社会秩序相左的规范 ,因此必须遏制它们 。在此 ,遏

制意味着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防范可能的颠覆。

反之亦然 ,在有些政治仪式中 ,即便一些声音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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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主要内容 ,但由于其与仪式的策划者或主导

者的意图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 ,因此往往能够得到

特别呈现的机会 。如有学者将《新闻联播》视作一种

中国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仪式” ,在其有限的时间内

需要传达出非常丰富的内容 ,但当播放中国运动员

获得金牌的情形时 ,总会“完整播出各次升国旗 、奏

国歌的场景” ,其目的便是“以期增强社会凝聚力和

民族自豪感”①。国歌在《新闻联播》的海量信息中

至多只是一种依附型的声音符号 ,但它能够获得充

分展现的时间正是因为它与作为一种“国家声音”的

《新闻联播》在核心意涵上能够产生共振关系 。事实

上 ,依附型声音符号在政治仪式中是一种在隐微之

处暗暗发力的“伴音” ,它们绝不是随意为之 ,而是有

着特殊目的的刻意选择。

“独奏”并不是指声音符号的某种个体性的呈现

方式 ,而是指声音符号作为一套信号或信号系统在

发挥作用时 ,犹如独奏者的表演 ,采用的是单对多的

信息传播方式。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媒介是“独奏”型

声音符号大显身手的阵地 ,因为 ,它们的主要传播方

式是“声音”的单对多式传播。这些传播媒介的主要

工作模式是讲述具体事件中发生的行为 ,而“在为行

为编程时 ,声音总是占据重要地位”②。“音位学”

(phonemics)的发展更是将声音与语义结合在一起 ,

以挟文字之威的听觉冲击 ,塑造出一种具有感染力

和渗透性的政治想象③。例如 ,在中国国庆阅兵仪

式的广播和电视直播中 ,播音员充满感染力的声音

将所有听众带入一种能够直接而深切地体验国家建

设成就的政治空间内 ,与此同时 ,播音员的话语又以

语词之力激起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种种政治情感 。

此类声音在仪式中以一种独白的方式表达出准确的

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 ,它们的隐匿性不是体现在作

用的方式上 ,而是体现在作用的层面上 ———独奏型

的声音符号在政治仪式中掌控着解释象征意义的主

动权 ,能够将系统性的政治信息直接灌输到大众意

识的最深层面中 。

总而言之 ,政治仪式与仪式化的政治活动在现

代政治社会中正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 ,它

们能够记录和反映出政治系统的结构特性和运作状

态;另一方面 ,它们也是观察政治系统基本规范和发

展趋势的上佳窗口。各种声音表现形式在政治仪式

中作为隐秘的符号 ,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映衬 ,相反 ,

它们通过政治仪式在社会生活中的解码过程呈现出

象征意义 ,既是政治仪式内部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

路径之一 ,也帮助政治仪式在其外部的政治社会环

境中作为一种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完成任务。

随着政治仪式操演形式的多样化 ,以及声音操

控和表现技术的变革和发展 ,声音符号在政治仪式

中的显现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不断在形式和内

容上有所创新的流行音乐 ,通过各种政治仪式或仪

式性的表演活动介入政治生活便是明证。但是 ,现

今社会不仅能够依靠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政治仪

式的操演提供更为细致和壮观的方式 ,同时 ,也因其

充斥着繁杂多样的文化系统而使得政治仪式中的各

种符号在象征意义上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 。在这种

社会情境中 ,无论政治仪式意图塑造何种政治价值

观念 ,或是政治仪式符号与其具体象征之间建立何

种关系 ,都必须面临在政治品味上愈发多元和日趋

苛刻的大众的严峻考验。或许 ,包括声音符号在内

的政治仪式中的各种隐秘符号唯有及时适应大众政

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复杂多变 ,才能继续在现代或

后现代社会中承担其政治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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