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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读者在!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前驻足和浏览#
我们为什么要译介和出版这套丛书$
学术会通时代#科学与技术从来都在为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助跑%这在

我们身处之时代尤为显著#在这新纪喷薄&百业腾骧&中华数千年文明将再现辉煌

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
心理学正日益走近和踏入我们的生活#目前它几乎已成!热学"#林林总总冠

以!心理学"名谓的出版物不断更新着书店和读者的书架#心理学不再神秘#但也

不必讳言%从!心理学"这棵大树繁衍开来的过度茂密的枝蔓%使其主干倒显得有些

不明了#严肃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做些修枝整叶的工作#没有心理学主干的承

托%心理学之树的常绿是不能长久的#培本固干是本译丛的宗旨#
我们的目光还应看得更远#国内外均有学者断言%心理学将成为>M世纪的

!显学"#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并非心理学家的自大%某种意义上%这是科学发展

史的必然走向#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奥秘的科学%即使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

所谓!前科学"的粗放时代%人类就已开始或一直在关注自身’我(#先哲们深刻的

理性思考中蕴涵着无数实质为心理学的问题#仅就!知"的领域而言%以当代著名

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的理论分析%所谓!格物致知"%实际包含着一种!双
向建构"的过程#人类的知识%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其构成都是这一双向建构的

产物%即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自身的认知结构也得到了提升%而且%人’类(又
不断使用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锤炼的!认知结构"这一利器%反身解剖自己的认识

’甚至包括认知结构本身(%并及于其他专属于!人"的领域)))意识的&思想的&情
感的&人际的&个性的诸多方面#这种自我解剖的功能%唯有!地球上最美的花

朵)))思维着的精神"才能做到%它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所在#而且%随着人类自身

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自觉和深入#心理学地位的日益凸显正是与此相伴随的#

!



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为之提供了许多佐证#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紧迫呼唤科学

心理学的介入%因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大厦须以!人"为支撑

点#以现代人的智慧&理性&道德和情操%才能真正构成现代的文明#这对正在进

行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试看*当人们惊呼知识濒于!大爆炸"之时%必然更期望破解知识获得过程之谜

以实现真正的学习的革命+当教育终于从应试模式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回归素质教

育的正确方向时%就更要求教育的过程符合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当培养新一代学

子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业时%充分发掘智力的潜

能和探索其有效的培养途径必然更显重要#人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也更多了%例如*
当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特质日益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时%如何才能

保持人们自身的健康身心和塑造健全的人格$ 当现代生活的压力在人与家庭&人
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注入了新的特征时%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以达于彼此

的和谐与适应$ 当本由人所创造和发明的外化的技术却在与人的颉颃中%显现出

凌驾于人的态势时%如何重铸人的尊严和恢复精神力量的能动地位$ 当愈益先进

的技术把人导入愈益复杂的人机系统时%究竟是!物从于人"%还是!人从于物"%或
是!人物相容"%又怎样相容$ 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心理学作出回答#

当然%就心理学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它为这些问题所能提供的答案和解释%
与人们对它的要求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有学者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准科学"
’!.K<7,08#-"8-(%或至少目前是如此#一来是因为心理学受到研究方法的制约%
缺少有效的研究手段#例如%在脑电图的记录成为可能之前%要想研究梦的生理基

础几乎是天方夜谭+二是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还受到诸多实际操作和伦理的限制#
心理学不可能为了探明感知觉的关键期而人为地将婴儿幽闭于光&声隔绝的环境#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同物理&化学等纯粹的自然科学相比%心理学从来都不是

那么!过硬"#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的百余年中%科学

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各分支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为心理学研究突破禁

区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大脑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为探讨心理学的生理机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而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深

入%又为打破传统的禁忌和藩篱创造了条件#另外%随着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和科

学发展史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比如进化论思想在心理发生发展中的应

用(%也为心理学构筑正确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启发与指导#心理学的研究无论从方

法还是从内容看%都已今非昔比#自冯特创立科学心理学至今%心理学度过了发展

的婴儿期%现已长成蹒跚学步的幼童#惟其尚幼%才会有>M世纪的青春可期#心

理学已成为当今蓬勃发展的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终将在科学之林尽

"



显风骚#
让我们再把视线收至当代#一个不讳的事实是*由于近代科学心理学发端于

西方%西方学者比我们稍稍领先了几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是积极的拿

来主义者#我们希望从一种多元的视野中%以某种开放的气息%吸纳他人之长处%
此所谓!大道多容"的心态%当为今日中国学人所取#

当然%我们在做这件!拿来"的工作时%应该保持一分清醒%这又与心理学的学

科特色不无关系#心理学是一门既具一般性%更具多样性的学科#一般性主要体

现在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上%心理学以揭示此规律为己任#多样性则表现

为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多样性#心理现象并非缥缈之物%它是在人的诸多实践

领域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必然分枝

繁茂%且多有交叉#另一多样性则与文化有关#不同的文化势必会在它们所研究

和表述的心理学上打上各自的烙印%甚至在心理学的基础部分也难以避免%在那些

与社会文化关系密切的领域则更是如此#这样说并不否认其普遍性#规律的普遍

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的共存关系%恰如生物体基因型和表现型的统一#
因此%心理学也许是一门最具多样性的学科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

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在各个重要的心理学分支领域%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各有侧

重的心理学流派%出现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的心理学家及其代表性著作#
在最能体现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基础心理学部分%更诞生了一批成熟的&经受了时间

考验的专著#所有这些%均应被视为人类知识库中的财富#把它们介绍给中国的

学术界%可为中国的心理和教育工作者打开一扇瞭望当代心理科学发展现状和研

究成果的窗口%从而更好地把握心理科学的发展脉络#我们认为%这无论从促进心

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高中国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整体水平%壮大我们的学术队

伍%还是从推广&普及和深化心理学知识在智力开发与训练&人才培养与评估&人事

与组织管理&心理健康与教育等实践领域的运用%都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因此%基于上述种种思考%选译当代西方心理学名著的想法就自然产生了#而

且我们设想%它应是一套成系列的丛书%其范围应尽可能地涵盖各个主要的心理学

领域%以名家名著为取材对象%以学术性和权威性为入选的标准%试图使读者能从

这套丛书中形成关于科学心理学的!主干"形象%并为当前国内心理学界的研究提

供借鉴与指导#我们的这些想法首先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几位教授中酝酿

并取得共识%旋即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赞同%继而迅速组成了选编委员

会及其工作班子#基于出版同类丛书国内尚无先例%为慎重计%我们又拜访了中国

心理学界几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陈立&荆其诚&张厚粲&王甦教授%征询他们的意

见#他们对出版这套丛书的计划均表肯定与赞许%且欣然应允担任丛书的顾问#

#



他们还对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原则和建议%一再鼓励我们要把!好事做

好"%其语殷殷%其情切切#无疑%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信心#
本套丛书名曰!当代"%具体指近十余年来的作品%或是问世稍早%近年又再版

流行者#时间是判断学术著作之生命力的良好尺度#但立足!当代"%与判断名著

的时间间距的要求%两者之间显然是矛盾的#我们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平衡点#确

定选择的时限不超过>?世纪@?年代%就是对两者的兼顾#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作

品的内在学术价值的把握#这正是编委会的工作重心所在#因此%那些既反映某

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对后继的学科发展具有前瞻性启示意义%且为当今学

者所公认的有影响的作品’含某些成熟的基础心理学的教科书(%为本丛书的选择

目标#全套丛书容量约>O种%内容涉及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含智力理论(&普通心

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方面%在三五年内陆续出版#
现在%从动议至今仅及年余%!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的首批作品就奉献于读

者面前了#选编委员会和译校者都尽了全力%当然不足之处终所难免#我们诚恳

期盼心理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在此译丛成书之际%我们尤其感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出版社领导人的远见和决断使丛书得以迅速面

世#出版社董事长朱杰人教授和总编辑阮光页编审还亲自参加了选编委员会选编

工作组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选编委员会工作的高效运转#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最后%我们想表达我们全体选编委员会同仁们最诚挚的愿望%这也是我们编译

这套丛书的最核心的初衷*今日播种西方译丛%为的是来年收获中国的名著, 随着

新世纪曙光的到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歌猛进%中国的心理学家既有能力也

有信心%贡献于世界科学与文明更多创造性的成果#我们深信%待以时日%!当代中

国心理学家名著译丛"也会出现于西方,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选编委员会

MLLL年M?月MO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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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第五届言语韵律国际会议"’芝加哥%>?M?(网站时%我获得了会议的主题

发言人之一!"#$%&&’*+,-.及其名著-音乐&语言与脑.等相关信息#由于多年来涉猎

于语言韵律的研究%我对该书产生一种强烈直觉*我认定它是一部与我的研究领域密

切相关的著作, 在对其电子版初步浏览之后%我不禁被它的内容所深深吸引#我决定

将此书推荐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选编组组长李其维教授%
希望它能尽快作为书系之一种得以出版%并自荐承担翻译工作#我有幸获得了他的肯

定与支持#
坦率言之%翻译此书的动力来自我对语言韵律研究的长期思考#多年来%我一直

认为音乐’主要指器乐(是夸张的韵律#音乐之美%韵律至要#了解和借鉴音乐’创作&

呈现&审美和体验(研究之成果%必将有助于更深入地探究语言韵律%反之亦然#但是%
进行两者的比较研究%何处才是其合适的切入点呢$ -音乐&语言与脑.P书正是在这

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绚烂的图景#可以不夸张地说%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由此而诞

生了, 作者在此书中所达于的成就%既使人兴奋%又引人深思#有趣的是%如何使语言

研究与音乐研究’广义言之%如何使心理学研究与音乐研究(相融通%同样的思考也来

自从事音乐研究的学者#因此%当我与他们谈及此书时%他们几乎都有同样的感受#
他们认为音乐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对音乐学和音乐心理学的深入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
本书对音乐和语言在元素&节奏&旋律&句法和意义等不同层面进行比较%并以此

作为全书章节的结构线索#在每一个层面%作者首先介绍这两个系统的表征形式及其

相互间的差异#然后在看似不同的表征背后%阐明它们认知加工和神经过程的相关性

或一致性%并继之给出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证据#如此结构和表述%既富有

思想%又不乏情趣#最后一章论及音乐和语言的进化%对这两个系统的发生发展及其

对人类群体内交流之不同作用进行了阐述%所论深刻而有见地#作者本人和德国马普

心理语言学所所长*-,-$4+:<<$,教授应邀为中文版所写之序%精彩而不乏睿智#

%



与心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我国的心理语言学和音乐心理学仍相对较为薄

弱#目前%在神经科学实质介入心理学之所谓!回归大脑"的大背景下%它们更需大力

推进和开拓#希望此书的中文版有助于不同领域的学者在了解各自学科的科学前沿

的同时%关注这些学科的交界面%有志在此耕耘播种%收获成果#我深信并期待%语言

研究与音乐研究的!合奏"%定会诞生华美的!乐章",

此书的翻译工作由我和我的六位研究生承担#其中%第一&二章由我翻译%第三章

蔡丹超和陈双翻译%第四章杨晓虹翻译%第五章陈黎静翻译%第六章陈煦海翻译%第七

章甘淑珍翻译#他们所译各章由我审校#翻译此书时%正值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蒋

存梅教授在我课题组从事博士后研究#她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翻译%但就书中所涉某些

专业术语和较难理解的概念和语句%与我们一起反复推敲%通过查阅对比几本音乐学

辞典和大百科全书%求得了准确的处理和把握#在翻译和审校完成后%中国科学院声

学研究所的张家教授&蒋存梅教授和同在上海师大音乐学院工作的王杭教授通读了

译稿全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上述大家通力合作的基础上%由我完成最终统

稿#现呈现给读者的译文%我以为它在科学性和准确性方面应该是可以达到要求的#

在翻译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心分社社长彭呈军先生在工作程序和要求

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具体的指导%保证了全书的译&校&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值此%谨向参与和支持本书翻译和审阅的所有人%致以诚挚的感谢,

杨玉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MM年L月N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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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音乐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即使文化的某些方面有所缺失"音乐和语言特

征却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例如"巴西亚马逊地区的一个小部落"

’()*+*!部落成员使用的语言中不包含数字"或者说没有计算的概念!他们的语言没

有关于颜色的专用词汇!他们没有创世神话"除了简单的人物线条画外也不绘画!但

是他们拥有大量以歌曲形式存在的音乐#,-")"##"%&&.$!

音乐和语言在人类生存中具有核心作用"二者均涉及复杂而有意义的声音序列"

因而对这两个领域进行比较是很自然的!然而从现代认知科学的角度看"对音乐和语

言关系的探讨几乎还没有开始!这种情形正在迅速改变"这个跨学科的问题吸引了越

来越多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这种吸引力很容易理解!人类理解声音的能力是无

与伦比的!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体验#如视觉和触觉$"可以通过研究其他动物的行为和

脑获得很多知识"因为我们的体验与动物没有太大差别!但语言和音乐是人类独有的

#参考第/章"关于进化$"因此"想通过比较人和其他生物体来认识语言或者音乐的认

知系统就变得十分困难!然而我们脑内存在着两个具有相似解释功能的系统"把复杂

的声音序列转换成知觉上的离散成分#如词%和弦$"这些成分进一步组成能传递复杂

意义的层级结构!这为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具体而言"通过探索音乐和

语言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可以让我们深刻认识人类独有的强大交流能力的基本

机制!

当然"对音乐和语言之间关系的兴趣并非源于现代认知科学!这个话题长久以来

吸引了大批思想家"包括哲学家%生物学家%诗人%作曲家%语言学家和音乐学家!两千

多年前"’$*#0就指出"某些音乐形式之所以能起到振奋精神的作用"是源于它们与著

名演讲音调的相似性#!"12*1")"3456$!很久之后"7*)8(9#35/3$认为"一种介于现代

语言和音乐之间的交流形式可能是人类交流能力的起源!很多其他的历史人物都考

虑过 音 乐 与 语 言 之 间 的 关 系"包 括 :(9;"9<0=*$($"(#伽 利 略 之 父$">"*9?>*;@1"A
B01AA"*1和C1D8(EF(##E"9A#"(9!这些推断性思考一直延续到近代#如G")9A#"(9"

34/6$!而到了认知科学时代"对这个话题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人们使用新的概

念和方法"从推测和类比进入到了实证研究!

比较研究的部分推动力来自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一种观点强调音乐和语言的差

别’另一种寻求二者的共性!重要的差别的确存在!举几个例子"音乐组织音高和节

奏的方式与言语不同"缺少语言所具有的语义确定性!语法是以范畴为基础建立的

#如名词和动词$"这在音乐中也不存在!但是对于情绪"音乐比一般语言具有更强的

影响力!此外"在神经心理学记载的很多案例中"脑损伤或者脑病态影响一个领域"而

!

!

"



不损害另一个#如失歌症和失语症$!据此可以认为"音乐和语言在认知上很少存在重

叠#H*)(9I’"))J"3444’’")"#<"%&&6$!

本书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更加强调音乐和语言的共性!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使

用不同的表征#例如"音乐中的音程"语言中的名词和动词$"但这两个领域具有一些共

同的基本加工机制’音乐和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探索这些机制的有效途径!这些机

制包括"形成习得声范畴的能力#第%章$%从节奏和旋律序列中提取统计规则的能力

#第K和第L章$%把输入成分#如词和音调$整合成句法结构的能力#第.章$"以及从声

音信号中提取微妙情绪意义的能力#第6章$!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来自认知科学和

神经科学中不同的研究路线"这些路线尚未统一到一个共同的框架中来!本书的最后

一章#第/章$采用进化的观点"通过音乐 语言对比阐述了一个久远的问题&音乐是否

是一种进化适应器!

全书的焦点在于日常口语和单纯器乐之间的关系!这里解释一下选择这个焦点

的动机!初步看"更合适的做法是"比较器乐与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如诗歌’或者聚焦

于音乐与语言相互交织的声乐形式!之所以选择上述焦点的基本动机是一种认知动

机&演奏和知觉器乐在何等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日常交流系统使用的认知神经机制( 比

较日常语言和器乐驱使我们去寻找能够将截然不同的现象统一起来的内在联系!

采取这种方法"关键是要分离真假联系"避免音乐和语言之间表面化的类比!这

要求对音乐和语言系统的结构有深刻理解!因此每章都对与本章主题相关的音乐和)

或语言结构"如节奏和旋律"进行详细讨论!这些章节#每章的第%节和第K节$为各章

最后一节提供背景!最后一节探讨音乐和语言之间关键的认知联系"提供经验证据"

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因为音乐和语言的关系对于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具有意义"本书对于只具有初步

的音乐或者语言研究训练的人都具有可读性!此外"各章相互独立"便于仅对某一话

题#如语法%进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因为每章都涵盖大量材料"所以各章都提供了

章节组织!每章都以详细的目录表开始"用作阅读时的路线图!

我希望"本书能为以认知观点探索音乐与语言关系的人提供一个框架!无论个人

的理论视角是倾向于寻找差异还是共性"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比较的方法打开了全

新的研究道路"而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一旅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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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声系统概述!%
!"!"!!音乐的音高对比!%

音阶介绍!&
音阶系统的文化差异和共性!#’

!"!"(!音程作为习得的音乐声音范畴!#)
音程与错觉!#)
音程与旋律知觉!#)
音程与范畴知觉!#$
音程与神经科学!#%

!"!")!音乐的音色对比!#*
音色对比不能成为音乐声系统的基础!!#
以音色为基础的音乐系统举例!!(

!"(!("%&’!!$
!"("#!语言声系统介绍!!$
!"("!!语言中的音高对比!!%

语言的水平调之间的音高对比!一般性特征!!*
进一步看声调语言水平调之间的音高对比!(’
言语的绝对音高!(!
把语言学音调对比投射到乐器!((

!"("(!语言中的音色对比!($
语言中的音色对比!概述!(+
元音的音色对比!(*
频谱"音色和音位!)#
简要介绍频谱图!)#
把语言学音色对比投射到音乐声!))

!"(")!辅音和元音作为习得的语言声范畴!)%
辅音!非母语对比的知觉!)%
元音!脑对于母语和非母语对比的反应!$’

!")!%)*+,-./01!$’
!")"#!比较研究的背景!$#

分离!$#
半球不对称性!$!
知觉的#言语模式$!$(
比较研究基础的总结!$)

!")"!!音乐能力和语言语音能力的关系!$$
!")"(!基于声范畴的听知觉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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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母语声范畴敏感性的减退!$*
!")"$!探索声范畴学习的共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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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音程基础的感觉和谐与不和谐!+!
,"("!!音高关系是音乐音程的基础!+$
,"("(!作为音乐音程基础的泛音序列!+$
,"(")!音乐音程基础研究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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