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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人类精神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自音乐心

理学创立伊始，就十分重视音乐能力研究。近年来，

研究者转向探讨音乐经验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包括

对音乐认知能力[1]、对其他认知能力(如执行功能[2]、

空间认知能力 [3]、语言知觉能力 [4]、注意能力 [5])的影

响。研究发现，音乐家与未受音乐训练的人的音乐

感知能力存在差异。Schellenberg和Moreno发现，音

乐家在音高比较、识别熟悉旋律任务中正确率显著

高于未受音乐训练者[6]；Habibi等发现，音乐家识别非

熟悉旋律中音高微小变异的能力优于非音乐家 [1]；

Koelsch等发现，业余音乐家能够更快地发现和弦片

段的结尾不规则，说明音乐训练提高了对音乐规则

性的感知能力[7]。脑成像研究表明，音乐训练引发的

大脑听觉皮层变化已达到解剖学显著的水平，音乐

家的听觉皮层体积和密度更大。Schneider等发现，

音乐家的赫氏脑回体积显著大于非音乐家[8]；Foster
和Zatorre发现，大脑右侧听觉皮层和双侧顶内沟区

域皮质的密度和厚度能有效预测个体在音符移位感

知测验中的表现 [9]。追踪研究发现，学习钢琴课程

超过15个月的儿童的大脑运动皮层、胼胝体和右侧

赫氏脑回发生了与音乐训练相关的显著变化，对照

组儿童的大脑仅显示出随着成熟发生的变化[10]。音

乐训练不仅指严格的音乐学习经历，还指足够的音

乐曝光经历。Bigand和 Poulin-Charronnat发现，只

要有足够的音乐曝光经验(如音乐剧爱好者)，个体

就会发展出优于其他人的音乐感知能力[11]。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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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nrichment of music exposure and music cultural experience on Uygur’s music
perception and music emotional processing. Methods: In Experiment 1, music fragments from the Montrier Diagnostic Age⁃
ia Test (MBEA)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musical perception ability of Uygur and Han college students without special
musical training, and in experiment 2, the cross-channel musical emotion priming paradigm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emo⁃
tional processing of Uygur and Han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In experiment 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Uyg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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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in the processing of musical emotions. Conclusion: The overall study shows that musical exposure and musical
cultural experience play a critical role on the advantages of Uygur’s music perception and music emotional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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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音乐和西方音乐背景下的“音乐家”与“非音乐

家”，缺乏其他音乐背景下的有力证据。

原始母语假说认为，音乐的最重要功能是表达

情绪，传递情绪信息[12]。因此，除音乐感知能力外，

音乐情绪的知觉和体验能力也是音乐能力研究的核

心问题，是衡量个体音乐能力的重要标准。近年来，

研究者观察到，音乐文化经验对音乐情绪加工具有

塑造作用[13]。Juslin认为，音乐情绪加工受音乐文化

经验影响的关键在于音乐情绪线索的性质：如果音

乐情绪主要依靠共通的音乐要素来表达，音乐文化

经验的作用就小；如果音乐情绪更多地依赖音乐的

文化特异性因素来表达，音乐文化经验的作用就不

容忽视[14]。Balkwill和Thompson认为，如果只是对音

乐整体旋律的简单情绪识别，只依赖音乐的心理物

理线索就已经足够[15]。音乐文化经验对不熟悉音乐

材料的情绪加工是否有影响？相关的研究还非常少

见。王昕和刘沛发现，音乐训练组的音乐情绪诱发

强度更强，体现为脑电波幅更大，尤其表现在前额

区、中央区、顶区和左侧区域，但情绪诱发引起的脑

消耗总能量却显著小于非音乐训练组，说明音乐训

练锻炼了被试的音乐情绪加工机制，音乐家仅需要

少量的认知资源便能够完成音乐情绪加工[16]。马莉

莉发现，音乐专业的学生在不同情绪音乐上的愉悦、

唤醒、偏好与熟悉度评分都显著高于非音乐专业的

学生，说明音乐训练影响个体音乐情绪加工的众多

方面[17]。总之，音乐文化经验与音乐情绪加工之间

的关系仍然需要更多的探索。

我国的民族音乐资源十分丰富。在民族音乐背

景下开展音乐能力研究，能够更好地探索音乐曝光、

音乐文化经验对音乐感知能力、音乐情绪加工能力

的影响，为音乐曝光、音乐文化经验与音乐能力之间

关系的理论提供启示。在我国，维吾尔族是一个能

歌善舞的民族。维吾尔族生活的地区素有“歌舞海

洋”的美誉。维吾尔族的传统音乐造诣极高，音乐资

源极为丰富。仅以木卡姆为例，木卡姆是维吾尔族

传统音乐的典型形式，它既在人生重要礼仪上献声，

也在群体集会等场合中出现。“十二木卡姆”历史悠

久，广泛流传于新疆各地，被称为“维吾尔音乐之

母”，在中国音乐学界享有“音乐瑰宝”、“丝路明珠”、

“维吾尔音乐奇葩”等诸多美誉。除以木卡姆为代表

的古典音乐外，维吾尔族还有极丰富的民间歌曲、器

乐曲、歌舞曲、说唱音乐等其他独具民族特色的音乐

形式[18]。在维吾尔地区，只要音乐响起，几乎每个维

吾尔人都能够跟唱或即兴演唱维吾尔族歌曲。对维

吾尔族而言，生离死别、人生得意都与歌声相伴，维

吾尔族人一辈子都与音乐结缘。

在充足的音乐曝光下成长的维吾尔族个体，是

否拥有音乐感知和音乐情绪加工优势？这是本研究

要探索的问题。实验1采用Peretz，Champod和Hyde
设计的蒙特利尔失歌症诊断测验的音乐片段作为音

乐感知测验材料[19]，测量维吾尔族大学生对音乐的

认知能力，并与汉族大学生比较。选择这一材料，有

三个理由：(1)这一测验采用西方调性音乐，能在很

大程度上规避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对测试

音乐的熟悉性差异。(2)这一测验相对独立地测量

各种音乐成分，特别是相对独立地测试音乐的音高

成分和时长成分，符合人类的音乐加工模型[19]。(3)这
一测验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它与标准化音乐能

力倾向测验(MAP)有较高的相关(r=0.53)，已经广泛

应用到脑损伤病人和正常成人研究中。实验2采用

跨通道音乐情绪启动范式[20]，考察维吾尔族大学生

的音乐情绪加工能力，并与汉族大学生比较。选择

这一范式的原因有：(1)根据激活扩散模型，音频启

动刺激的情绪信息会自动激活，产生情绪启动效应，

这种效应反映个体对音频启动刺激的情绪加工。

(2)在实验中，目标刺激和启动刺激相同，只是两者

的关系不同，分为情绪一致/情绪不一致，能够避免

刺激的感知差异带来的影响。

1 实验一 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

的音乐感知能力比较

1.1 被试

1.1.1 被试的基本情况 大学本科生 193名，男生

105名，女生88名，身体健康，听力、视力或矫正视力

正常，右利手。维吾尔族学生有 97名，母语为维吾

尔语，学龄期开始学习汉语。汉族学生有 96名，母

语为汉语，听不懂也不会说维吾尔语。被试一直生

活在新疆地区，来自理工科专业，情况见表1。
表1 实验一被试的基本情况(n=193)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1.1.2 被试的音乐背景 让被试采用5点量表自评

性别

年龄(岁)
独生子女

生源地

父亲学历(中位数)
母亲学历(中位数)
家庭平均月收入

维吾尔族

54(男)，43(女)
21.10(0.98)
70(非独生)
77(农村)

小学及以下

小学及以下

￥1000-3000

汉族

51(男)，45(女)
21.02(0.87)
66(非独生)
77(农村)

小学及以下

小学及以下

￥1000-3000

F/χ2

0.13
1.48
0.27
0.02
1.24
0.96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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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听不同类型音乐的频率、对不同类型

音乐的喜爱程度和熟悉程度，控制维吾尔族大学生

和汉族大学生对西方音乐、钢琴曲以及更为细致的

西方调性音乐节拍(华尔兹、进行曲)的熟悉程度和

了解程度，结果见表2。
表2 两组被试的音乐背景的描述统计和差异检验

注：**P<0.01，***P<0.001。
1.2 测试材料

选自蒙特利尔失歌症诊断测验 (Montreal Bat⁃
tery of Evaluation of Amusia)的音乐片段，由钢琴演

奏，为常见调性音乐，每段音频时长从3.8秒到6.4秒
不等，平均为 5.1 秒，存储为 wav 格式，涉及音阶

(sacle)、旋 律 轮 廓 (contour)、音 程 (interval)、节 奏

(rhythm)、节拍(metre)和音乐记忆(memory)等 6个成

分[19]。音阶、旋律轮廓、音程、节奏分别包含31个旋

律片段，节拍和音乐记忆分别包含30个旋律片段。

音乐测试材料题号编辑：由一名普通话一级甲

等的年轻女性读出测试题号，经录音软件“录音大

师”录音、去噪、剪切等，作为测试题号，再使用音频

处理软件Adobe Audition将题号音频与旋律音频剪

辑成一个独立测验试次，最终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测

试音频。

1.3 测试流程

测试在试听教室进行，每次实验有30名被试参

加，由两名主试负责，测验分为7次完成。被试先填

写基本信息，然后进行音乐测试，最后完成音乐背景

调查。在测试中，音频材料通过播放器广播，由主试

控制。实验全程约耗时1小时20分。每一任务前至

少有两个练习材料，练习后有反馈，如被试有疑问，

可以练习多次。每一任务结束后，被试可适当休息。

测验任务的构成和要求：(1)按照 Peretz等的音

乐加工模型[19]，测验的6个音乐任务表征3种音乐成

分，音阶、旋律轮廓和音程(前 3个任务)表征音高成

分，节奏(任务4)和节拍(任务5)表征音乐的时间结构

成分，任务 6表征音乐记忆成分。(2)前 4个分测验

请被试辨别接连出现的两段旋律是否相同，第 5个
分测验涉及节拍识别(识别听到的旋律是四拍子进

行曲，还是三拍子华尔兹)，第 6个分测验涉及记忆

辨认，要求辨认听到的旋律是否在先前 5个测验中

出现过。

1.4 计分标准

在测验中，被试每做出一次正确反应计1分，错

误反应不计分。

1.5 结果与分析

两组被试的测试结果见表3。
表3 两组被试在6个测试任务上的平均分及差异检验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代表P<0.001。
1.5.1 两组被试的音高(包括音阶、旋律轮廓和音

程)辨别差异比较 t检验表明：(1)两组被试的音阶

判断(任务1)成绩差异非常显著，维吾尔族大学生辨

别音阶的平均成绩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2)两组

被试的旋律轮廓判断(任务2)成绩差异非常显著，维

吾尔族大学生辨别旋律的平均成绩显著高于汉族大

学生。(3)两组被试的音程判断(任务 3)成绩差异非

常显著，维吾尔族大学生辨别音程的平均成绩显著

高于汉族大学生。

总之，在前三个表征音高成分的任务上，维吾尔

族大学生表现出强于汉族大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

证明维吾尔族大学生具有音高感知能力优势。

1.5.2 两组被试的时间层面(节奏和节拍)辨别差异

比较 t检验表明：(1)两组被试的节奏判断(任务 4)
成绩差异非常显著，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节奏判断平

均成绩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2)两组被试的节拍

判断(任务5)成绩差异非常显著，维吾尔族大学生的

演唱维族歌曲的熟练程度

听维吾尔族音乐的频率

听汉语流行音乐的频率

听汉族古典音乐的频率

听西方流行音乐的频率

听西方古典音乐的频率

对维族音乐的喜爱程度

对汉语流行音乐的喜爱程度

对汉族古典音乐的喜爱程度

对西方流行音乐的喜爱程度

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喜爱程度

对维族音乐的熟悉程度

对汉语流行音乐的熟悉程度

对汉族古典音乐的熟悉程度

对西方流行音乐的熟悉程度

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熟悉程度

对钢琴音色的熟悉程度

对钢琴音色的喜欢程度

对进行曲的了解程度

对华尔兹的了解程度

维吾尔族
大学生

2.59(0.98)
3.67(0.95)
3.60(0.84)
2.48(0.93)
3.18(1.01)
2.28(0.99)
4.30(0.82)
3.95(0.87)
3.02(0.99)
3.46(0.96)
2.76(0.90)
3.94(0.79)
3.43(0.76)
2.62(0.82)
2.80(0.91)
2.26(0.80)
2.25(0.73)
3.50(0.94)
1.65(0.48)
1.75(0.44)

汉族
大学生

1.11(0.41)
1.60(0.89)
3.68(0.87)
2.54(0.97)
3.37(0.99)
2.15(0.96)
2.65(0.97)
4.08(0.69)
3.46(0.89)
3.56(0.79)
2.86(0.81)
2.09(0.93)
3.76(0.83)
3.03(0.87)
2.68(0.86)
2.42(0.78)
2.16(0.79)
3.40(0.75)
1.65(0.48)
1.77(0.42)

t
12.83***
15.65***
0.75
0.77
1.30
0.92

14.50***
-1.10
-3.21**
-0.70
-0.86
14.88***
-2.84**
-3.38**
0.97

-1.40
0.83
0.80

-0.05
-0.38

任务

任务1(音阶)
任务2(旋律轮廓)
任务3(音程)
任务4(节奏)
任务5(节拍)
任务6(记忆)

维吾尔族

24.80(3.92)
26.35(3.45)
24.94(3.04)
26.86(2.87)
12.29(4.22)
24.67(3.30)

汉族

22.52(3.52)
23.30(3.81)
21.94(3.30)
24.61(3.76)
10.26(3.26)
22.11(3.86)

t
4.24***
5.83***
6.59***
4.67***
3.73***
4.95***

Cohen’s d
0.61
0.84
0.95
0.68
0.54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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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拍判断平均成绩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

由表3可见，与其他任务的平均成绩比，两组被

试在任务5上平均成绩较低。这是由于西方音乐中

的节拍模式(在本测试中是进行曲或华尔兹)与维吾

尔族音乐和汉族传统音乐的节拍模式差异过大造

成。节奏、节拍被认为是音乐时间结构的表征。维

吾尔族大学生在节奏和节拍测试中的得分优势，表

明维吾尔族大学生对音乐时间信息加工具有良好的

能力。

1.5.3 两组被试的音乐记忆差异比较 t检验表

明，两组被试的音乐记忆(任务 6)成绩差异非常显

著，P<0.001，维吾尔族大学生的音乐记忆平均成绩

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音乐记忆的基础是音乐感知

能力，只有细致地感知到各音乐片段的音阶、音程、

旋律、节奏和节拍等多个结构要素，才能够在第二次

听到这个片段时准确地将它识别出来。维吾尔族人

能歌善舞，长期的音乐熏陶使得他们拥有了更好的

音乐感知优势，他们的音乐文化经验丰富，容易将音

乐片断加工到更深程度，因而显示出更好的音乐记

忆能力。

2 实验二 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

的音乐情绪加工能力比较

2.1 被试

大学本科生 64名，其中，维吾尔族 32名，汉族

32名，身体健康，听力、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右利

手。两民族被试的人口学变量进行匹配。t检验表

明，两组被试在性别、年龄、独生子女、生源地、父母

亲学历、家庭平均月收入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被

试均无音乐或乐器学习经历。被试情况见表4。
表4 实验二被试的基本情况(n=64)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2.2 设计

2(被试类型：维吾尔族大学生/汉族大学生)×2
(音频刺激和面孔图片的情绪一致性：一致/不一致)
混合设计。其中，被试类型为被试间变量，情绪一致

性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面孔情绪判断的反应时

和正确率。采用赵怀阳等跨通道音乐情绪启动的设

计、范式[20]。

2.3 材料

音频材料来自赵怀阳等人的研究[20]，包括两类

和弦：愉悦和弦和不愉悦和弦，音色为大钢琴。愉悦

和弦由一个原位和弦(C-E-G-C)和它的第二转位和

弦(G-C-E-G)组成，不愉悦和弦由两个非三度重叠

和弦(C-F#-B-C和C-C#-F#-C)组成。4个和弦分

别在12个调上呈现一次，构成48个和弦(愉悦和弦、

不愉悦和弦各半)。每一个和弦连续出现三次，构成

一个音乐刺激，时长 2400ms。和弦的采样率、采样

位数、比特率以及音量均经过标准化。

为了平衡面孔识别中的本族效应和异族效应，

从西方面孔数据库“FERET情绪面孔库(Face Recog⁃
nition Technology)”中选取高兴面孔 100张，悲伤面

孔 100张(悲伤情绪不明显的面孔图片，经过 Photo⁃
shop1.0软件编辑，达到更明显的悲伤情绪)，请10名
维吾尔族大学生和10名汉族大学生分别对200张面

孔图片的情绪判定为高兴或悲伤的确定程度做5点
评定，最终确定了96张情绪面孔(高兴和悲伤各半，

两种情绪面孔中男性面孔和女性面孔各半)为实验

材料。两组被试对48张高兴情绪面孔的评分无显著

差异(M维=4.46，M汉=4.46，P>0.05)，对48张悲伤情绪面

孔的评分无显著差异(M 维=4.49，M 汉=4.45，P>0.05)。
每一和弦分别与高兴情绪面孔和悲伤情绪面孔配对

一次，构成了 96个音乐-面孔配对试次：愉悦-高兴

（24）、愉悦-悲伤（24）、不愉悦-高兴（24）、不愉悦-
悲伤（24）。其中，情绪一致刺激有 48个，情绪不一

致刺激有48个。

图1 实验2的刺激示例

2.4 实验程序

采用Eprime1.1编程，用Dell Vostro 14-5459便

携式笔记本电脑呈现刺激。实验流程为：首先呈现

背景变量

性别

年龄（岁）

独生子女

生源地

父亲学历(中位数)
母亲学历(中位数)
家庭平均月收入

维吾尔族

16(男)，16(女)
21.06(1.79)
30(非独生)
30(农村)

小学及以下

小学及以下

￥1000-3000

汉族

16(男)，16(女)
21.09(1.42)
30(非独生)
30(农村)

小学及以下

小学及以下

￥1000-3000

启动刺激

(愉悦/不愉悦和弦) SOA：200ms

←情绪一致→
↖ ↗
情绪不一致

↙ ↘
←情绪一致→

目标刺激

(情绪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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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注视点500ms，然后呈现音频刺激(愉悦和

弦/不愉悦和弦)，屏幕上出现文字“请听声音”，音频

时长为 2400ms，随后空屏 200ms，再呈现面孔图片，

要求被试判断面孔的情绪，如果判断为悲伤按 J键；

如果判断为高兴按 F键，按键方式在被试间平衡。

面孔图片由被试按键后消失或2000ms自动消失；随

后是 500ms的空屏，然后进入下一试次 [20]。在正式

实验前，被试进行了8次练习，在练习中有反馈。刺

激示例见图1。
2.5 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时删去错误反应和反应时在M±
3SD之外数据，占4.71%。结果见表5。

表5 两组被试音乐情绪加工的

平均反应时(ms)和平均正确率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F(1，62)=7.16，P=0.01，ηp2=0.10。维吾尔族大学

生的判断反应时显著短于汉族大学生。维吾尔族大

学生的平均反应时为 629ms，汉族大学生的平均反

应时为706.5ms，二者相差了77.5ms。音频刺激和面

孔图片的情绪一致性的主效应显著，F(1，62)=4.35，
P=0.04，ηp2=0.06。两组被试均在情绪一致的条件下

的判断反应时更短。被试类型与音频刺激和面孔图

片的情绪一致性交互作用不显著，F(1，62)=0.11，P=
0.73。两组被试对面孔情绪判断的正确率都很高，

各种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实验 2表明，两组被试均在情绪一致的条件下

判断反应时更短，说明发生了情绪启动效应。维吾

尔族大学生在情绪一致条件与情绪不一致条件下的

反应时均显著短于汉族大学生，说明他们在情绪一

致条件下的启动效应更强，在情绪不一致条件下解

决冲突也更迅速，显示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音乐情

绪加工优势。

3 讨 论

3.1 关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优势

维吾尔族大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优势，应该源

自于音乐曝光和音乐文化经验的“濡化”作用。“濡

化”(enculturation)一词，本义是“滋润化育”。《社会科

学新辞典》将“濡化”解释为“一种半有意识、半无意

识的学习经历”。不同于有动机的、系统的音乐训

练，维吾尔族人所接受的音乐培养是完全生活化

的。这种由非正式音乐训练带来的音乐感知能力优

势，正是内隐学习的结果。音乐的内隐学习是指个

体在音乐活动中无意识地习得了音乐规则，并且以

此为依据来指导音乐的感知、理解和鉴赏；音乐的内

隐学习源自于音乐曝光和统计学习[21]。音乐曝光是

指人们在音乐环境中的无意识的暴露和被动地接

触；统计学习是指人们能够无意识地习得环境提供

的信息的规则性[22]。

个体的音高辨别能力优势可能源于音乐的内隐

学习。研究发现，音乐家比非音乐家辨别音高的微

小差异更快、更准确[1]。Bidelman等发现，与音乐相

关的脑结构变化可以预测个体在音高感知上的优

势 [23]。音阶是音高的重要组成部分。Loui等设计了

一种人工音阶，以此作为构成旋律的材料，发现被试

依然在充分音乐曝光以后，无意识地习得了人工音

阶的特点和规则[24]。在本研究中，音阶、旋律轮廓和

音程测试都属于音高测量。在维吾尔族歌曲中，音

阶的形式多种多样，五声、六声、七声等都有出现。

在南疆，七声音阶音乐较多；在东疆，以五声音阶及

其变体音乐为主；北疆的情况更复杂，五声音阶、七

声音阶都频繁地使用[25]。在维吾尔族音乐中，还存

在更复杂的含半音的七声音阶和含微分音程的七声

音阶[26]。多元、丰富的音阶体系带给了维吾尔族人

更复杂的音阶感知体验，足够的音乐曝光使他们获

得了更敏感的音阶分辨能力。维吾尔族歌曲的调式

也非常丰富，这就使得他们的音程使用非常灵活，不

仅经常使用大调和小调的习惯音程，还有一些特殊

的音程使用方法，如增二度音程，即两个相同的四声

音阶重叠，中间由大二度音程连接。喀什民歌《我愿

作情人的夜莺》就使用了典型的增二度调式，伊犁民

歌《我亲爱的》也局部使用了增二度调式[27]。足够的

音乐曝光和丰富的音乐文化经验，使得维吾尔族大

学生拥有了音程辨别优势。在音高测验中，还包含

有旋律轮廓识别。研究发现，个体在音乐曝光环境

下能够内隐地学习旋律规则。Thompson等使被试

处于旋律曝光的环境中，发现被试内隐地习得了旋

律规律，能够准确地识别曝光过旋律的结尾音符是

否符合规则[28]。Szpunar等发现，被试能够区分曝光过

和未接触的旋律，并且对曝光过的旋律表现出偏

好[29]。Ungan等人发现，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在旋律单

元发生改变时存在脑电波差异，说明音乐训练或音

乐曝光影响辨别旋律的能力[30]。维吾尔族歌曲的旋

被试类型

维吾尔族大学生

汉族大学生

情绪一致性

一致

反应时

624(109)
703(123)

正确率

0.97(0.04)
0.95(0.05)

不一致

反应时

634(110)
710(121)

正确率

0.94(0.05)
0.9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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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使用十分灵活，旋律类型多种多样，多数简单歌曲

采用锯齿型旋律。值得一提的是反 S型旋律轮廓，

在近似六度左右的大跳跃后直达嘹亮的高音区，然

后徐徐下降，直至曲终[31]。得益于旋律轮廓的多样

性，音乐曝光和音乐文化经验也塑造了维吾尔族大

学生的旋律加工优势。

节奏和节拍的内隐学习也可产生于音乐曝光。

Schultz等人采用过程分析范式，考察被试在强节

奏、弱节奏和无节奏下的单音刺激的内隐学习，发现

被试能够无意识地习得脱离节奏的时间模式[32]。西

方音乐背景的被试在听模糊的三拍子时，更多地将

其归类为两拍子节奏型，说明音乐曝光加深了被试

对习惯化节奏型的印象和记忆，这是由于西方音乐

中多见二拍子或四拍子[33]。维吾尔族音乐的节奏和

节拍也独具特色。在维吾尔族民歌中，常有弱起拍，

这与维吾尔语的重音总是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有

关。在维吾尔族音乐中还有罕见的、非对仗的、非公

整的“增盈节拍”[34]。在维吾尔族音乐中，节奏的控

制亦十分重要。由于维吾尔语的发音没有类似“四

声”音调，演唱者必须用唱词的节奏变化作为行腔的

重要参考。维吾尔族民歌的节拍细致、节奏鲜明、重

音突出，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得益于这种节奏

和节拍的独特性，在足够的音乐曝光条件下，维吾尔

族大学生积累了丰富的节奏和节拍的音乐文化经

验，进而获得了分辨音乐节拍、节奏的独特才能。

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和众多的音乐活动，带给

维吾尔族人足够的音乐曝光。基于大量的音乐事

件，维吾尔族大学生内隐地习得了音乐的音高(音
阶、旋律轮廓、音程)和节奏、节拍等音乐要素，并将

这些无意识习得的音乐知识储存在长时记忆中，形

成一个充满大量音乐特征的音乐知识系统[22]。这一

音乐知识系统指导被试更迅速、更经济地加工和处

理新接触的音乐信息，使得维吾尔族大学生展现出

音乐感知能力的明显优势。维吾尔族大学生的音乐

记忆优势也是音乐内隐学习的结果。维吾尔大学生

音乐知识丰富，音乐感知能力强，对音乐片段能加工

到更深的程度。根据记忆的加工水平说，记忆是加

工深度的函数[35]。因此，维吾尔族大学生也表现出

音乐记忆优势。

3.2 关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音乐情绪加工优势

Thompson认为，音乐情绪加工包括心理物理线

索和文化特异线索[36]。当音乐中包含有较少的文化

特异性因素时，人们会更多地使用心理物理线索辅

助音乐情绪加工。这一推论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

实。Balkwill和 Thompson 发现，加拿大被试能够很

好地识别从未接触过的印度音乐中的基本情绪[15]。

Argstatter 发现，印尼被试也能够识别西方音乐中的

悲伤、高兴等情绪[37]。实验2采用简单、不熟悉的西

方和弦为实验材料，有效地排除了文化特异性线索，

使得两组被试更多地依靠对音乐要素的认知来完成

对音乐情绪的解构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维吾尔

族大学生在实验1中测得的音乐感知能力优势发挥

了重要作用，为音乐情绪识别优势提供了基础。

从实验进程上说，实验 2使用的音频刺激中单

个和弦时长为 800ms，每一和弦在一个音频刺激中

连续重复三次出现作为启动刺激。赵怀阳等人分析

跨通道音乐情绪启动下的EEG信号，发现在音乐刺

激呈现后 300~450ms发生了α频段去同步化。α频
段一般表征动作模仿或动作执行[20]。这说明，音乐

情绪加工速度很快，约在音频刺激呈现后 300~
450ms就发生了。对音乐感知力更强的维吾尔族大

学生而言，在第一个和弦出现后较短时间内，被试就

可能发生了音乐情绪的表征和模仿，在后续和弦中

发生了情绪效应累积，从而完成了对和弦情绪的更

深层次、更完善的加工；汉族大学生需要更多的音乐

刺激才能够发生音乐情绪加工。因此，在后续的面

孔识别中，两组被试就发生了不同的情绪加工的易

化过程，表现为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判断反应时明显

短于汉族大学生。已有研究表明，SOA短于 200ms
不会发生情绪冲突效应，只会易化情绪加工。

研究表明，知觉训练能够带来神经可塑性，降低

大脑特定脑区神经元的激活水平。接受知觉训练的

个体仅需要使用较少认知资源和较少神经活动就能

完成对目标刺激的加工。王昕和刘沛借助事件相关

电位技术探索音乐情绪加工的脑机制，发现有音乐

训练的个体对音乐情绪感知的强度更大，消耗的能

量却更低[16]。根据“习惯化”理论，音乐训练使个体

习惯于采用更节省大脑资源的方式完成音乐情绪加

工。具体到本研究，在有充分的音乐曝光下生活的

维吾尔族大学生在音频刺激情绪加工中可能占用更

少的资源，所以在后续目标刺激的加工中有更多的

能量用于面孔情绪识别，表现为维吾尔族大学生的

面孔情绪判断反应时显著短于汉族大学生。

在本研究中，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均

从小生活在新疆，但两组被试在音乐曝光和音乐文

化经验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异：(1)在音乐曝光量上

存在差异。汉族大学生听不懂也不会说维吾尔语，

因听不懂维吾尔歌曲的歌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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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对维吾尔族音乐的喜爱程度和熟悉程度，减

少了主动去学习、跟唱维吾尔族音乐的动机，因而减

少了主动曝光于维吾尔族音乐中的机会；(2)两组被

试的音乐使用场景和场合存在差异。维吾尔族音乐

跟生活紧密联系，其音乐曝光是生活化的，如在节

日、聚会等各种场合演唱音乐，汉族大学生参与这些

场合的频率远低于维吾尔族大学生，这也减少了被

音乐(尤其是维吾尔族音乐)曝光的程度。对两组被

试的音乐背景调查也证实了以上推论：维吾尔族大

学生演唱维吾尔族歌曲的熟练程度、听维吾尔族音

乐的频率、对维吾尔族音乐的喜爱程度、对维吾尔族

音乐的熟悉程度均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两组被试

在这几个项目上的平均分差异也大。

3.3 关于影响维吾尔族大学生音乐文化环境形成

的因素

无论是充分的音乐曝光，还是丰富的音乐文化

经验，都与维吾尔族独特的音乐文化环境息息相

关。因此，维吾尔族大学生的音乐加工能力优势最

终得益于维吾尔族的音乐文化环境。维吾尔族的音

乐文化环境的形成既与丰富的音乐资源有关，也与

独特的生态环境有关，还与维吾尔族的鲜明民族性

格有关。

早在汉唐时期，西域诸国的音乐造诣就已经达

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安国

乐、康国乐、天竺乐等，在当时都享有盛名，并且得到

了中原人的青睐，跻身于宫廷礼乐之列[38]。在这些

伎乐中，历史最早、影响最大、最著名就是龟兹乐，它

被推为“胡部诸乐之首”。当代的维吾尔族音乐依然

继承了龟兹乐的节奏明快、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舞蹈

力度等特点[39]。在汉唐时期，哈密有伊州乐，吐鲁番

有高昌乐，库车有龟兹乐，和田有于阗乐，莎车和喀

什是十二木卡姆的故乡[40]。维吾尔族的丰富的音乐

资源、浓郁的音乐氛围是“丝绸之路”的结晶。在古

之西域，随着岁月的辗转，不知道有多少绿洲与沙漠

在年轮中变迁，但是，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诸

乐，却逐渐沉积为现代维吾尔族的丰富音乐资源，为

维吾尔族世代的音乐传承提供了文化基因。

民歌是民间音乐的灵魂，是其他音乐体裁产生

和发展的基石。由于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维吾尔

族民歌吸收了中国、欧洲和波斯-阿拉伯三个音乐

体系的特点，形成了“混成性”和“多元一体”的音乐

形态[25]。维吾尔族的民歌资源极为丰富，仅从音乐

形式上划分就可以细化为爱情民歌、节日民歌、劳动

民歌、历史民歌等。维吾尔族民歌因为篇幅短小、数

量众多、题材丰富、生活气息浓郁、易学易唱，在维吾

尔族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41]。除了丰富的民歌

资源外，维吾尔族还有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古

典木卡姆音乐、维吾尔族说唱音乐和歌舞音乐等多

种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形式，为维吾尔族人的优

秀音乐能力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音乐资源宝库，也为

维吾尔族人的音乐能力成长提供了土壤。

新疆以其独特生态环境孕育了“维吾尔木卡姆”

和其他音乐形式。新疆虽然地域辽阔，但多为沙漠

或戈壁，绿洲仅占 4.4%，森林覆盖率低于 3%，属于

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或热带沙漠性气候，常

年干旱少雨，风沙弥漫，烈日炙烤，昼夜温差大 [42]。

以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城镇为例，若羌地区的年平

均降雨量仅只有10毫米，峪谷地区的最大风力在12
级以上，昼夜温差大于15°[43]。新疆地区的生态承载

力极差，易毁难复，至今仍有大面积的无人区。在这

种环境下存活、繁衍生息的维吾尔族如何表达自

我？如何表达情绪？物质匮乏、自然资源稀缺，是催

生维吾尔音乐的重要原因。学者们认为，链状绿洲

是“维吾尔木卡姆”产生的重要原因[40]。维吾尔族世

代生活在沙漠之舟中，音乐成为维吾尔生活调剂的

必需品。

梅里亚姆说：“要想了解一种音乐为何以它独特

的组合方式迸发出勃勃生机，就要去了解拥有这种

音乐的人们是如何生存、如何生活”[44]。维吾尔族的

村落聚居方式也为与音乐有关的聚会提供了展示的

舞台。在小型聚会中，不仅需要短小精悍的民间说

唱曲、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曲来活跃气氛，也需要主

题发展式或单曲连缀式的民间说唱套曲、民歌套曲

来表达对生活的记述、对生命的探索与祈祷[40]。独

特的人文环境，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一起，共同塑造着

维吾尔族人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

研究者采用量表法(如卡特尔 16项人格因素

问卷、艾森克人格量表)对维吾尔族的人格进行测

量 [45-47]。综合研究结果，发现维吾尔族人最明显的

人格特征是“乐群外向”，在情绪反应上具有忧虑抑

郁、容易紧张兴奋的特点。“乐群外向”与维吾尔族的

人际交往模式有关。首先，“维吾尔”意为“团结”、

“联合”、“协助”，强调群体式的人际交往模式，重视

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合作。其次，维吾尔族多以聚会

或娱乐的形式举办集体活动。这种以集体形式出

现、情感外露的娱乐活动成为维吾尔族人生活中的

重要交流方式。第三，维吾尔族文化是草原文化和

农业文化的交融。在历史上，维吾尔族是“逐水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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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游牧民族。受游牧文化和草原文化影响，维吾

尔族的人格特征也融合了粗犷、豪放和外向的性格

特点，而在情绪上的忧虑抑郁、容易紧张兴奋等也决

定他们对音乐的独特敏感性[48]。

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强调，文化

是一组工具，其功能在于满足人的需要。文化产生

了“文化迫力”，促使人们按照文化的要求规范自己

的行为[49]。本研究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

推进：文化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还促使在其中生活

的人的心理能力提高。这种与文化相关的心理能力

提高，又积淀下来，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

着当代人和后代人的行为和神经发育。这一推论具

有行为和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文化神经科学研究

表明，文化与基因共同进化。文化选择和遗传选择

加强了调节和维持适应性行为的心理结构和神经回

路的个体遗传模式。文化通过神经生物学过程(神
经可塑性)影响脑的分子和细胞机制，使文化和基因

共同得到了遗传[50]。对维吾尔族人而言，他们生来

就与音乐结缘，在音乐文化中长大，在生活中内隐地

发展出良好的音乐能力。音乐文化迫力不仅教会了

维吾尔族人歌唱，还提高了他们的音乐感知能力和

音乐情绪加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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