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源圆源窑

第 缘 期 总第 远源 期
20员源 年 员园 月

浅谈音乐与医学
徐 雨
渊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员猿冤
摘

要院 通过阐述从古至今音乐与心理、
音乐与医学的密切关系，引申出音乐治疗学产生的缘

“音乐治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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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从音乐自身、
音乐疗法的机制及方法谈音乐在医疗中的应用，结合中国
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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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音乐与情感
野艺术来源于生活冶袁音乐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袁

自然也来自于生活遥 在我国的音乐起源说中就有

野劳动起源说冶尧野巫术起源说冶尧野情感本能说冶等多种

说法遥 野劳动起源说冶即最初的音乐起源于人们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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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前有一个热身过程袁 通常是伴随着一些安静的
背景音乐袁 瑜伽教练通过相关描述让人们想像某种
景象袁以引导人们进入全身心放松的状态袁这其实便
是应用了音乐的诱发与感染效能遥 所以不得不承认
音乐能给人们的心理起到很多的暗示和引导的 作
用遥 烦闷的时候听听舒缓或欢快的音乐能使人身心

时喊叫的野号子冶袁人们劳动时通过喊叫劳动野号子冶

放松袁因为音乐具备转移与转化的效能曰心情低落时

可以更起劲更卖力地劳动袁甚至是人们平常随口喊

听到伤感的音乐能够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袁 甚至引

叫的一些音调也可以看作是最初音乐的来源遥 野巫

人潸然泪下袁 音乐的宣泄与释放效能可以更好地让

术起源说冶是指音乐来源于原始人类祭祀天地鬼神

人们找到情感宣泄的突破口遥 音乐不仅与人的心理

时哼唱的曲调袁因为古时候的人们觉得语言仅仅是

有着密切的关联袁 同时还能起到引导尧野治疗冶 的功

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袁而人与神灵间交流的袁能够

效袁音乐早已无处不在袁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使鬼神听懂的需要一种特殊的野语言冶袁人们借助这

部分遥

种语言袁将所要表达的内心的想法和意愿传达给神

二尧音乐与医疗

明袁这种语言也就是音乐的来源遥 野情感本能说冶则

强调音乐来自于人的思想感情袁人的思想感情受到

人是由外在的生理和内在的心理共同形成的遥

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激动时袁就会用野声音冶来表示袁这

目前人们对疾病的治疗大多从外在的生理方面 着

些声音高低不同且有韵律袁也就是音乐的由来遥 我

手袁但现实中的人是处于社会中的人袁社会尧心理因

国自古就有野高山流水遇知音冶的佳话袁可见音乐与

素袁如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尧困难挫折也是造成很多

人内心的情感活动一直以来都是息息相关的遥

疾病的罪魁祸首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袁人们的烦恼

随着人类的进步发展袁音乐也经历了一系列由

越来越多袁 社会中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面临着不同

简到繁袁甚至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的发展遥 现如

的社会压力袁少年有着考试尧升学的压力曰青年有着

今袁音乐在塑造人物鲜活的形象尧描述自然界各种奇

就业尧情感的压力曰中年有着事业及家庭的压力曰老

特景象等方面也达到了野惟妙惟肖冶的地步遥 这一系

年则要面临疾病与孤独的烦恼遥 各种社会心理因素

列由听觉转化为情绪体验和视觉表象的艺术通感也

造成现今社会的人们普遍都有或轻或重的抑郁尧焦

就是音乐的表情与达意的效能遥 比如瑜伽袁在瑜伽

虑等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遥 同时生理疾病的种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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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多袁即使是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袁各种疾病

各种疾病与人脑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遥 音乐也

的患病率也一直处于增长趋势袁特别是高血压尧高血

与人脑联系密切袁已有研究者进行了大脑音乐功能尧

脂尧糖尿病尧癌症等疾病已成了人们的日常疾病遥 造

音乐对大脑产生的效应等相关研究遥可见袁音乐可以

成这些生理疾病的原因有很多种袁很重要的一点就

刺激大脑袁进而可以影响人类的健康遥

是心理因素袁心理会影响人的个性袁从而影响到人的

音乐从其自身来说袁是具备音高尧音值尧音量尧音

日常行为习惯袁很多的疾病都是由于人们的不良习

色四要素的袁从作曲的角度来看袁所要进行的音乐创

惯造成遥 还有很多的重症疾病患者袁即使成功地接

作也就是通过创作技法将这四要素合理地组织 起

受了生理治疗袁心理方面没有进行治疗袁最终也还是

来袁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袁并最终通过这个整体所产

没有战胜病魔的折磨遥 心理治疗也是疾病治疗中不

生的音响将我们所要表达的情感或思想传达给 听

可忽视的一点遥

众遥在进行创作或进行音乐作品的分析时袁通常有一

音乐治疗作为心理治 疗的一种形式袁 其治疗

些约定俗成的关于野音乐语言冶的说法遥旋律方面袁旋

的目的和意义是一样的遥 早在原始文化阶段袁人们

律线条的下行袁常表示某种低落的情绪袁反之上行旋

就发现音乐是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遥 在人类古代

律线则伴随着情绪的升温曰 旋律线的迂回曲折常表

文明发祥地之一埃及袁 便有 野音乐为人类灵魂妙

示情感的反复挣扎或思绪的摇摆不定遥 上文已有引

遥 我国古代名医朱震亨就曾

方的大小调式亦然袁大调式通常象征着明朗色彩袁而

角尧徵尧羽五音与人的心尧肝尧脾尧肺尧肾五脏相生相

调所代表的感情色彩作过总结遥速度方面袁欢快的音

袁野音乐医学冶 这一概念就是古希腊哲学

用资料表明了我国的五音与七情有相互的关系袁西

说院野乐者袁亦为药也遥 冶叶黄帝内经曳中就有宫尧商尧

小调式则代表着忧郁情感袁甚至还有人将 圆源 个大小

克的 论述 袁并 阐述 了音 乐与 人野喜 尧怒 尧忧 尧思尧悲尧

乐袁正如中文野欢快冶而言通常都会用较快的速度袁如

药冶之说

咱员暂

家毕达戈拉斯提出的

咱圆暂

恐尧惊冶七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影响 咱猿暂遥 至 员愿 世纪

快板尧小快板等来演奏袁抒情或悲伤的音乐则通常用

后期袁野音乐治疗冶 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美国确

较慢的广板尧慢板来演绎遥 又如袁进行曲原为西方军

立起来遥 音乐治疗学是一门新兴的袁集音乐尧医 学

队中用以整步伐尧壮军威尧鼓士气的队列音乐袁故这

和心理学为一体的边缘交叉学科袁 是音乐作用在

一类的音乐则通常是中板的步行速度遥 我们可以应

传统的艺术欣赏和审美领域之外的应用和发展遥

用音乐具备的这些特征来调节内心情感尧 进行心理

三尧音乐在医疗中的应用

治疗遥
当然这些结论并非就证明了音乐与情感反应之

那么音乐为何从古至今都与人的心理尧健康有

间的真实关系袁 因为这些说明的多是人类在感觉水

着密切的关系袁 并且还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呢钥

平上对物理刺激的依附关系袁 并没有涉及到真正人

可能是由于音乐本身源自于人类内心的抒发和表

类心理意义上的研究遥 人类意识之外的所有物理存

达袁 音乐从它起源之时就包含了某种情绪和含义而

在只是声学属性的排列组合袁 只有当人脑对这些属

存在袁当音乐被人们聆听和接受的时候必然将这种

性做出有意义的阐释时袁 情感反应才能发生 咱源暂遥 所

潜在的情感或所要表达的思想传达到听者的内心遥

以我们在研究野音乐治疗学冶时需要将传统西方典型

同时因为音乐所含有的这种特殊的野传递冶作用袁使

的生物医学模式袁 转向用生物要心理要社会医学模

音乐具备了多种效能袁从而又可以对人们的心理健

式的观点全面综合地考虑问题曰 我们在进行音乐治

康方面产生一些治愈的功效遥 相关研究资料表明袁

疗时并不是单纯的靠理论知识来操作袁 而是要结合

音乐疗法有两种作用机制院野共振说冶指出当音乐节

每个个体当下所处的环境尧 所具备的不同的文化背

奏与人体各器官的振动节奏一致时袁人体就会产生

景情况袁加之累积的经验来灵活多变地进行治疗遥

一种快感曰野发泄说冶则是指音乐可以把人带到意识

上文提到的瑜伽教练的引导袁 便是音乐疗法里

的深度袁从而给人提供一个发泄的出口遥 从医学的

的一种野音乐积极想像冶疗法院通过特定的背景音乐袁

角度来看袁人脑是由大脑尧小脑尧脑间质尧脑干等部分

引导当事人进行积极的想像遥当然袁还有很多音乐疗

组成的遥 其中袁大脑是由与躯体感觉信号有关的野顶

法袁如野音乐创伤治疗冶院先通过音乐使人进入催眠状

叶冶尧与运动和精神有关的野前额叶冶尧与思维和认知

态袁 再通过音乐进行创伤暴露和干预从而解决创伤

有关的野后额叶冶尧控制视觉的野枕叶冶尧与听觉功能有

带来的问题遥已有研究表明袁让老年人唱歌或者进行

关的野颞叶冶组成袁可以分为擅长理性与感性的左右

音乐表演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轻度抑郁症曰 音乐亦可

两侧遥人脑中的各部分分别控制影响着人类的健康袁

改善产褥期产妇的抑郁情绪袁 缓解手术前患者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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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情绪曰术中音乐疗法联合心理干预能有效缓解剖

学化和规范化的研究曰普及性尧传播性还远远不够遥

宫产患者的应激水平 曰音乐电针治疗还可以帮助

还有很多中国音乐的医疗价值也值得我们去研究袁

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服药的焦虑症患者曰音乐甚至还

相关的音乐创作空间值得我们去挖掘遥 关于如何发

能减轻患者的疼痛感袁改善记忆力尧认知功能尧免疫

展出与中国传统中医相结合袁 适应中国社会需求的

功能遥 音乐不仅可以应用在疾病的康复治疗中袁还

中国音乐治疗学派也是一个需要长久探索的课题遥

咱缘暂

可应用在日常生活的医疗护理中遥 如人们在需要改

笔者建议可以从高校着手袁 传播普及音乐治疗

善睡眠障碍时可以听舒曼的叶梦幻曲曳尧勃拉姆斯的

学袁因为高校大学生大多具备一定的综合知识袁且在

叶摇篮曲曳等一些舒缓的音乐袁人们还可以根据自身

开始独立成长之时和迈向社会之前都会遇到一些心

情况用不同的音乐进行自我情绪调节尧 自我减压遥

理问题袁开设这门课程不仅可以促进该学科的发展袁

音乐应用于医疗时袁其艺术价值不再是衡量音乐的

同时还可以更好地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障碍遥 尤其是

标准袁不了解西方管弦乐的中国人对这些音乐或许

医学生袁由于所学专业的特点袁需要严谨的态度与广

就会有所排斥袁更不会有良性反应遥 正如 圆园 世纪在

泛涉猎尧不断更新的专业知识袁学习压力相对其他高

西方诞生的许多野先锋派冶的现代音乐袁如果不经过

校学生要大一些袁 对音乐治疗的学习和了解有助于

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大多数人都会对其持野厌恶冶的情

他们自我减压遥在医学生培养的过程中袁如果更加重

绪遥 音乐是不分国界的袁虽然音乐疗法是从国外传

视对乐理尧视唱练耳尧音乐史等音乐修养的培养袁不

入的袁但不仅西方的音乐作品可以应用于医疗袁中国

仅可以使他们更深入地了解音乐治疗学袁同时袁也对

的叶渔舟唱晚曳尧叶春江花月夜曳等袁也有助于改善人们

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和提升发挥作用 咱远暂袁并将为音

的睡眠遥 不仅现有的曲目可以用来选择袁我们也可

乐治疗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注入一份希望遥

以针对音乐治疗进行专业的音乐创作袁已有的许多
养生音乐尧胎教音乐也都是为了音乐治疗而创作的遥
音乐治疗学在我国仅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袁还处
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袁但是我国的音乐治疗一直是在
不断前进着的袁已经在音乐治疗作品的创作尧我国古
代音乐治疗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尧音乐与针灸等传统
疗法结合等方面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遥目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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