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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胡又天（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這是一份討論近百年來華語流行歌曲的歌詞及相關歷史、文化的獨立刊物。

作者我生於台北，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及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

現在是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生，導師朱耀偉教授是少數研究歌詞的學者。

所以本刊的宗旨，就是推展敝人的研究，同時也發表創作、聯絡師友，以及記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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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大學的三年中，我因為家人要求每週寫信報告近況，就乾脆辦了個《又

天週報》，以電郵寄給所有親友，大約一週到兩個月出刊一次，總共出了 42 期；

而今又出家門上了博士班，理當順應讀者願望續辦下去，也該辦得比以前更認真

一些，所以，《流行詞話》來了。 

 

誕生於 1920 至 30 年代的中國流行歌曲， 雖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且成為

了幾代華人共同的記憶與話題，但至今尚未得到中文學界足夠的重視。學界雖或

有將流行歌曲及其歌詞、故事作為歷史、社會學的材料或論題，但很少有人從「詞

學」的傳統關懷出發，賞析其詞曲創作的意識與技法。 

 

我們在社會上經常能夠接觸到懷念「老歌」或某一年代民謠、流行曲的言論，

然而大部份都止於稱讚、懷念，少見有人深入探討那些老歌是好在哪裡；同理，

近年的一些佳作，在流行於青年大眾或小眾之餘，也很少見到有人向不同年齡、

地域的聽眾解說它哪裡能打動人心，縱有，也或失之浮泛，僅有少數允稱精妙。

本刊的目的之一，即是步武前賢，以文學的眼光，參考古今詞論、樂論，建立適

當的賞析方法，來對不同時地、樂風、語言（國語／普通話、閩南語、粵語、客

語）的流行詞曲及其作者，抉出其精華與侷限，予以評價。如此，一方面幫助讀

者接近、理解不同的流行曲及其時代，一方面與古典文學、文論互相參證，而為

佳作賦予其在文學史上當有的地位。 

 

本刊的第二目的，是整理不同時地的歌詞寫作技藝，一方面研究其風格的流

變，一方面使其精華易於汲取，以資創作者觀摩運用。我們經常可見人感嘆當今

流行歌詞淺薄、空洞、虛矯、一代不如一代；樂壇與學界，大概也都同意新一代

作者的文學素養不如老輩，商業市場又促使作品更加「低齡化」等等。面對此創

作水準衰退的情況，許多論者認為，要從教育層面著手才可能改善，然而怎麼改

善？有誰去做了？有什麼值得我們參考的經驗與成果？本刊希望盡量搜羅、統整

前人的努力，而以與所有潛在、現在創作者共同學習的態度，為將來歌詞創作、

評論水準的提升打下基礎。 

 

本刊的第三目的，是通過詞曲的賞析，提供一種體會歷史與人生的路徑。近

代以來，學界已經發展出許多運用影像資料理解歷史的方法，然而，如何運用聲

音資料、特別是流行音樂接近歷史，與歷史互相參證，乃至透過聽覺，達到超越

「理解」的「體會」？中文學界除了老一輩文人學者一些相關回憶文章外，還沒

有系統地發展出一套可讓後學追摹的法門。我即希能跨越「代溝」，建立一套較

為細緻的觀摩方法，俾讀者能更深入地參觀詞曲所反映的世界。 

 

閱讀與聆聽能超越個人有限的生命經驗，吸納他人的歷史與人生觀念，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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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吾人對自身所處的文化、傳統能有更通透的知解，此龔鵬程先生所謂「生命美

學」。吾人如今所處的時代，是眾聲喧譁、各說各話的「後現代」，一般作者與聽

眾對古典文學和傳統民謠皆已疏遠，流行歌曲在世代華人集體記憶中的地位，也

已遠較上個世紀稀薄。但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暗存有「樂以為同」的期望，期

望能再有典雅優秀的作品層出不窮，連結不同地域與理念的人群，來提振我群、

我輩的文化自信心。我的研究，以及這本《流行詞話》，便希能為這樣的理念提

供助力。 

 

    ──那些公認的經典老歌、重要作品、優秀歌詞，是好在哪裡？ 

 ──前輩詞人有著哪些觀念、技法，是後人丟失、遺忘了的？我們可以怎樣

把它學回來？ 

 ──為什麼曾經承載時代聲音、影響了許多聽眾的流行歌曲，在網路時代來

臨後，影響力愈發稀薄，愈來愈少有能感動人的作品？  

 ──近十幾年的流行、獨立創作，也有新的觀念、技法與佳作，它們各有什

麼優缺點？ 

 

 這些問題，看似容易，只要是在本地生活過的，隨便一個人大概都能說出一

些見解，也能舉例說明。但是，要深入去探討它，努力去整理出有益於人的講義，

而不止於發發牢騷，就不容易了。尤其，這些問題的答案，相當仰賴主觀的心得

感想，我說的你可能不同意，你說的我可能不同意；問到那些人究竟是怎麼想的、

那些事究竟是什麼樣的，可能我們都講不對。對此，就需要一個比較客觀的、可

以作為共識的評判基準，然後逐漸去積累討論。 

 

 本刊將免費寄送給任何願意訂閱的網友，也將主動寄送給音樂界、文化界及

新聞界的人士，歡迎大家共襄盛舉，多方轉寄，也歡迎投稿，只要予本刊宗旨大

致相符，不限制題材、文體（要投漫畫、圖片也可以）。來稿不予稿費，但作者

保留版權，可以用純文字檔讓本刊幫您編輯，或者直接給 doc、pdf 或圖片檔讓

本刊「夾」進來，版型、規格和本刊不一樣也無妨。 

 

 本刊的出刊時間，如無特別情況，希望能一週一刊；如果總編兼總主筆、發

行人拖稿，還望多加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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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來歷 

 

 

 

    我生於 1983 年的台北市，成長時正是華語流行歌曲的黃金時代，但當時我

並未多加留意，而是有些「自命清高」地認為兩岸三地、中文世界的政治、社會

與文學、藝術才是值得我關注的東西；中學開始讀新詩，也因為疑惑、不滿許多

現代作品的疏離與晦澀，而開始寫詩；直到 2001 年讀台大歷史系一年級時，我

才偶然在羅大佑歌曲的衝擊與啟發之下，重新審視起十幾年來聽過的流行歌，發

現其意義與價值，而開始蒐集老歌、注意獨立樂團，也開始自己作詞、寫樂評，

希望有朝一日能讓自己的創作面世，也像王國維作《人間詞話》那樣寫一本《流

行詞話》。可惜因為不夠勤勞，精力又分散在其他事務上面，十年來雖積累了幾

十闋歌詞和近百篇評論，一直沒有系統地將所思所想貫串起來，直到現在進博士

班，該算是真要發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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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9 月，我出版散文集《玩世青春─附中三年記》（台北：聯經），是

高中生活的記錄，也放了幾首詩作詞作在內，不過並不特別重要。2006 年，我

在服役期間完成並出版了《寶島頌─胡又天詩歌集》（台北：時英），收錄詩、詞

創作約百首，以及一篇長達 38000 字的自序，歷數我從中學開始讀詩、寫詩的種

種「學思歷程」，明確表示了想與大眾對話的意願，也為文學史貢獻了一些史料，

但因為我的文風、想法和詩壇中差異頗大，也沒為此書多作宣傳（因為在當兵），

所以沒得到多少反應。 

 

現在回頭再看，集中作品也有許多「主義先行」的勉強之作，即：抱了「我

要寫一首寫實的」「這篇要用古典的文風」「要從這一句延伸開展」然後硬編硬湊

下去，結果通常除了一二殘句還可以看，整篇支離破碎且無味。然而出了這本詩

集，許多關於詩歌的執念算是了卻了，之後我寫詩、讀詩便能返於自由自在──

然後這幾年就沒有了「為寫詩而寫詩」的精心製作，只有感觸、機緣到時寫一寫，

於是作品不多，但自己都頗滿意，也願意拿出來見人。相對的，在歌詞一路，我

也寫得比較少了；我漸漸收歛了強要發揚、伸張自己理念的意欲，且有感於自己

所思、所寫的，未必適合真帶到舞台上演唱，所以就一方面繼續磨練技藝，一方

面在學術上發展，先做這還沒有多少人做，而我可以做的工作吧。 

台大文學院（網路圖片） 

在台大歷史系期間，除本系課程外，我大一國文選的就是古詩、唐詩；之後

也選修了一些中文系課程，如劉少雄老師的詞選、李隆獻老師的《左傳》，當兵

放假時還抽空旁聽周鳳五老師的《楚辭》，此外也自己讀了一些古典文學和經學

的講義，這些訓練雖然不如正宗的本科生完整，但也算是打下了一些「國學」基

礎。有了這點底子，做起流行歌詞研究，我就經常可在時人或未注意到的細微之

處發現問題，進而從古今的對照、對話中發掘意義；每有一得，我就更加自信，

我是可以且應該做這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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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從 1998 年上高中前就開始經營個人網站─那時還沒有「網誌」、blog

這些名詞，起初是為與小學同學保持聯絡，後來我想，這正好用來練筆，讓我累

積文章以備將來出書，於是就寫了將近八年，才轉去使用部落格（博客）。我許

多對詩歌的想法與創作，包括我第一首新詩，最初就是在這站上寫下的。 

 

  

 

左圖是我現在的網誌「又是一片天」，那長一根惡魔尾巴的小叮噹（哆啦 A

夢／叮噹）是堂妹瑞真幫我畫的，對聯「穆穆惟止止／熙熙證如如」是在史學論

壇「往復論壇」見得。這個小叮噹造型來自我 2004 年開始創作的惡搞漫畫「小

叮噹 X」，當時頗受謬讚，現在還掛在網上，沒看過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http://blog.pixnet.net/youtien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outien/Home/doraemonx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outien/Home/doraemo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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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冬日北大宿舍樓下即景。 右：零八年三月在未名湖西鳴鶴園彈琴。 

 

2006 年 10 月退伍以後，我於 2007 年 5 月考取了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

代史的碩士班，然後就到北京讀了三年，導師是著名的現代史、黨史學者楊奎松

教授。為什麼去北京？因為關心中國，而且讀中國近現代史，如果不只是為了爬

梳史料、在學術界謀生，而還想體會中國的現場動態的話，那當然要去大陸。這

三年讓我接觸到中國大陸當前學界、社會的脈動，也交到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

此外我還參加了一陣子北大古琴社，買了古琴上了十幾堂課，體驗了這古代傳承

下來、與西洋古典、流行音樂皆迥然相異的音樂美學。 

 

2010 年 7 月，我從北大畢業，論文題目是《國民黨對日本賠償問題的觀念

演變》。去杭州、金華（我家祖籍）、南京、上海玩了二十天後回到台北，與親友

討論未來走向後，決定繼續讀博士。要讀博士，就要研究一個自己有興趣的題目，

那麼，就是流行歌詞了──我已想了快十年，一直被「正事」拖延著，這回我就

要以它為「正業」，這就不至於做不出來了。 

 

到哪裡讀？第一選擇就是香港。因為，就我所見，當前歌詞研究和歌詞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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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興盛的地方，都是香港，本刊爾後介紹的香港作品將會證明這一點。而且，學

界正好有位研究歌詞的朱耀偉教授。再有一點，就是如果我到香港拿博士，我的

學位就集滿兩岸三地了，這似乎挺威風的，也能讓我在撰寫文化、時事評論時底

氣更足一些。 

 

我於是寫了電郵給朱耀偉老師，老師很高興地回了信，並建議我去申請香港

政府「香港研究生計畫」的獎學金，於是我去申請，而申請上了這份據說競爭頗

為激烈的獎項，進入朱耀偉老師所在的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之所以能上，我想

主要是因為我的研究正可符應「發揚香港文化」的題意吧，試想，天底下這麼多

學問，有哪些是特別適合在香港做，或者就最適合在香港做的？不會很多，而流

行詞曲必居其一。 

  
我現在住的宿舍，從房間窗戶看出去，對面是東九龍軍營。 

 

所以，我現在就來到香港了。希望在將來三年的日子裡，能夠靈活運用舊學、

涵養新知，與各位師友相互砥礪，為香港以及整個中文世界的文化，貢獻出我們

當代的智力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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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唱片套的廣告詞 

 

八月二十四日到了香港，二十七日造訪老媽的大學同學陳叔叔家，與一眾長

輩聚餐。陳叔叔給我看了許多舊時的 LP 唱片，還有一張應該是戰後初期的唱片

套，上面的標語甚富文采，以粵語讀之更是爽朗鏗鏘。當時各行各業的文案大都

能駢四驪六，讀來甚是有味；今人則欠缺此等功底，言之往往不能文，欲文也多

只能取法現代詩，散漫去呼喚意象而已。謹錄此唱片套文字如下： 

 

    日寇為禍  八載於茲    偉哉元首  穩握勝棋 

    倭奴降服  屈膝今時    復興中國  吐氣揚眉 

    宣傳抗戰  亦屬措施    和聲唱片  早合時宜 

    痛罵暴敵  起懦振痴    大膽描寫  唯我公司 

    香港淪陷  險被分尸    幸邀天祐  渡過危機 

    重張旗鼓  再作新詞    照常營業  敬告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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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最欣賞「起懦振痴」一句。有趣的是，我請另一長輩用粵語唸給我聽，

也沒有完全押韻。然而我看得出此文的用韻，是古文和近體詩、詞通用的那套平

水韻（有錯請指正）。我一直覺得古典詩詞的用韻很神奇：在那些韻書通行千百

年後，大概已經沒有一個地方的語言，是完全和那一兩套韻書同韻的，多少都會

有差，但另一方面，不管哪處的方言，也總有一部份和這套老東西同韻，於是諸

多文人繼續用之，居然就能穿越時空，一直通行到近現當代。上面這篇文案，用

國語、閩、粵、客語大概都不完全押韻，但也都能唸出典雅而爽朗的感覺。神哉。 

 
 武俠劇全盛時期的唱片──那些歌曲，現在網上都能找到，音質或許還比可

能磨損的老唱片好，然而實體的質感終究是圖片、聲音不能盡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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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嘈鬼 

 
《吐嘈鬼》是我在《小叮噹 X》之後創作的漫畫，目前畫了二十幾篇，放在

網上。這是最近所作，以後當每期新畫一篇。本篇照片攝於台北車站微風廣場。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outien/Home/t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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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的定義問題 

 

 學術研究首要正名，名正而後言順。什麼是「華語」？「流行歌曲」的界限

如何？本文討論「華語」這個有歧義的名詞，「流行歌曲」的定義問題放到下期

討論。下文牽扯到學理與政治，可能會枯燥一些，興趣不大的讀者不妨跳過。 

 

 我們標舉的「華語」，嚴格說來應該叫「漢語」，包括國語／普通話，及各省、

各地的方言。有些地方的人，或因國情不同（如新加坡的國語是馬來語），或因

意識形態，而將「華語」所指限縮為中國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國語／普通話」，

而不包含閩、粵、客語。然而，通常談到「華語流行樂壇」者，都包括了國、閩、

粵語歌曲，不會僅限於國語。所以，我這裡就從俗使用「華語」。 

 

簡言之，只要歌詞是以漢字為主，都應該在我的研究範圍，只是，百年來較

發達的流行曲語種，只有國語、閩南語（或曰台語）、粵語，還有少數的客語歌，

所以我就先只討論這四種。 

 

說「華語流行歌曲」不說「中國流行歌曲」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研究範圍不

限於中國，且台灣、香港在歷史上的主權歸屬也是問題；另一方面，是我研究範

圍不包括蒙古、維吾爾等少數民族語言的流行曲。 

 

近年台灣漸有一種論調說「華語」和閩、粵、客語是位階相同、各自獨立的

不同語言，閩南語／台語不只是方言，且國際上（如新加坡）也已習慣將「華語」

及「福建話」分別稱呼。這在語言學上是正確的，但他們沒有把話說全，而有混

淆概念之嫌。據我所知，在語言學上，我們的語言是「漢藏語系」下「漢語語支」

下面的「國語／普通話」(Mandarin)及閩、粵、客等「語言」(language)，而閩、

粵等「語言」下面又可分出許多「方言」(dialect)。也就是說，千百年來中國所

謂的「 」和「 」其實都在語言學上的「語言」(language)這一級，只是

古來所說的 」也包括了更小地方、更細分支的 dialect。一些人刻意不提國、

閩、粵、客皆屬「漢語語支」，只說「華語和閩、客語是不同的語言」，也不說明

其「語言」和一般所謂的「語言」、「方言」有什麼不同，就這樣在模糊之中，形

構、加固了「台灣有別與中國」、且應與中國對等的概念。不論其政治立場的是

非，我認為這種論述方式和行文策略是不足取的。 

 

簡言之，前人翻譯西方語言學那套類似生物學上「界門綱目科屬種」的位階

譜系名詞時，把我們幾百年來習用的「語言」、「 」逕行套用上去，造成了易

於誤解的情形。對此，或有學者要求我們比照語言學的譜系，把原先沒有嚴格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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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語言」「 」兩詞，改過去一律用「語言」(language)和「方言」(dialect)，

我覺得這樣勉強遷就太也霸道，難道以後同誰談到「語言」「方言」，都要先問他

意思是什麼，不符此義時請他更正嗎？ 

 

新加坡等國不便跟兩岸三地說「國語」或「普通話」，而改稱「華語」是合

理的，與「福建話」、「粵語」等平行並舉也是約定俗成，此習慣應予尊重，如果

遇到有疑惑的。但是談「華語流行樂壇」時似乎也沒排除閩、粵語，這就讓「華

語」一詞又只是國語，又不只是國語，實在很不方便我們講究精確的學術研究。 

 

但如果我改稱「漢語」，一來沒幾人這樣講，感覺很怪，二來它又不能包含

「華語」幾十年來在眾口中相沿成習、而生長出來的一些比較細微的意涵。 

 

 所以，幾經考慮，我還是決定從俗使用「華語」一詞，而以注釋說明此中的

問題。談到國語歌曲時，我就用「國語歌曲」，不說「普通話歌曲」，因為就連大

陸也是沿著上海時代一路下來的老習慣講「國語歌曲」，沒人說「普通話歌曲」

的。 

 

「台語」一詞也有同類的麻煩，幾十年來大家都習知它指的是閩南語，但也

不斷有人質疑「福佬文化霸權」：憑什麼閩南語就等於台語，客家話、原住民語

就不是台語？「閩南語」之名也有問題，更有人引經據典，主張改叫「河洛語」

（與「福佬」諧音，並可表明此族群從中原遷移而來的淵源），並且已經以學術

地位推廣有成。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繼續用「台語」；細究起來，台灣的閩

南語經歷日語和國語的影響，已和還在閩南「閩南語」有些差異，更別說閩南語

中也有各種腔調。 

 

 對此，我目前的想法是「台語」和「閩南語」混用，因為兩者都很常見。之

中的問題也只好用注釋帶過；畢竟這種所謂「文化霸權」的意識型態問題，和歌

曲的文學意義比起來，實在太也難搞又無聊了。 

 

 我對西方語言學所知不多，如果上文有誤，尚祈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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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流行歌曲的分期問題 

    中國流行歌曲的歷史並不長，1900 年代李叔同等引進西洋音樂，創作了一

批「學堂樂歌」，可謂華語流行歌曲的「前史」，當時所作最著名、傳唱至今的是

〈送別〉。1927 年，黎錦暉於上海創辦「中華歌舞學校」及「明月歌舞團」，是

為公認的中國流行音樂的濫觴；其後 1930、40 年代，隨著廣播、電影產業的發

達，被稱為「時代曲」的中國流行歌曲，也在誕生不久就進入了融會古今中西、

傑作頻出的黃金時期，更在抗戰、內戰中湧現了許多承載了時代心聲的錄音。這

一時期，台灣、香港亦有以閩、粵語為主的唱片產業，源流與上海稍異，近年學

者也愈發重視，作了許多研究與保存的工作。1949 年國共鼎革後，流行音樂的

中心也就分散至兩岸三地分隔，走上了不同的路。 

 

綜合前人的研究，約可將華語流行歌曲的歷史，以時間、地域、語言作如下

的粗略分期： 

 

一、共同的源頭 – 「時代曲的流光歲月」 

 

1. 1900 – 1920 年代，李叔同等引進西樂，填上中文詞以供教育的「學堂樂歌」時期； 

2. 1920 – 1940 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的「時代曲」時期（又可分戰前、戰時、戰後），學

院出身及商業出身的作者均活躍； 

期間，1930 年代，日本治下台灣亦開始以閩南語創作、發行流行歌曲唱片； 

香港及粵語區在此期間，除了粵曲之外，有無流傳、影響至今的創作，尚待考察。 

3. 1949 年，神州變色，國語歌曲發展分為大陸、港、台三支。 

 

二、1949 年後的大陸 

 

1. 1949 - 1978 年，「革命歌曲」時期，集體主義美學當道，其他一律消滅。 

2. 1978 - 1985 年改革開放初期，歌壇受鄧麗君影響漸改用流行唱法或作新調，社會尚未放

開。 

3. 1986 - 1989 年，胡耀邦主政後期，以崔健〈一無所有〉為標誌，搖滾之風漸興，各類思

潮暗湧，然而不得不於八九年戛然而止。 

4. 1990 - 1998 年，除作「民族美聲唱法」的主旋律紅歌，有仿效港台流行樂的原創風（包

括據說曇花一現的「校園民歌」），有地下搖滾的暗流，創作者與經營者都在摸索市場之

道。 

5. 1998 年至今，跨國唱片業者進軍大陸後的商業化時代；另一方面，網路興起，獨立創作

除愈發分眾外，亦不時有特具社會性的創作及歌手崛起，得到大眾的關注。概皆可稱「網

絡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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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9 年後的台灣 

 

1. 1950 - 1970 年中期，國民黨管制媒體及流行音樂創作，活躍者約可分學院、商業兩派，

學院派與當道提倡愛國、健康的歌曲，有黃友棣「流行歌曲藝術化，藝術歌曲流行化」

的口號；商業派一方面延續上海時代曲情歌的路數而遜之，一方面也寫愛國歌曲，配合

電影或電視演出。 

富鄉土、草根生趣的台語歌曲，是另一主流，在民謠傳統之外，較多受日本演歌影響，

如楊三郎〈港都夜雨〉。 

2. 1975-1980 年初期，以楊弦中山堂演出為標誌，在「唱自己的歌」口號下，「現代中國民

歌」或「校園民歌」大興，學院派作曲家也有投入此中創作者如李泰祥，並有詩人、作

家投入作詞，如三毛、夏宇。 

3. 1982 年羅大佑出版《之乎者也》至 1988 年解嚴，唱片產業大興；台語歌曲也因經濟起

飛，湧現了大批描寫中下層百姓生活的名作。 

4. 1988 – 1997 年，台灣流行音樂產業全盛時期，傑作迭出，後因商業化愈趨浮濫及盜版

猖獗、網路興起而衰退。張雨生之死或可為標誌。台語亦有 1991 年林強《向前走》和

新寶島康樂隊突破了早先非「浪子」即「酒女」的腔調。 

5. 1998 年至今，五月天之興起宣告「樂團時代」到來；主流樂壇繼續重複既有模式（2002

年周杰倫、方文山異軍突起，但之後也一再重複自己），獨立樂界各自為生，而間有不

俗成果；客語歌曲亦興。與大陸、香港一樣可稱「網絡時代」。 

 

三、1949 年後的香港 

 

1. 1949-1959 年，黃霑所謂《夜來香》時代，國語歌曲隨海派歌南下到港，及電台的興盛

繼續流行，且華洋交互為用，並出現新一代作者； 

2. 1960-1973 年，黃霑所謂《不了情》與《綠島小夜曲》時代，邵氏電影全盛時期，電視此

一新傳媒出現，青年崇洋。另在 1974 年前，粵語歌曲被社會偏見認為不登大雅之堂，

相關論述參見黃志華《早期香港粵語流行曲》。 

3. 1974- 1983 年，黃霑所謂《我係我》時代，以《啼笑因緣》主題曲為標誌，粵語歌曲不

再被岐視，詞曲創作的文化水準大幅提高； 

4. 1984 年香港確定回歸至 1997 年大限，黃霑所謂《滔滔兩岸潮》時代，唱片產業、偶像

崇拜興至全盛，商業性、社會性（尤其與內地政情連繫者）創作均迭有傑作，後亦因浮

濫商業化盜版之盛而衰落。（我以為，此代青年不如先人飽具古典文學教育或傳統戲曲

的耳濡目染，亦是衰落的一大因素） 

5. 1998 年至今，與內地、台灣同歸「網絡時代」。 

 

另東南亞華人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創作，目前我所知不多，擬同歸於所屬

語種、所趨市場一併討論。以上分期還非常粗略，以後當逐漸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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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歌曲相關論著簡述（一） 

 

 本刊將每期介紹一些我讀過的華語歌曲相關論著，今期所列都是我先前寫在

研究計畫裡面的，有些朋友可能已經讀過，以後會漸增新稿。各位朋友如有好書

推薦亦請告知，如果願意自己寫些摘要或評論登在本刊上更是歡迎。 

 

 書影來自網路圖片，大小與畫質不一，尚祈見諒，以後如果我網路圖片畫質

不佳而我手邊有書，我會盡量自己照。 

  

 

童斐：《中樂尋源》，台北：學藝出版社，1976 年。 

 

此書當是民國十四年(1925)之作，此版為影印版。自敘：「中國自學校之興，

設有音樂一科，二十年來，教者、學者、歌譜、樂器悉資傳於外國，若中國固無

音樂者然……不揣冒昧，遂舉平日所得一知半解，強自整理復參考舊籍，粗立標

目，以成此編，名曰中樂尋源。」是知此書或可視為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所謂「衝

擊─反應」下，舊知識份子在新時代欲與佔據了「樂教正統」的西樂分庭抗禮的

論述。對詞曲研究來說，此書或許不甚重要，然就文化史而言，或有可資。尚未

細讀。 

 

劉星：《中國流行歌曲源流》，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88 年 4 月再版。（198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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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版） 

 

    此書為國民黨黨國觀點的流行歌曲論著，敘述早期作詞、作曲及演唱者的列

傳具一定價值，其堅持反共論調批判左翼作者及作品亦甚有趣；作者為音樂學院

出身，早年曾沾染學院派對流行曲的偏見，後來雖改變了這偏見，卻是因為「流

行歌曲可以教化人心」這等道學的考量。有趣的例子是論劉家昌： 

 

在最起初，我並不喜歡劉家昌，甚或有幾分討厭他，總覺得他輕浮、任性、

沒深度、不真誠，更有點流氓氣。但是以後這些年來，他很用功、很努力，難得

的是他對國家一直很忠貞，表現了民族大義（劉家昌近期執導的影片「風水二十

年」，是部不落八股窠臼，很有反共內容的值得讚美的作品）。民國七十二年初，

梅長齡病故，劉家昌已曾受知於梅老總，特地偕妻甄珍自美歸國奔喪，當我在電

視上看到他對梅師母行跪拜禮的情形，我不禁對劉家昌產生了一股好感，扭轉改

變了我以前對他的看法，我不再討厭他了，甚至有幾分喜歡他了。覺得劉家昌長

大了，也成熟了。（頁 151） 

 

作者因為劉家昌「愛國」，便大幅改善了評價，這在臺灣當前流行語叫「顏

色對了」。更耐人尋味的是，作者對「校園民歌」亦斥為觀念、技巧均幼稚的低

劣之作，各方面都比不上上海時期的「已臻登峰造極」。以今天的觀念視之，這

真是一本「老古板」的奇書了。但如果沒有這本百餘頁的小書，今人亦當很難瞭

解台灣戒嚴時期，忠黨愛國學者對流行歌曲的觀念矣。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網頁載有《樂覽》第 49 期一篇訪談〈南台灣的音樂

拓荒者─劉星〉，可作參考。連結： 

http://www.ntso.gov.tw/magazine02.aspx?id=52&cid=363 

 

 

水晶：《流行歌曲滄桑記》，台北：大地出版社，1985 年。 

 

近年學界內外引用率都相當高的一本文集，原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

當時便廣受矚目。作者從他認為的「一代歌后」吳鶯音談起，以散文敘論了黎錦

http://www.ntso.gov.tw/magazine02.aspx?id=52&cid=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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暉以來中國流行歌曲的發展與滄桑。 

 

記述的歌手與作者有吳鶯音、白虹、黎錦光等；訪談記錄有宋淇（談上海；

也談到許多張愛玲的事）、陳蝶衣（詞人）、姚莉（歌手、製作人、姚敏之妹）、

胡心靈（電影界前輩），也見了吳鶯音。作者本身學貫中西，熟悉文學掌故，與

受訪者為具共同語言的同代人，書中回憶文章因而不僅曉暢，且具「當時性」，

而兼有文學、歷史的價值。對流行歌曲創作來說，訪談中記述了許多第一、二代

作者的經驗談與創作背景，很是重要。 

 

我因〈楔子─小論吳鶯音〉一篇而開始接觸吳鶯音的歌曲，果如所言，「把

那個時代(1948-1949)『世紀末』的萬般無奈，點滴悽清地唱了出來。」2009 年逝

世的吳鶯音晚年雖有復出，近年在歌壇與學界（包括文學、現代史、流行音樂相

關研究）得到的關注還是不多，值得鉤沉。 

 

政治上值得關注的是〈每天費盡心機，想起真是淒其─談左派鑽入流行歌曲

中的影響〉一篇。作者對於左派歌曲的評述頗能超然，不至如國民黨文人學者一

貫狗血噴頭式的批判，也當然不會受中共說法的影響，而是採取點到為止的諷

刺。 

 

網上查作者資料：「水晶，民國二十四年生，江蘇南通人，台大外文系畢業，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洛杉磯州立大學中文系、淡江大學

英美文學系等，現已退休，寓居美國。」另著有《張愛玲的小說藝術》、《蘇打水

集》等。另經詢問知其本名為楊沂。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 1949－1997》，香港大學

博士論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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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詞曲家黃霑的博士論文、現身說法。我 2006 年於網上索得（在香港大

學網站上，可以免費下載），兩三個小時讀完，但覺精彩、感動。這是絕無僅有

的一篇講流行曲的論文，作者不但淵博、曉暢，而且本身就是貫串那個時代的中

心人物，而在客觀嚴謹的行文架構之下，仍然洋溢著豐沛的才華與感情。 

 

論及歌詞創作技法時，作者能信手從自己的作品中翻出材料來解說，此時研

究者和創作者合為一體，每能有中肯平實之論，如謂〈忘記他〉詞中「方和向」

根本不該有「和」字，犯此低級錯誤純因交稿時間催得太緊等等。現在，此書已

是粵語流行曲相關論著必徵必引的必讀之書。 

 

 

陳綱（編著）：《玫瑰玫瑰我愛你─歌仙陳歌辛之歌》，香港：遠景，2003 年 1 月 

 

簡譜、照片與相關故事；作者用心輯錄了乃父的作品，並以情感洋溢的筆調

敘述相關故事。陳蝶衣作序，全書不勝憶往懷舊之情，文學、史料價值兼具，且

適合按譜聽歌、習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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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皓、呂玫：《純真年代─中國原創樂壇 1992-1998》，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

年 5 月 

 

本書約六萬字，依拼音順序介紹了 1992-1998 年間曾活躍的從艾敬到周敏萱

等 117 名歌手、樂團及其代表作，圖文搭配，每位歌手／樂團一至二頁。雖然沒

有深入討論歌詞，但其作為「地圖」的功用相當寶貴。 

 

作者詹皓曾為流行音樂雜誌《音像世界》責任編輯，呂玫曾為揚州經濟台流

行音樂節目主持人。 

 

詹皓序文〈原創音樂的純真年代〉將中國內地原創音樂分為三個年代：

1978-1990 年的「懵懂年代」，新生代創作者及唱片製作雖漸次出現，「但他們之

間的聯系仍是相互孤立的、分散的、自為的」；1991-1998 年兩位作者親身參與的

「純真年代」，音樂產業開始發展，富「原始性」的創作者一波波投身市場，努

力與港台、海外音樂分庭抗禮；1998 年後的「商業時代」，BMG、寶麗金、EMI

百代、索尼等跨國唱片公司相繼進軍中國大陸，一批批簽下歌手，使「按照國際

規則辦事」以迄於今」。 

 

    本書提到的歌手及樂團，我初讀時只認得 21 個，這還是因為我在大陸旅遊、

讀書時特意選購過一些內地原創的唱片，可知要補的課還很多。書中對每個歌手、

樂團皆有介紹其出身及創作背景、歷程、特點，文筆帶有情感而不失客觀，精簡

地描繪出了一幅歌壇群像。本書封面自我標榜是「中國原創樂壇第一本工具書」，

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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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芳怡：《上海 1930-1950 年代，一則參差的傳奇：周璇與其歌曲研究》台灣大

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7 月。 

洪芳怡：《天涯歌女：周璇與她的歌》，台北：秀威資訊，2008 年 1 月。 

 

這是一本精彩非常的論文，指導教授沈冬。我先在圖書館看到，大為讚嘆，

稍加訪尋，也就買到了她修訂後正式出版的《天涯歌女》。 

 

作者不但充份應用史料及文化研究理論，重構了周璇生長的上海的時代背景，

整理了周璇影、歌作品列表及生平編年，而且對周璇歌曲本身（及其詞曲作者），

以音樂學和文學的理論、方法（如與張愛玲作品對照）作了許多我最樂見的細緻

分析。觀其對於樂曲旋律及周璇演唱方法的解讀與賞析，輒令我擊節讚嘆。就我

讀過的所有相關論著，在這篇論文以前，只有黃志華《香港詞人詞話》《粵語歌

詞創作談》有搭配五線譜，詳細解說詞曲的關係。 

 

作者以其古典音樂功底和正統學院訓練，示範了一種正宗的、音樂學的歌曲

賞析，這是我前所未見的。她對西方音樂理論和中國古代樂論（如沈括《夢溪筆

談》）的徵引，對各種聲腔、樂風的述評，也體現了一個正規學者基本的相關知

識水準。此論文幾乎完全是我理想中「有助於創作者的樂評」的範本了，我雖缺

乏音樂學的訓練，但搭配原曲，邊聽邊讀，仍能相當理解作者的學思脈絡，從而

更加領會到那一代詞曲作者及歌手的巧思；自身有創作、演唱經驗的讀者，當更

能在其中獲益，將潛藏在錄音中的技藝學習起來，消化運用，乃至傳承下去。 

。 

 

作者在結論中提出：與周璇同時代的其他歌手亦甚值分析，開展比較研究。

這也正是我想與之比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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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華先生 2008 年 6 月 28 日有為文評介此書，連結： 

http://blogold.chinaunix.net/u/14418/showart_1019294.html 

 

郭麗娟：《寶島歌聲》（之壹），台北：玉山社，2005 年 7 月 

郭麗娟：《寶島歌聲》（之貳），台北：玉山社，2005 年 8 月 

 

從 1945 年算起，介紹蘇桐、洪一峰……至林強、鍾弘遠 21 位台語歌手、作

者，及 4 篇關於相關收藏家的記述。是可供按圖索驥。 

 

 
重返 61 號公路：《遙遠的鄉愁──台灣現代民歌三十年》，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公路，女，黑龍江人，本名待考，筆名來自 Bob Dylan 一首歌名，「早期受台

灣文學、音樂的影響開始寫作，1997 年擔任《音樂生活報》人物版編輯記者、

專欄作者。」很難想像一個異時異地的大陸同胞，竟能把台灣現代民歌的發展，

研究到了寫出這樣一本史書的程度，然而她憑著熱情做到了，還得到楊弦、蘇來、

陶曉清……等一眾「當事人」的讚嘆與推薦。 

http://blogold.chinaunix.net/u/14418/showart_10192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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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音樂的力量，更是民族文化情感的力量。此書緊扣著「唱自己的歌」

這樣一個主題，作者對李雙澤歌曲〈少年中國〉及相關言論的追述，滿蘊著推崇

之心。大陸一般述及台灣現代民歌時，官方立場者多以國族主義，在政治上推崇

〈龍的傳人〉等歌曲中的中華民族意識，但在音樂本身，及其較是自由主義的文

化意識上，就很少談到。公路則特別強調、推崇了「唱自己的歌」中自由、自主

的精神。這也是許多當代大陸同胞的胸中塊壘。尤其在那幾年間，台灣主流的民

族、文化認同還是中國，本土意識尚未完全發展到台獨的程度，這也就提供了「借

酒杯」的便利。在今時今日的台灣讀者看來，這一切皆已恍如隔世；這隔世之感，

便更能讓追述者（有時也包括親歷者）將那「民歌時代」層累地添上浪漫感。 

 

書分五章。第一章《往事》從台語、國語二領域談 1975 年以前的台灣流行

音樂；第二章《盛開》上篇從楊弦那 1975 年 6 月 6 日的中山堂演出談起，中篇

從李雙澤開始談「淡江─夏潮」這一流，下篇〈校園歌曲〉則以 1977 年新格唱

片公司的金韻獎談起，整章的敘事近乎「志」而兼及人物。第三章《綻放(1977-1983

年的民歌小孩)》、第四章《蛻變(1980 年代的國語流行音樂)》、第五章《鄉愁(1990

年代的台灣新民謠)》則較多採「列傳」形式列舉創作人及歌手、專輯作品，傳

末也多有作者的感悟和感慨。尾聲《歷史沒有真相》則再寄望於「我們所有人」

的原創精神與文藝追尋，以不使一切消沉在「商業化的淺碟操作」中。其觀念有

情而不濫：「我並不知道全部，只是記下一部份知道的，給想知道的人看。」 

 

是知此書在今天這個世道的市場上，是小眾的；但作者的情懷，是宏遠的。

此書對相關歷史的描述與解讀，雖終究因作者的經驗所限，難免人云亦云或在關

鍵處浪漫地籠統帶過，然而作者與此書的存在，已經證明流行歌曲感染力之深遠。

這將是重要的「接受史」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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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耀偉：《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香港：三聯，2009 年 9 月 

 

朱耀偉教授為當前學界極少數研究流行歌詞的學者之一，也便是我現在的導

師。本書乃按 2007 年 3 月至 2008 年 3 月期間，老師與陳師正小姐於香港電台第

二台主持的節目《詞來的春天》的講稿整理而成。 

 

全書在引言、餘論外分十八章，從 1970 年代中期香港粵語流行曲興起談起，

談到現在，對期間曾經流行的曲風、歌路及思潮大都有討論到，自然帶出諸詞人、

歌手的創作觀念與社會意識。或因篇幅、場合所限，許多論題未能深入開展（如

「雌雄同體」「自虐情歌」或歌曲低齡化問題），當再參照其他論著。 

 

本書提到每一首歌的時候，都作腳註說明作詞、作曲、主唱者及出品年份，

但很少寫出歌詞內文。這樣，如果不是大部份歌曲都聽過，就不能光憑看的來精

讀此書了。註中也沒有說明原收錄在何專輯裡，這信息其實也不只有方便搜索的

意義；所幸現在網路發達，要找的話還是一搜就能搜到。 

 

    最重要的，作者訪問過鄭國江、盧國沾等許多詞人，此書也是綜合過前人觀

點（如黃霑論文）而成的，因此其中觀點可以視為香港相當一部份詞人、學者的

共識。今年又出版了《詞家有道：香港 16 詞人訪談錄》和《後九七香港粵語流

行歌詞研究》，下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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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卡卡觀臨記 

（圖片取自網路） 

    七月三日，當今西洋流行天后女神卡卡(Lady Gaga)的新專輯《Born this Way》

全球巡迴發表會開到台中，超乎尋常地一連表演了九支歌舞（她在別國一般只唱

四首），我在現場看了，氣氛極為熱烈。領教過這位新天后的威力與魅力後，我

寫下了這篇〈女神卡卡觀臨記〉。 

 

女神卡卡，果非浪得虛名。在她張牙舞爪、縱情恣肆的面貌底下，是「我一

定能得到想要的」、「你一定會讓我牽著走」的強大自信；她浸淫在流行與慾望之

中，卻不盲從、不迷惑，而是極具主見地讓時尚、人群聽從她的歌舞，由她定性，

隨她起伏。她不危不疑，也不患得患失，只自然地信任自己就這樣去發熱發光。

這是美式個人主義的理想，卡卡將之實現了。 

 

觀賞卡卡三日在台中表演的九支歌舞，在流利激烈的動作中，最令我驚異的

是：她雖一會攀上鋼管、一會伏地爬行，表演著狂躁、渴望、求索、興奮等種種

愛欲，但她的神態始終是「超然」的。她與男舞者扭動下體對舞，看似露骨猥褻，

卻沒有挑逗的意味，而更像是佛家的「雙修造像」，只在示現人間的愛欲糾纏，「清

者閱之以成聖，濁者見之以為淫」；你可以忘情投入她在眾所矚目之下，對種種

欲望的收、化、運、發（這是黑白郎君的一套武功，很適合用來形容這次頂著黑

白郎君髮型的卡卡），也可以靜心翫味她在各式各樣酷異的造型與詞曲中，對流

行與人性的獨特理解。 

 

卡卡既在其中、又超乎其上，歌舞時酷到極致，唱完向觀眾說話問好，又熱

情率真，彷彿跟你沒有距離。她就像賈寶玉與濟公的合體，既是「古今第一淫人」，

縱樂於五感七情之中，又不拘於流俗的審美、道德和語言習慣。如其名曲〈Bad 

Romance〉所唱：「我要你的醜怪／我要你的病態／我要你的所有／只要你心甘情

願／我就要你的愛」，這實在是一首可以闡釋「偶像崇拜」的傑作：她在此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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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地位，照臨而鼓舞著崇拜者的癲狂，醜怪是尚地美稱此情事為「孽緣」(bad 

romance)，而舞之蹈之，將自己與台下擁躉的激情共俱牽引到淋漓盡致。雖說去

到盡處不免虛幻，如她本人所說「女神卡卡就是最大的一個謊言」，但只要有人

認同了它，或在之中得到啟發，這一切造像便有意義與價值。所以卡卡說「只要

真心相信你會成功，謊言終會成真」，這也就是「真到假處假還真」。 

 

相形之下，我們的藝人、流行音樂以及社會、文化，似乎總是無法克服「被

肯定」的認同焦慮，不是追逐風尚，矯揉地標榜「努力」「真誠」「創意」之類的

符咒來訴求支持，就是守在自己的圈子裡，複製熟悉的模式，以求身心一時之安

適。雖然大家都說「做自己」，但又有幾人能忠於自我、且能持續進步地拓展自

己對世界的見解，又敢於發言、任事，還不在意他人的毀譽？就算在歐美，能做

到這樣的人諒也不多，苦於認同焦慮的更是普世皆有，因此，卡卡紅得有理。 

 

於是，吾人觀摩女神卡卡，除了參詳她團隊巧妙精熟的宣傳製作，研究她奇

詭酷異的符碼操作，感觸她飛揚蹈厲的性格作風，是否也能想想：我們的大欲在

哪裡？我們的追求是什麼？若能收化社會心理，運發出眾人最會嚮往、最願認同

的好樣，是否就能成功？要怎麼做呢？又有哪些思想、顧慮，是要剔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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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昇《來去廈門電頭毛》賞析 

來去廈門電頭毛 

 

詞曲：陳昇 

MV：http://www.youtube.com/watch?v=oMsICSRaPcM 

 
 

        春風曼妙婀娜多姿 秋風秋雨愁煞人 

        那堪啊冬天 哪相思都不出門 腰圍又多兩吋 

 

        姥姥嘀咕舅舅不聽舅媽媽的話 就死沒良心去了大陸 

        不知道有沒有泡上了狐狸精 長途電話很貴呐 

 

        不想他呀 不愛他呀 女人我最大 

        這邊呀揉一揉 那邊拍一拍 Beling Beling美人很亮呐 

 

        美人需要抱一抱 不是被你囚禁的鳥 

        姥姥說要去廈門街 阮要來去廈門電頭毛 

 

 

        春風曼妙貓咪都懷春 天天感冒怎麽都不好 

        那堪我清瘦得前胸貼後背 人家都會看到 

 

        姥姥嘀咕舅舅不聽舅媽媽的話 死沒良心有了變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MsICSRa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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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曉得什麽時候就斷了線 他的表現費疑猜 

 

        想他沒出息 想他很失敗 美人要站起來 

        電厚伊水水 電厚伊 QQ 電厚伊真古錐 

 

        美人需要抱一抱 不是被你慣壞的貓 

        給我打上飛機票 阮要來去廈門電頭毛 

 

 

    去年在國光客運車上的隨選視訊裡看了這首歌的 MV，大為驚豔。 

 

    此曲是 2010 年《是的，我在台北》專輯的主打之一，MV 也拍得極有趣：

酒吧裡，坐在陳昇旁邊的陌生女郎突然就哭起來，又收聲哽咽，問陳昇「我這樣

會不會很醜」，搞得陳昇很窘迫；又說：「不知道我老公，是不是包二奶了？」嘿，

主題就這麼出來了。周格泰導演的 MV 每每太長，我一向不太喜歡，但這首例外

──因為它有戲。 

 

    這首歌就是陳昇對此等婦女心情的觀察與代言，這視角就有趣，情調的分寸

拿捏也恰到好處：謔而不虐，詼諧地開解，不失關懷，也保持一點距離。這是情

歌裡罕有佳作的一種──「同情」。陳昇是觀察到了這等世相，而編排摹寫演唱

出來：被伴侶冷落的人，怎樣能讓自己好過一點？去理髮店，電個頭毛，打扮打

扮，開心一下。這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但起碼能稍為轉換一下心情，當然轉回

來後心情也可能更糟，現實就是這樣；我們這個都市、這個世界，有多少人在這

件事、那件事上，就是這麼處理著的？ 

 

    這樣想來，陳昇這首歌的意義就大了：它達到了文學、諷刺的要旨，能增益

我們同情與理解的能力，而且歌本身非常幽默。不只 humour，聽完回味，還能

給人「幽幽的靜默」。 

 

    這首歌詞的文字、技法更讓我亮眼，反覆品味了多次。我們看第一段起，首

句「春風曼妙婀娜多姿」，「婀娜」國語標準讀音ㄜ  ㄋㄨㄛ ，́陳昇卻唱「阿那」，

為什麼？我不知道，但只覺得這裡就該唱成「阿那」，這樣唱起來最順、最對，

最具台味。要為它解釋，或可說這是摹擬國文程度有限者的「有邊讀邊」，增添

這首國台語夾雜的歌曲的土味；我所想的，則是「婀娜」原本是什麼意思？唱成

「阿那」有何不可？ 

 

    查「婀娜」本是形聲字，合「阿附」「挪動」之意，形容一種柔順的感覺。

曹植《洛神賦》：「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是用「阿」「那」兩字的聲音，寫時加



30 
 

個女字旁的形符，後人就能望文生義地囫圇將之加入詞彙了。然而「婀娜」究竟

是怎樣的柔美，又只是「柔美」嗎？試想：每個時代、每個地方有不同的語音，

他們唸出唱出的「婀娜」，就有不同的感覺。我們照標準國語讀音讀，感覺是柳

條般柔順婉約的；而陳昇唱「阿那」都是開口音，且是清亮的一聲與四聲，這美

貌就多了一股潑辣的流氣，委曲中有爽朗，又有點漫不在乎，哪怕其實很在乎─

─簡單的說，可謂「傲嬌」。這是一種在台灣社會與文藝、影音作品中都頗為常

見的精神氣質，我們昇哥信手拈來，毫不費力，便是典型。 

 

    光此讀音「不標準」的兩字，即有如此講究可尋；接著「秋風秋雨愁煞人」

也引得詼諧，原作秋瑾是革命志士，今者為絕望主婦，雖格局不一，困境卻也相

通。北京大學中文系戴錦華老師在「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課堂上講過一段話，

忘了是她自己的話，還是引述西方學者所言：「當美國學者、影劇、媒體在大肆

討論都市郊區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困境時，世界上許多地方婦女還在為基本的溫

飽掙扎....每想到這裡，總令人有些不適。」昇哥則沒有被這個問題困擾：他一以

貫之了。 

 

    下面還有呢：「那堪」兩字，讓我叫絕。這是宋詞裡才有的口語，現代沒人

這麼說話了，華語流行歌曲快一百年，我沒聽過有歌詞用「那堪」的（除了鄧麗

君唱柳永〈雨霖鈴〉直接唱原詞，那不算），可陳昇用了，而且一唱就對味，就

讓你覺得這邊就該用「那堪」，真是神了，他把這古代口語復活了！ 

 

    再看整句，「那堪啊冬天哪相思都不出門」，用了「啊」「哪」兩個輕聲虛字

代替「我」，亦是恰好，這就是「說唱」的細節所在啊。如聞一多考釋《楚辭》

裡「兮」的運用，我們語言、詩歌裡向來具有這等彈性，但如今能將此彈性發揮

好的作者很少，陳昇就是一個。我們看這一句，如果把「啊」「哪」改成實字「我」

「裡」，唱起來就沒那麼輕巧了。另「啊」「哪」似亦可解為弱化的「婀娜」，表

示其嬌媚皆落到空處，不過這大概也只是巧合吧。 

 

    「腰圍又多兩吋」更絕：前句起、承以文言，下句轉到宋詞和今語雜鞣的閨

怨，這一合就落到實處：春風秋雨都是外景，冬日相思也還只是內情，假如不去

多想，問題也就不大；但發胖，卻是時時刻刻都會被自己身體提醒的，這就比什

麼春情秋思都惱人。 

 

    第二段承：「姥姥嘀咕舅舅不聽舅媽媽的話  就死沒良心去了大陸」巧妙交

代了事情緣由，然後「不知道有沒有泡上了狐狸精」，很普通的憂慮，但緊接的

結句便妙到毫巔：「長途電話很貴呐」。猜疑遠方丈夫，已足令人不快；打電話時

話費不斷在心裡跳動，更是雪上加霜。幽默戲謔，而極為寫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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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轉：「不想他呀 不愛他呀 女人我最大」，發洩一下堵爛的情緒；「女

人我最大」是近年台灣某電視台一檔談話節目，名字取得好，昇哥也借得妙。如

何發洩？去理髮廳，「這邊呀揉一揉 那邊拍一拍 Beling Beling 美人很亮呐」，

把自己弄漂亮一點，心情似乎就好一點，然而有什麼用呢？雖然無甚大用，總可

以稍稍轉換一下心情，日子就是這麼過的。陳昇至此寫進了生活，歌詞至此能引

人感慨。 

 

    又「Beling beling」應是「bling-bling」這個從美國傳來、發明還只有幾十年

的新字（參考維基百科解釋），此字是以聲音來形容閃亮亮、明晃晃、珠光寶氣

的樣子，近幾年也常見台灣談話節目使用。月前我寫過〈步鈴步鈴 bling-bling〉

一文，說根據最近所讀的聲韻學，這 bling 是一個雙聲母(bl-)的字，探討了一下

如果要用漢字寫出來能怎麼寫。現在我們聽到陳昇唱成「be-ling be-ling 貝鈴貝鈴」，

也能印證聲韻學的一項說法──雙聲母字的讀音演變，通常會往省略前面聲母、

或分拆成兩字的方向發展，如古漢語「孔」klung 後世演變為「窟窿」；陳昇也循

此理把 bling-bling 拉長，且不作 bu-ling-bu-ling（這樣聽起來很笨）而改為較順口

的 be-ling-be-ling。然而，這樣唱起來，還有原來那閃亮亮、明晃晃的感覺嗎？

似乎差了點。我想以後大概不太會有人沿用這裡所作的變音，不過，陳昇在此畢

竟示範了一種靈活變化外來語音、使之合我曲調的作派。而我竟能在此新歌裡印

證聲韻學的知識，也算意外之喜。 

 

上半片第四段合：「美人需要抱一抱 不是被你囚禁的鳥」亮明情感的根本需

求；最後「姥姥說要去廈門街 阮要來去廈門電頭毛」，是要去台北市廈門街做頭

髮，還是要去對岸廈門抓老公？沒講清楚，而在這模糊中表露了一種衝動。下半

片結尾則唱「給我打上飛機票 阮要來去廈門電頭毛」，更衝動、更像要去廈門了，

但也不知她會不會真去；戲謔至此，恰到好處，有著同情、憐憫，又帶些莫名其

妙的鼓勵之意，實在妙、妙、妙。 

 

下半片沿用上半片的句式章法，又有些變化，「放」得更多，如「天天感冒

怎麽都不好」更用勁，「電厚伊水水 電厚伊 QQ 電厚伊真古錐」尾音拉長並作起

伏變化，皆在常理之中──第二遍歌可在第一遍的基礎上開展更多變化，能充分

支援相應變化的詞就是好詞。「電厚伊水水」兩句的「厚」正寫應為「乎」，我能

接受語音變化，但不贊成寫別字，雖然這裡「厚」字也能形容頭髮燙起來的樣子，

別具趣味，怎樣寫比較好就要各人斟酌了。顏艾琳大姐教過我「水」字正寫是「女

隋」，女字旁隋，但如果真要這樣寫大概沒幾人看得懂，電腦也打不出來，何況

寫成「水」字俗成已久，眾人用時早將意思與水的意象連結來，故我亦無意見。

「Q」是閩南語「鬈」的俗寫，這字母的形狀也非常合乎「鬈」的意象，已是現

代中文常見（由於阿 Q）、尤其和閩南語速配的來賓，此處沿習用之，亦純熟自

然。 

http://youtien.pixnet.net/blog/post/26630813
http://youtien.pixnet.net/blog/post/2663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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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結尾，女主角又失控，從嗚咽而大哭，還趴到陳昇肩膀上：「他今天本

來要回來的！」弄得昇哥窘迫萬分，手足無措。兩個人都演得鮮活無比，有趣極

了。為什麼現在流行歌曲 MV 很少見到這麼夠味而有意思的呢？大概就是因為不

如陳昇這首〈來去廈門電頭毛〉有戲吧！ 

 

 

 
「他今天本來要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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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柏堅《富士康下》 

歌名 
富士康下 富士山下 

作詞 梁柏堅  (2010改編) 林夕  (2006原作) 

作曲 澤日生 (Christopher Chak) 

 改詞 原詞 

A2 勞動節不要說穿 謊話總會拆穿 

高空一躍可會令你更心酸 

人在世間無溫暖 廠方怎麼規勸 

官腔一臉三鞠躬只會護短 

人活到幾歲算短 開工只有更短 

歸西只要一兩步誰能預算 

忘掉我跟你恩怨 公關玩了幾轉 

訪深之旅一遭比一跳遙遠 

情人節不要說穿 只敢撫你髮端 

這種姿態可會令你更心酸 

留在汽車裡取暖 應該怎麼規勸 

怎麼可以將手腕忍痛劃損 

人活到幾歲算短 失戀只有更短 

歸家需要幾里路誰能預算 

忘掉我跟你恩怨 櫻花開了幾轉 

東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遙遠 

B 

 

誰都只得那雙手  

要工作入場就戴手扣 

你一到工廠開工已經折壽 

人肉像企業物流  

窮人為生活斷頭 

誰人求秒殺到富士康即有 

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 

你想跳樓請跳一切都照舊 

文明在企業大樓  

人人被屈辱被蒙羞 

我絕不罕有 你返工返夠一周  

你便化烏有 

誰都只得那雙手  

靠擁抱亦難任你擁有 

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 

曾沿著雪路浪遊  

為何為好事淚流 

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 

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 

試管裡找不到它染污眼眸 

前塵硬化像石頭  

隨緣地拋下便逃走 

我絕不罕有 往街裡繞過一周  

我便化烏有 

 

二十九日去辦公室見了朱耀偉老師，老師送我一本剛出的《後九七香港粵語

流行歌詞研究》（香港：亮光文化，2011 年 7 月），裡面寫到的歌我幾乎都沒聽

過，略讀一通，甚有可觀，下期當作介紹。 

 

    在書中看到一首梁柏堅（原為中環白領，偶寫詞，至今有數十首）2010 年

夏調寄〈富士山下〉改填的〈富士康下〉（原詞林夕，原唱陳奕迅），拍案叫絕。

書上說此詞一出，瘋傳網路，但為什麼去年我沒聽到，也沒見台灣和大陸報導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6TZIPQEDJ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WV9_97R-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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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就看出此詞比尋常的歪歌、改歌高出不只一檔，它處處金句：「人活

到幾歲算短 開工只有更短」、「誰都只得那雙手 要工作入場就戴手扣 你一到工

廠開工已經折壽」，這還只是怨憤；「誰人求秒殺到富士康即有」也還只是嘲謔，

但接著「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 你想跳樓請跳一切都照舊」就是直

面淋漓的現實，寫出結構的強橫和無奈的深沉了。「文明在企業大樓 人人被屈辱

被蒙羞」寫的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異化」，但結句「我絕不罕有 你返工返夠一周 

你便化烏有」更一針見血地直白闡釋了什麼是「異化」，這就是流行歌詞的特長

啊。 

 

    按「誰都只得那雙手」和「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還有「我絕

不罕有」是林夕原詞，然而梁柏堅接得極其毒辣，以至 YouTube 上有評曰「改詞

仲正過原詞」。我們看原詞： 

 

        誰都只得那雙手 靠擁抱亦難任你擁有 

        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 

 

        何不把悲哀感覺 假設是來自你虛構 

        試管裡找不到它染污眼眸 

 

        我絕不罕有 往街裡繞過一周 

        我便化烏有 

 

    都只是蘊藉的情詞，很是常見，林夕已經寫了幾千首，雖然純熟，觀者難免

有些麻木；改詞則毫不蘊藉，直白表露，大放光彩，旁行斜出地爆發了林夕詞句

未盡的潛力。 

 

    尤其末句的「我」字，特別狠毒：改詞不若原詞，全篇沒有出現「我」字，

直到這裡才來一個「我」，這樣，這個「我」字便不只是作者，也不只是代「你」

說話，而更是「自我」的意思，同時也包含了「小我」、「大我」了。「往街裡繞

過一周」改成「你返工返夠一周」，把「一周」從空間義挪為時間義，自然順手；

最後把「我便化烏有」改一字作「你便化烏有」更輕輕易易就成了絕筆，讓「我

絕不罕有」和「你便化烏有」兩個「有」字的對照更加觸目驚心。 

 

    要說有未臻完善之處，就是唱者仍是用情歌的唱法，這就不是這新詞應有的

情調。應該怎麼唱呢？激憤、冷嘲，還是悲哀？如果不只要嘲謔，也不只放在網

上，它適合在什麼場合唱？編曲又應怎麼改？這些就不是詞人能夠顧及的了。網

上說，唱者「十月」是個北京的女生，粵語或不太標準；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這

改詞能吸引一個外地人主動來錄唱，詞而如此，已經成功。我來香港，是來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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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鄉愿與便辟、善柔、便佞 

來自西方的「民粹」(populism)就像來自論語的「鄉愿」，很多人都不清楚它

的本義，但常聽到大家講來講去，也就大概知道了它是怎樣；如此人云亦云下去，

「民粹」和「鄉愿」在台灣也就漸漸演變出了當今的意思，即使你去考證原義說

「民粹其實是……」大概也撼動不了眾人模模糊糊俗成的那團概念，而只能在學

術圈子裡轉一轉。 

 

所以若要給民粹、鄉愿下一個定義，應該都作不得準，只能徒勞無功。不過，

我們雖不能明確地說「民粹是什麼」，但可以談一談「民粹有什麼表現」「什麼樣

的觀念、行為可謂民粹」，談談那之中有什麼樣的錯誤，來警惕彼此。這樣便有

意義。 

 

日前與長輩聊到民粹，我忽然想起《論語》的一段：「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覺得「便辟、

善柔、便佞」正可描述台灣所謂「民粹」的一些表現；再想一遍，居然對原文也

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 

 

《論語》文辭簡潔，字義常須相對來看，「直、諒、多聞」肯定是和「便辟、

善柔、便佞」相反的，而且為什麼要先說「直」再說「諒」再到「多聞」，也都

是有理由的。 

 

故可舉例來說：當你有什麼不適當的想法、要求時，益友能跟你直說那樣不

好、不行，而一方面諒解你的立場、緣由（不教條主義），也讓你諒解其他人的

立場（有大局觀──「諒」字從「京」，京的字形是人工築起的高丘，可引申出

高瞻遠矚的意思），並且提供你各方面的相關知識，讓你能修正錯誤，或把對的

事情做得更好。 

 

相對的，損友即使知道裡面有什麼不對，也會隨順你的意向（便）而迴避問

題（辟），像小羊般的迎合你的情緒（善柔），甚至發明一套理論去附和你，光挑

對你有利的部份來護航（便佞）。當今的政府與政黨，似乎就是這樣的，避癥結

而不談，只各方討好，作些連自圓其說也達不到的論述，結果誰也不滿意，但大

家也就這樣繼續混下去。 

 

「鄉愿」又是怎樣呢？孔子只說「德之賊也」，或可理解為「小模小樣地裝

出上道的樣子」；孟子的解說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

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現在台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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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鄉愿」，還適用這般解釋嗎？大體適用，但還需要補充。 

 

現在「鄉愿」一詞最常用來批判政治人物，如罵一人沒有原則，只想各方討

好，迴避問題；這也可以用「便辟、善柔、便佞」來描述，奇怪這麼多年竟沒有

幾人拿這三個詞來開罵。然而，那些「鄉愿」的人究竟在迴避哪些、討好哪些呢？

這並不難索求，我們只要統計一下許多政治人物便辟過的政治忌諱、善柔而便佞

過的政治正確，大概就可以描繪出一團由台灣人所集成，也牽制了台灣人的集體

意識；這團集體意識，似也就可以稱為「鄉愿」，或曰「鄉民的正義」（這是一群

網友正在努力製作中的一部動畫片名）。是故「愿」可以稱人（如《孟子》將之

寫作「鄉原」、「一鄉皆稱原人焉」），也可以稱心態。至於「鄉」字的今義，我第

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本土」這面多少人拿來厭勝異己的大旗；當然「鄉」與「本

土」並不就代表著反動與排外，只是總有一些人會標榜著它來反動排外，並且大

聲曲解批評者，說你是陰險傲慢地要把「鄉土」與「反動排外」畫上等號，如此

一方面封堵批評，一方面也綁架了本鄉本土，將之限制在自己的認同範圍以內。 

 

這樣想來，「民粹」和「鄉愿」這兩個舊詞，實在是「其命維新」，太有超乎

原本的當代意義了。這裡且不去開展更多議題，只先反身想一想：我能避免「民

粹」與「鄉愿」嗎？我處事發言，如果碰到人情世故的障礙，或是敏感的政治問

題，還能做到直、諒、多聞，而不便辟、不善柔、不便佞嗎？ 

 

想想還真難。尤其這裡所說的「直」還不是一根筋的魯直、絞直（《論語》

中另一組相對的品德：仁智信直勇剛／愚蕩賊絞亂狂，亦可參見「鄉愿」之義），

而是在多聞基礎上「有大局觀」（這句是中共前年對司法部門的指示，本來是好

句子，被用得很反諷）的諒直。這本來應該很簡單的，做人做事都應該這樣，但

好像人越多、事情越複雜，這就越困難了。雖然很多人都提倡「道德勇氣」，希

望人突破心理障礙、政治顧忌去講真話、實話，但當事情牽扯到身家性命、外帶

名譽的時候，似乎也就只有一根筋的固執、偏執之人才敢對公眾堅持己見了。然

而那是直、勇、剛，還是絞、亂、狂？品評他人容易，輪到自己，就得看修為造

化了。 

（八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