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衣若芬副教授 

主讲人：梁文福助理教授 

题目：现代中文流行歌词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想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今天会坐在这里跟大家谈话。

因为这其实是配合我们学校图书馆主办的，难得的作家签名本展览会所主办的一个演讲。我们

图书馆潘女士很热心一直在邀请我来作讲话，我一直觉得自己很不适合来这里给大家作演讲。

首先我对藏书没有任何的研究，其次我又不是一个藏书家，所以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

个下午在这里讲话的。可是潘女士非常会劝人，也非常有技巧的，她绕了一个弯找到了一个很

好的理由说，可以的可以的，我可以来这里讲话，她说我是此次展览中有签名本的新加坡作家

的其中一个，梁文福是一个新加坡的作家，也参与了这次的展览会，所以我算是参与者之一。

其次她说因为我们很难得请来两位我本人很尊敬，来自香港的教授，来自海外的教授。然后如

果是有来自海外的教授来给我们演讲，像我刚才坐在台下，我觉得受益不浅，这不是客气话，

一个小时，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必须迟到早退，非常抱歉。我刚才迟到，我听到卢教授，就是

我欣慕已久的作家小思老师。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听她谈话就像听一篇很优美的散文。古人说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真的是坐在台下有深深这样的体会。虽然她谈的是书的渊源

关系，作家读者的关系，可是从中我们听到了很多人生岁月的一些感情、体悟等等。所以当潘

女士再邀请我来的时候她讲的第二个理由是远来是客，客人给我们这么好的讲话，我们一定要

有一个回报，我们作为南洋理工大学一定要有人出来讲话，那我就说那更不是道理了，一定要

有人出来讲话，那排在最后一个的应该是我。她说不是，因为我们中文系里面一定要有老师出

来讲话，那你毕竟是在中文系里有讲课的一位老师。那我说我只好效犬马之劳。 

 

歌词——重要的文本 

那谈些什么呢？我不能够谈藏书，潘老师就建议我说谈你在这里开课的内容吧。我说好吧。这

样我又绕了一个圈来想理由，想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因为我在 NTU 开了一门课叫做，大家现在

看到的“现代中文流行歌词导读”。我是把现代的流行歌词，当作是一个大众文学的文本，把

它当作一个文学和文化的欣赏课，来跟同学们做一个欣赏跟讨论。那么在我两三年的讲课的过

程中，有很多是我个人感到兴趣的。我个人是一个写作的人，也是一个写歌的人，作为一个爱

音乐、爱文学的人，我经常在歌词里面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让我在歌里面读到了文学。另外

一方面，他作为一个文学的文本，他又让我在文学里面听到了音乐。我这个并不是说它作为一

个歌曲的一部分存在而听到了音乐，而是作为文字的韵律本身，文字的创作本身，他也有很丰

富的音乐性。刚才卢教授有谈到说到随着科技的演进等等，可能下一代还会不会出现爱书人，

或者是藏书家，我们还是在期待。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个人身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爱好者，也

算是一个现当代小小的写作人，我可以相当确定的是，作为现当代的文学，歌词无疑是一个很

深受大众欢迎，而且是现当代社会里面，流传得最普遍，影响最深远的一种现代文学的文类。

我们把他称为是文类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欣赏的古典文学史里面的唐诗宋词在古代也是可以被吟

咏，可以吟唱的。甚至我记得阿城，现代作家阿城，他说过其实对他来说唐诗就是唐朝的人所

唱的卡拉 OK。我觉得这个比喻是蛮确切的，在唐代有人生日也好，有人要出行--我们现在说的

出国，他们是要离开一个地方，写一首送别诗也好，其实这就是他们之间的酬唱，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文本。 

 

现在的歌词作为一个传情达意的功能，我觉得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像我们现在有人生日，

有人毕业，有人要出国，我们也到卡拉 OK 去，那我们也唱现代流行歌词的文本作为传情寄意



的一个功能。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在现代中文流行歌词里面，我们所留意到的，发现到的一些，

一点点跟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不可能讲得很深入，就像刚才卢

老师说我也没有任何理论，只是在我过去讲课的过程中发现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觉得有一

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对照，可以拿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流行歌词与我们的关系 

作为一个开始，我想用一首歌作为一个开始。这首歌，我们谈关系总是谈异同，接下来我会谈

蛮多相通相同的一点，可是现在我要从一个不同开始。现代流行歌词，我们说现当代流行歌词

这几十年来的，跟中国古典文学，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呢？有一点我觉得很好玩，也

是非常现实、非常残酷的不同，就是我们每一人都可以说我爱李白的诗，我爱苏东坡的词，这

是很安全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的每一位都可以这么说，都没有问题的，而且都蛮有气质的这

样说，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说你爱现代流行歌词吗？我奉劝各位当你回答之前，你最好小

心一下，这个处理要非常谨慎。因为我经常在讲课的过程中，跟同学们讨论就不小心泄了底。

什么叫“泄了底”呢？我说在我大学时代，我喜欢听某一个歌手的歌，可是有一些同学就说：

“老师，那个歌手我连名字都没听过。”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说出你心头所爱的那一首流行歌

曲，今天在这里可能有不同时代的听众，我说时代，“generation”。可能有些人的回答是白

光、周旋，有些人的回答是邓丽君、凤飞飞，有些人的回答可能是现在的周杰伦、蔡依林。有

一个很好笑的例子就是在三、五年前，我讨论过现在最 IN 的，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为了表示他们

最时尚，总是要表示他们听当红的歌。那现在当红的歌在三、四年前也许有人会说 5566，不知

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合唱团体的名字。现在如果你们谈 5566，他们说你是谁？据我所知最

新的应该是飞轮海。如果说你叫得出吴尊的名字他们就跟你更贴近一点。 

 

那我现在谈的呢，没办法还是要泄了底，我要谈的是一首最近，应该是上个月，我在本地滨海

艺术中心办的一个满有意思，叫“重逢”的音乐会，就是把新加坡的新瑶跟台湾的校园民歌，

他们一年、两年来一次，民歌跟新瑶的重逢。那今年的重逢演唱会的最后一个单元，让我非常

感动的，是我大学时期--在这里的国立大学很爱听的一首歌，那是当年潘月云所唱的一首歌。

这首歌，那个词曲作家当天他出现了。作为当时的小歌迷，我看到心仪已久的词曲创作家叫李

达涛老师。李达涛老师已经白发苍苍，在台上弹钢琴，他的朋友一起来唱这首“再见离别”，

我觉得很有感触，我现在介绍这首“再见离别”可能你们没有印象。很好听这首歌曲，他是当

时的校园民歌之一。不过有一首歌大家应该有印象叫做“奈何”。 

 

“有缘相聚，又何必常想起„„”这首歌曲当时很红，邓丽君等很多人都唱过的，就是当时李

达涛老师的一个代表作之一。我看到同学们很沉默，不知道是不是有代沟。可是这边的人在微

笑，这边的人就在听。今天这个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平时面对的我知道都是 20 岁大学

的同学，所以我知道如何投其所好。今天对我来说非常难，不过我不管了。 

 

我现在先让大家听一遍，平时我讲一首歌要一个小时，就像我讲一首唐诗我用一个小时来说，

讲一首歌我用一个小时来说，今天我们每首歌只听一遍，为什么必须听？因为歌词是音乐的一

部分，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平面的白纸上的黑字来看。我们先听一遍，然后才说为什么

先从这首歌谈起。 

 

 再见离别  词曲：李达涛 

    你说离别容易再见难 

    我说再见容易离别难 



    不然你为何心里有千言 眼里有万语 

    是不是难分又难离 

     

你说再见容易离别难 

    我说离别容易再见难 

    不然我为何要忍住眼泪 深情望着你 

    只怕那再见遥遥无期 

     

离别是再见的开始 

    离别是再见的开始 

    离别是再见的开始 

离别是再见的开始 

 

我们就听一遍，这首歌其实我还是要扯回来，这是我的习惯，我觉得还是不能够离题。现代歌

词、现代歌曲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学的文本。刚才卢老师说我们不可以停留在以前，我

们都希望手上有一本书，现在有互联网络，现在有科技，我们在网上阅读等等，网上也流传这

些歌曲。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陈老师说„„我刚才听到后半部，就是从鲁迅的一些藏书可

以知道他一些思想的由来，一些文学理念，他的藏书如何反映了他。我觉得一个词曲作者，他

写的词本身，其实也反映了他，他心中的阅读的藏书。这个藏书是无形的，我们常说遨游书

海。现在我们说网上也是一个漫游，也是一个更大的漫游的知识、一个文化海洋来说。我们接

触一首歌词来说，如果在你心中唤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引起了一些感情的波澜，他一定跟

你过去的涉猎，或是阅读，或者是接触有关。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当我读到大学时期听到这

首歌，我们是先听。听到这首歌，被他的文字所吸引的时候。我来个现场的测试好吗？现在衣

教授，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坐在我面前，你看到前面这两句“你说离别容易再见难 

    我说再见容易离别难”，你想到什么古人的名句？ 

 

衣教授：临场要考试。在座有修过我唐诗课的同学不能泄气，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

难别亦难”。 

 

歌词与文学的关系 

好，我们没有约好的。我要说的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在上课时经常跟同学们互动。我是觉

得这是一个写作者跟读者之间的信任。如果每一首歌词、每一首诗的后面都来一大堆注解，翻

译什么的话，我觉得少了很多联想、互文之间的趣味。可是像这种现代歌词跟古典文学的关系

仅止于此吗？当然不是这样。这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开

始，他作为一个序言。我最欣赏的现代歌词跟古典文学的关系莫过于此，一种若即若离，一种

不即不离的关系。如果没有任何古典文学素养的读者，他接触了他纯粹当作是一首好听的歌

来，听过就算也可以。可是稍微有一点底子的人，有一点文化底蕴的人，可能你可以从中挖出

的更多，发现更多的惊喜。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贪心多讲了半分钟。作为一个，我觉得李达涛老

师他写的时候未必一定要引用那个典故，李商隐的“无题诗”，那句名言的典故。可是他过去

本身的文学的阅读一定影响了他本身的写作，这是我身为一个写作人，我是写散文、写诗、也

写歌词深有体悟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写作的当儿，我们不会去想我要用典故，现在我要用什

么。可是当你完成的时候，你必然发现你过去文学方面的一种兴趣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写作。再

说多一点点，他并不是单纯的用典，像李商隐的那一句“相见时难别亦难”，在一句里面出现

了两个“难”字，那种重叠的美，难上加难的强调、对应等等，在这里他又一个更有趣的对



照，因为有一个“你”，有一个“我”。而且作为现代歌词，他放在两段里面，来个呼应。前

面开始是“你”这个人说离别容易再见难；“我”，我说再见容易离别难；到了第二段却说是

“你”说再见容易离别难，这样子来的一个位置的调换以后，我觉得它中间有更多更多的情

致，可以去玩味。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在这里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叙说，所以他不是简单的用

典的效果。可是他有了那个文学的底蕴，肯定对他的写作，对我们来接触，去喜爱这首歌词有

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我就作为 20 年后我再听歌，听到这一首歌，然后那时候想起大学的时候

只是纯粹的喜爱。今天以歌词作为一个教课的一个讲师，我从中看到了更多更多的微妙关系，

尤其是后面这句“离别是再见的开始”，稍候我会再说一下，不过我们回想到为什么会有现代

作家，为什么会有现代文学。其实现代文学的一开始是铁了心要跟古典文学离别的，告别的。

我们不是文学史都背过，不用典，不用掉书袋，总之是“不要”。就是要做一个很明确、很决

裂的割舍。可是割舍得了吗？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来看即使是最讲究商业性、最讲究现代

化、最投当代读者大众所好的流行歌词还是跟古典文学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我刚才要

讲的第一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现代歌词，有许多用的是古典文学里面的题材。我刚才忘了一

件事情。我今天所讲的例子还不包括那些纯粹是以古典诗词、古典文学作为他的诗词的歌曲。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像邓丽君、王菲都唱过的“但愿人长久”，这纯粹就是苏东坡的词，

是一首古典文学的作品，我们还不谈这一方面。我们谈的是纯粹用白话来写的现代一些歌词的

文本。 

 

题材的引用 

那么现在第一首要作为举例的是一个比较简单，可是算是一个非常正面，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就

是琼瑶的“在水一方”。我又看到这边的人在微笑，那边的人很酷的在看。好。我跟柯思仁教

授，我们是中学同学，那时候我们中学的年代，班上的同学分成两派，一派的同学支持邓丽

君，一派的人支持凤飞飞。这个是邓丽君的名曲“在水一方”，当然它是琼瑶在他的一本小说

《在水一方》里面，为了表达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所写的一首歌词，我们也只听一遍，我们再

来讲一下。 

 

在水一方       词：琼瑶   曲：林家庆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绿草萋萋，白雾迷离， 

  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我愿逆流而上， 

  依偎在她身旁。 

  无奈前有险滩， 

  道路又远又长。 

 

  我愿顺流而下， 

  找寻她的方向。 

  却见依稀仿佛， 

  她在水的中央。 

 

这里有衣老师的学生吗? 



 

衣教授：有，你要问吗？南大中文系上个学期另外一个老师教的课刚好考过这个原典。 

 

梁教授：对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场测试。 

 

衣教授：他要回答这首歌的问题。 

 

梁教授：它的出处、也就是会说原典，原来的出处 

 

（一学生站起来）学生：《诗经》里面的“蒹葭” 

 

梁教授：是，很好。 

 

 

我们顺便可以宣传一下吗?因为现场有很多中学生，南大中文系欢迎各位。我们知道这个其实，

这个是稍微，我们说是稍微，因为即使你是读中国文学史在中学的程度来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文

学的第一部经典是《诗经》，然后《诗经》里面原来有这首诗叫《蒹葭》。我时常跟学生开玩

笑，其实用词是蛮重要的，因为蒹葭本身就是水边长的草，如果用现代很白话的说就是水草。

可是如果水草作为一首诗的题目就完全没有审美的情趣可言。那现在琼瑶把当时《诗经》的原

典《蒹葭》稍稍作了一些处理，我是说“处理”，因为其实上是一个白话的语义，但是当然有

些不同，现在也没有时间去说怎么不同，比如说这里本来是“白鹭为霜”，她改成白雾茫茫之

类的。那“白鹭”和“白雾”作为一些意象是有些不同的，但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再比如说在

原诗上面是“溯游回之”、“溯游从之”，往上游或往下游都是在同一段里面。在同一段里面

的那种感觉跟放在现代歌词里面“我愿逆流而上”唱完一段再到“我愿顺流而下”，它有一个

时间的过渡。讲得夸张一点，虽然是爱情，可是这个“往上”、“往下”，我们可以看到屈原

那种上下求索，那种弃而不舍的精神，或者是为了一份心中所愿，而不放弃的一种追求。我要

讲的是像这样一种题材的引用，可以说是蛮多，这只是个比较经典，或是一个经常被我们留在

记忆深处的例子。 

 

互文 

好，那边的同学现在可以醒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比较晚近，或者是近几年的一些作品。陶喆

不是下星期来开演唱会吗？知道几号吗？4 月 17 号，每天在 933 听到，不过我没有去。陶喆有

写过一首歌叫“Susan 说”，也不是他的主大歌，不是上排行榜的歌。可是我个人满喜欢的，

也曾经在课程里面讲过。这也是题材的引用，可是跟刚才那种只是直接语义上的处理过的不

同。这样题材的引用我想他已经是进入一种互文的层面，我们先听一段，再来讲一下。 

 

Susan 说     词：李焯雄   曲：陶喆 

“yeah 

  苏三说   

  Susan 在那命运月台前面    

  才上车春天开始落叶    

  转眼间话断了线    

  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 oh    

  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 yeah （思念）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    

  一个人却一个世界 oh    

  你是否也想我 动摇过几遍    

  爱只是个错觉 oh～    

 

  苏三说   

  思念常常思念不常见面   

  她怀疑 sam 是虚拟的脸   但爱情还在上演   

  那是谁在放古老唱片   

  那片段像对未来留言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   

  一个人却一个世界 oh~   

  你是否也像我 动摇过几遍   

  爱会不会实现 oh~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未曾开言心内惨    

  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rap)苏三离了洪洞县 挂了个牌子在那大街前 被那凶恶群众包围稍微 等一下   

  过往的君子请你听我言 哪一位去我南京转 与我那三郎 把信转 就说苏三把命断   

  来生变一只狗一只马 我当报还 come on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   

  一个人却一个世界 oh~   

  我怀疑你像我动摇过几遍   

  是否爱本来擅变 oh~  

  苏三说我的苏三说苏三说我的苏三说苏三说我的苏三说苏三说我的苏三说”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对照，他绝对不是纯粹把那个原典的作为现代的语义

这样子，他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探讨的东西，首先它是以“苏三”我们很著名的京剧，苏三起

解的片断，那原点是来自冯梦龙《三言两拍》里面的一个故事，那当然现在没有时间说苏三的

故事，所以同学们要去上文学课。在古代的故事里面，那个女孩子苏三在现代歌词里面有一个

现代女孩子的名字，叫做“Susan”，刚好是谐音，她的命运作为一个对照。在古代女性没有选

择自己命运的一个权力，那现在的女性好像有很多经济独立、生活上的独立，那是否在爱情上

就比古代女性有智慧？或是更有选择权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现代作词人，她也是港大的一个

林夕的校友，师弟，也是写诗的李焯雄。你看比如说苏三原来的爱人叫做三郎，现代的男孩子

叫做“Sam”，三郎变成 Sam，然后就是在原来的故事里面哪一位要往南京转到南京去，对不

对？现在这个 Susan 也许是在台北的月台通电话断了线，南京是那么远。现在资讯科技都很发

达，有可能觉得很远，这个远也许是心里的距离，也可能是其他其他的距离不在话下等等，好

多好多。“你是否也像我动摇过几遍，到底是现代人在问古代人”，还是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苏

三在从旁观，冷眼旁观的在问现代女子的一个选择，好多好多。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对照，是



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作为一个创作人来说，也是一个题材的引用，可是他已经不是引用古代

文学的典故这么简单，她是一种互文，Intertextuality，就是文本与文本之间产生的一种互动关

系。 

 

技巧的借鉴 

时间不多我只好进入第二个层面来说，就是一种技巧的借鉴。技巧的借鉴当然就是很多很多。

因为如果你写现代歌词来说他是一种近似现代人的诗，这样的一种文类来说，你必须在很浓缩

的几分钟里面传情达意，再配合音乐的节奏、韵律有好多好多要求，有时候他的难度不下于古

人的填词。像我个人的例子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接到一首曲，必须是填词的。你不能去改变人

家原来曲子的节奏、旋律。在有限的几分钟里（添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你要有能够完

整的意境，有时候反而逼出一个蛮有文学的联想力，一些词彩出来。那这里面呢，我看时间不

多了，我只好讲歌，不能够唱歌了。（衣教授：等一下我们会留时间给老师唱歌。）没有，肯

定没有。像这个张惠妹很好听的一首歌，被台湾选为世纪情歌之一。在 2000 年的时候，台湾媒

体票选了影响台湾，或者是公选、票选的一百首情歌里面，这是当选的一首歌——《听海》。

这首歌很棒，可是没有时间慢慢讲，可是林秋霖作为一个作词人，一个现代作词人，其实他在

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这个，这歌词“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太多情，悲泣到天

明„„”，还记得吗？你听张惠妹唱的时候也许你会这样听过去，我们现在又来考学生，你来

挑一个学生的名字。（衣教授：我这里只认得中文系的学生，这个问题会不会很难？我要不要

让这边的同学自愿要回答？有吗？）如果你喜欢唐诗的话，这几句满明显的，“脱胎换骨”。

他是唐代诗人的名句里面变化而来的一种表现技巧。可能不是我们中文系的，这些同学知道

吗？诗人杜牧的名句。（衣教授：还是再给点暗示吧。来来来„„）来来来，你记得那两句话

吗？蜡烛„„有心„„其实她已经很棒了，给他掌声鼓励（衣教授：这是南洋女中。）是圣尼

克拉的同学。杜牧的名诗《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在这里这首诗是

讲“听海”，然后我想他很巧妙的作了一个转移，可是还是会联想得到，如果你是读了满多诗

词的话，这个“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太多情，悲泣到天明„„”，悲泣，是为谁悲泣

呢？就为这个在爱情里受苦的歌中人所悲泣。 

 

然后我们很快的听一首歌。这个是十多年前的，发表这首歌是为本地歌手陈洁仪所写的一首歌

《担心》。同学们接触这首歌是因为他曾经被本地一个米商采用作为一个广告歌。所以你吃米

饭的时候就想到这首歌。 

   

担心     词曲：梁文福 

   我的你 

   总是迟疑 

   连吻别也要隔著玻璃 

   我的你 

   在我指缝间远离去 

   这城市太过拥挤 

   满座的爱情电影 

   我用力推不开回忆 

   担心 

   你的担心 

   怕你将我想起 



   在那微寒的夜 

   寂寞来寻 

   最好是屏住你的呼吸 

   哦...担心 

   我的担心 

   你就这样放心 

   我却如此愿意 

   竟然愿意 

   用白天 

   用黑夜 

   用思念 

   拥著你 

 

我们只听一遍，这首歌《担心》。我尝试很快的讲一些重点。首先其实我是很不喜欢讲自己歌

词，因为我不想误导学生说，我个人对文学的态度是作家并不能够垄断他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

话语权，也就是作家不应该是诠释他自己作品的一个权威，诠释者应该是所有的读者。可是我

现在是跳出来，我不是在讲梁文福，我实在讲这个歌词，我要说明一下这是很微妙的，这是因

为我个人有这个体认，在我写这首歌词的时候，我绝对不是一句一句想，现在我要用什么技

巧，什么手法去想。就是一个灵感来了，心情来了，词曲愉快地把他写完了。可是在过后，作

为一个教师，这个很妙，作为一个教师，当我必须把它作为文本，把它跟学生讲解的时候，我

就必须作为一个反思，就是说作为一个例子，里面举一些情况跟同学们讲解的时候，后来我就

找出蛮多蛮有趣的例子，比如说第一句“我的你”，看似普通，那当时写的时候，只是要表达

一个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我们现代人“你、我、他”经常在用的，可是“我的你”就把一个你

是属于我的，我以为你理所当然是属于我的，这才有后来的像“我指缝间远离去”的那种惆

怅，那种猝不及防等等，可是后来，这个是后来的后来，我就读到了韩愈这首诗蛮有趣的。韩

愈这首诗叫《听颖师弹琴》，他的一开始是“呢呢儿女语， 恩怨相尔汝。”。“尔汝”是什么

意思呢？其实在古文来说就是称呼“你”的意思。然后再看一下解这首诗的注解：“在古代男

女之间，一般人不会随便用这个称呼。这个“儿女语”是小儿女在弹琴的时候，是说那个琴师

在弹琴的时候，那种感情就像一对情人之间的融融私语。不随便称“你”的，只有在私下无人

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跟我的关系是非常深厚，非常固定的时候，“汝”这个词才会出现。如果

这样来做一个对照的话，我觉得蛮有趣的。虽然说“我”和“你”我们每天都在说，但是用

“我的你”，其实就已经带出了这样子的亲密关系。这不是用典，跟那个用题材的层面也不一

样的，只是一些相似的技巧。再比如说“这城市太过拥挤，满座的爱情电影，我用力推不开回

忆”，这是用白话来说，表示那个回忆给他的负担很重。面对似曾相识的曾经走过的城市，在

这个城市里面留下很多爱的回忆，所以即使你看过的爱情电影等等，现在已经是一种触景伤情

的对应。然后我又想起了我很喜欢的李后主的词，比如说他曾经谈过“往事只堪哀，对景难

排”，这是古人用它的文学笔触所写的。“对景难排”，这里只是比较用现代化的“我用力推

不开回忆”，用一个比较白话的笔触来写。当然这里“担心，你的担心，我在这里想念

你。”，我在担心你想念我的时候的那种寂寞的心情，就跟杜甫，我们中学都读过的这首诗。

他在长安想念他的妻子在福州，“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怎么来想念她，这种想念对

方，推己及人，然后想念到对方怎么来想念自己的细腻情怀，其实很多现代歌词也可以从古典

文学当中借鉴好多好多的技巧。现在只是举一反三，希望同学可以从中看到许多相似相通的地

方。 



 

情趣的暗合 

最后一个层面我要讲是其实是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层面叫作“情趣的暗合”。讲的是一种审美

情趣。审美情趣设及一个作品内在的结构，也不是外在的内容，也不是我们说的用比喻、用典

故那种技巧，是一个文学口味的问题，是一个审美的规律的问题，那我们只是用一首很长很长

的歌作为例子，必须一口气听完的。刚才我听到观众在听到第一个演讲之后，提出了一些两岸

的问题，刚好我选的这首歌题目也叫《两岸》。不会敏感，因为它谈的是儿女私情。可是是不

是谈儿女私情呢？如果你熟读中国文学自古以来有很多寄托，从《诗经》以来后人说的美刺到

后来后来的寄托，是不是纯粹谈两个小儿女的爱情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在电台很难听到的歌，

黄舒骏的一首歌《两岸》。我先请大家留意一下这首歌的创作年份是 1997 年，稍候会问大家那

一年发生了两件跟中国很重要的两件事情是哪两件事情。 

 

     两岸   词曲：黄舒骏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万目 更上一层楼 

   西方来了个传教士 当了康熙的老师 

   他有个中文名字 叫做汤若望 

   他娶了个格格 变成皇族  

   皇上赐他一块领土  

   世世代代开开心心 在河南住 

   后代的女儿 又嫁给老外 生了个儿子 

   真是不赖 后来当了南方大学的副校长 

   他生了个女儿 真是漂亮  

   不爱念书 不爱荒唐 

   在北京三里屯 开了小酒吧  

    

   他从小到大 听他老爸  

   诉说祖先在大陆的风光 

   他出生在台南 今年年纪二十八 

   算命的说他 有只天马  

   命中注定会离开家乡 

   事业 老婆都将会出现在北方 

   去年陪老爸回老家 晚上在北京逛呀逛 

   到三里屯的小酒吧 他一眼就看上 

   回到台湾 茶不思饭不想  

   毅然就决定要到大陆去发展  

   谁都看得明白 就是为了那姑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他旧地重游 立刻猛烈追求  

   姑娘一度 无法承受 

   但日子一久 终究难逃被他感动 

   是天生一对 还是比较新鲜  

   两人热恋 怎么看都对眼  



   赫然发现北京 台北 距离变成一种优点 

   两人世界 快乐似神仙  

   天下大事 暂摆一边 

   男的忘了创业 女的忘了开店  

   大江南北 狠狠走它一回 

   云南 蒙古 苏杭 东北  

   长江 黄河 西藏高原 

   只要有情 管它多远 山水便是好山水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是日久生情 是日久生厌  

   现实问题是慢慢浮现 

   是男的留下看店 是女的跟回台北  

   吵了一夜 问题没有解决 

   冷战了几天 冷静了一些  

   女的决定要为爱奉献 

   索性顶了店 带了一些钱  

   准备跟着爱人回台北 

   男的流着眼泪 说不出的感谢  

   紧紧抱着爱人归 

   这时 他才发现 带着大陆新娘  

   不是说回就能回 

   虽然暂时事与愿违 但是两人并不气馁  

   继续游山水 管他是与非  

   你看那三峡 真是美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歌好长，就像历史一样长。时间关系我必须长话短说。重点是，我要一直强调的是这首

歌„„我要强调的并不是因为他引用了两首盛唐诗，一首是王之涣的诗，一首是李白的诗，大

家已经耳熟能详了。他跟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不仅与此，是其中很多很多微妙的情趣，比如说

用一男一女的爱情故事来隐射、投射很多两岸对立的关系。然后唐诗当中我们常常知道古人的

视野，就是人世当中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们往往„„比如说我们欣赏古人的绝句，来到最后

一句的时候，他往往会把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不能够解决的困扰„„暂时实寄情于山水、寄

情于自然、天地、山水。然后我们发现 1997 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除了香港回归，还有那个大

坝工程决定要开始，影响很多。他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一直辩论，那个年代一直辩论到 1997

年终于决定。我还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我赶在三峡景观改变之前作了一个三峡之旅。这里面好

多好多的感慨，有政治的对立、人和自然之间的对立、历史的兴亡等等。而古人教导我们什么

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是登楼观景这么简单，应该是视野的开阔。从空间开

展到时间的一个超越。我们现代人听到这首歌，首先我说“两岸”，大家都会心一笑，可是我

们无形中也把视野局限在 1949 年之后的两岸，而事实上已经透露了，早在李白时期“两岸”这

个字眼已经出现在唐诗里面。李白所说的“两岸”绝对不是我们说的“两岸”，可是两岸依

旧，我所谓的长江两岸，现在三峡改观了，可是两岸依旧。然后这里面好多好多对立，很有趣



的问题。我在想黄舒骏这么本事在十年前他已经预见了西藏的问题。这里面好多对立像云南、

蒙古，我们以前称为“蛮夷”的，跟中原对立的东西；苏杭跟东北的文化，江南文化跟北方文

化的对立；那我们说台湾台北也是南北的对立等等。这里面出现的好多“南”和“北”的问

题，像“南方大学”，什么西方，来到南„„好多出现“南”和“北”的字眼，其实都是充满

了对立。可是这一切的对立，我们看看这首歌是怎么结束的。我觉得它结束的很美，最后，暂

时，政治的问题不能解决，它说这对苦恼的小冤家怎么说，它说：“管他是与非，你看那三

峡，真是美。”。这里面他是写在 1997 年是一种最后的美景的惋惜，还是教导我们说视野不要

那么短浅，只看着几十年的纷争，三峡的形成不是一年两年，不是几十年。连三峡这一种的景

观，这一种美我们看得到吗？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局限在这一种人事政治的纷争里面？作为一首

现代歌词，我最欣赏的是它以这样的一个似乎没有正面的解决但从审美的情趣上和古代的诗词

的一种，我称为没有解决的解决，可是我觉得是把视野放在比较永恒的时空里面，来作为一种

寄托的一种结尾。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深入，称为一种情趣的暗合的一种层面。 

 

离别是再见的开始 

最后我要说的是，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我很喜欢的那首歌《再见离别》。上个月我

重新听到了，我深一层的触动就是说，其实我们现代文学的开始是一个要跟古典文学离别的开

始。可是就像这首歌最后所说的，他说其实离别是再见的开始。那我们从比较审美的角度去看

是说，现代文学不管是不是歌词、小说、诗歌也好，它其实永远没有办法像一刀切这样子就跟

我们的古典文学决裂。也不可能，我觉得不希望这样，我作为一个写作人。离别是再见的开

始，我们重新出发，重新再找到相通相契的地方，可是继续以现代人的笔触和思维来写现代文

学，这是一个小小的期许，谢谢大家。 

 


